
关于申请融资担保机构风险补偿金的通知 

各担保机构: 

根据工作安排，现将各担保机构可申请融资担保机构风

险补偿金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1.对符合下列条件的融资担保机构，按其 2019 年度小

微企业和“三农”保险融资担保贷款新增业务，省级财政给

予不超过 5‰的风险补偿。同一机构补偿资金最高不超过500

万元，补偿资金用于融资担保机构补充担保赔偿准备。市县

融资担保机构风险补偿按因素法分配。 

（1）开业一年以上； 

（2）2019 年小微企业和“三农”年末在保余额或户数

同比增长； 

（3）2019 年年末代偿率不超过 30%； 

（4）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并按照有关规定提取各项准备金。 

2.对以下几类担保贷款不予补偿 

（1）逾期的贷款 

（2） 借款人为省外企业的担保贷款。 

二、有关要求： 

（1）申报截止时间：2020 年 3 月 9 日，逾期不予受理。 

（2）联系方式：长春市财政局金融处 李竹青 ，电话：



0431-89865603。 

(3)装订要求：纸质版塑封，首页写明申请金额、 单位、 

联系人、 电话；电子版刻光盘，材料于 2020 年 3 月 9 日送

至长春市财政局金融处 636 室。 

（4）具体申报程序详见《2020 年吉林省金融普惠发展

专项资金申报指南》（吉财金〔2020〕127 号）。 

 

 

长春市财政局 

2020 年 3 月 5 日 



2020 年吉林省普惠金融发展 
专项资金申报指南 

 

吉财金〔2020〕127 号 

 

各市（州）财政局、长白山管委会财政局，各县（市）财政

局，省直有关单位： 

根据《吉林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吉财

金〔2019〕886 号），现将 2020 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

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及申报材料 

（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 

1.对符合下列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财政部门按照

不超过其 2019 年贷款平均余额的 2%给予补贴： 

（1）2019 年度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 

（2）村镇银行的年均存贷比高于 50%（含 50%）； 

（3）2019 年度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平均余额占全

部贷款平均余额的比例高于 70%（含 70%）。 

（4）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当年（含）起 4 年内，可

享受补贴政策。如果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时间晚于当年的

6月 30 日，享受补贴政策的期限从开业次年起开始计算。新

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超过享受补贴政策的年限后，不再享受

补贴（无论是否获得过补贴）。 

2.对以下几类贷款不予补贴： 

（1）当年任一时点单户贷款余额超过 500 万元的贷款； 

（2）在县级经营区域以外发放的贷款。县级经营区域

包括县、县级市、县级区。在县级以上城市的所有城区发放

的贷款，均不计入享受补贴的贷款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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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贴资金按照因素法分配，由中央、省和市县财政按

照 50%、30%、20%的比例分别承担，纳入金融机构收入核算。 

4.申报材料： 

（1）财政部门审核意见及申请报告； 

（2）《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见附表 2）； 

（3）《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申请详情

表》（见附表 3）。 

（二）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和奖补。 

1.贴息资金：省级财政按照创业担保贷款的相关规定和

承担比例拨付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的贴息，省本级贴息资

金按项目法分配，市县贴息资金按因素法分配。 

2.奖补资金：对各市县按其当年新发放创业担保贷款总

额的 1%，奖励创业担保贷款工作成效突出的经办银行、担保

机构等联席会议单位。省本级奖励资金按项目法分配，由中

央和省级按照 50%、50%的比例分担；市县奖励资金按因素法

分配，由中央、省、市县财政按照 50%、30%、20%的比例分

担。 

3.申报材料： 

（1）财政部门审核意见及申请报告； 

（2）《吉林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省直

有关单位填报，见附表 1）； 

（3）《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见附表 2）； 

（4）《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申请详情表》（见

附表 4）； 

（5）2019 年度创业担保贷款工作总结，包括 2019 年度

贷款发放情况，担保基金拨付情况，贴息资金拨付情况，中

央和省财政贴息资金使用情况，本地财政部门配套资金筹措

安排情况等。 

（三）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补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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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各市（州）、县（市）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的代

偿，省级财政给予不超过 15%的补偿，补偿资金按因素法分

配。 

2.申报材料： 

（1）财政部门、人社部门审核意见及申请报告； 

（2）《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省级补偿资金申请表》

（见附表 5）。 

（四）创业担保贷款手续费补助。 

1.对省本级经办银行，按其 2019 年发放的企业创业担

保贷款金额，省级财政给予 0.5%的手续费补助，补助资金按

项目法分配。 

2.申报材料： 

（1）资金申请报告； 

（2）《吉林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见附

表 1）； 

（3）年度发放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明细表。 

（五）应对疫情加大金融支持中小企业有关政策。 

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贷款贴息、担保费补助、创业担

保贷款展期贴息的政策内容、申报审核拨付程序及申请材料

按照《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加大金融支持中

小企业有关政策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吉财金〔2020〕118

号）的有关要求执行。 

（六）融资担保机构风险补偿。 

1.对符合下列条件的融资担保机构，按其 2019 年度小

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贷款新增业务，省级财政给予不

超过 5‰的风险补偿。同一机构补偿资金最高不超过 500 万

元，补偿资金用于融资担保机构补充担保赔偿准备。省级融

资担保机构风险补偿按项目法分配，市县融资担保机构风险

补偿按因素法分配。 

（1）开业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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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 年小微企业和“三农”年末在保余额或户数

同比增长； 

（3）2019 年年末代偿率不超过 30%； 

（4）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并按有关规定提取各项准备金。 

2.对以下几类担保贷款不予补偿： 

（1）逾期的贷款。 

（2）借款人为省外企业的担保贷款。 

3.申报材料： 

（1）财政部门审核意见及申请报告； 

（2）《吉林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省级

融资担保机构填报，见附表 1）； 

（3）2019 年小微企业和“三农”每季度末未到期融资

担保明细表（省级融资担保机构填报，含电子版）； 

（4）省级融资担保机构出具的承诺书，承诺其符合上

述第（六）项第 1条中的有关条件，同时 2019 年度担保贷

款余额不包括第（六）项第 2条中所述内容。 

（七）新设融资担保机构奖励。 

1.对 2019 年度各市（州）、县（市）新设立的政府性

融资担保机构，省级财政按地方政府出资的 5%给予奖励，奖

励资金按因素法分配。同一机构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 300 万

元，奖励资金纳入融资担保机构收入核算。 

2.申报材料：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及申请报告。 

（八）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引导基金。 

1.为加快建立我省“三支柱一市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推动和深化我省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省级财政和

吉林金控共同出资成立吉林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引导基金，

资金按项目法分配。 

2.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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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管理人出具的资金申请报告； 

（2）《吉林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见附

表 1）； 

（3）吉林金控缴付金额到位凭证。 

（九）经费补助。 

1.对在金融监管、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和维护金融市场秩

序等方面做出贡献的部门、单位，省级财政给予经费补助，

补助资金按项目法分配。 

2.申报材料： 

（1）资金申请报告； 

（2）《吉林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见附

表 1）； 

（3）有关证明文件。 

二、因素法资金分配方式 

采用因素法分配的资金，参考中央财政普惠金融发展专

项资金因素分配。考虑因素包括：中央财政核定的普惠金融

发展专项资金额度、创业担保贷款基金代偿情况、融资担保

机构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贷款新增业务、各市县新

设立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出资额。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分配给某市县的专项资金总额=经核定该市县可予补贴

的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平均余额×2%×省财政分担比例×权

重+经核定该市县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需求×省财

政分担比例×权重+经核定该市县可予补贴的创业担保贷款

担保基金代偿金额×15%×权重+经核定该市县可予补贴的

融资担保贷款×5‰×权重+经核定该市县可予补贴的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出资额×5%×权重-该市县上年末结余专项

资金规模。经核定该市县可予补贴的融资担保贷款×5‰结

果大于 500 时，按照 500 计算；小于或等于 500 时，据实计

算。经核定该市县可予补贴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出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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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果大于 300 时，按照 300 计算；小于或等于 300 时，据

实计算。 

权重=[（当年吉林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规模-项目

法分配资金规模-疫情防控政策分配资金规模）/（经核定的

吉林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总需求规模-项目法分配资金

规模-疫情防控政策分配资金规模）]×80%+绩效评价结果×

20%。权重大于 1 时，按照 1 计算；小于或等于 1 时，据实

计算。 

各市县可予补贴的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平均余额、创业担

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需求、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代偿金

额、融资担保贷款、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出资额依据各市县

上报情况确定。 

三、申报程序 

（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和创业担保贷款

贴息和奖补报送材料一式两份，其余材料一份（包括纸质材

料和电子版）。 

（二）省级以上资金申请单位申报材料直接报送省财政

厅，其中，创业担保贷款手续费补助由省本级经办银行将资

金申请材料报送到省人社厅审核，省人社厅出具审核意见

后，将相关材料和审核意见送省财政厅。 

（三）各市（州）、县（市）资金申请单位，申报材料

由各地财政部门审核汇总并出具审核意见后，报送省财政

厅。其中，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补偿资金由各市（州）、

县（市）将有关材料和审核意见报送到省人社厅。省人社厅

出具复核结果报省财政厅。 

四、有关要求 

（一）省财政依据省级项目单位报送材料、各市（州）、

县（市）上报的审核意见分配资金。各市（州）、县（市）

财政部门及各有关单位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据实上报，

严禁弄虚作假，对上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对有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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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作假行为的，及时予以追回，并取消下年度相关专项资金

申报资格。 

（二）申报材料要做到规范、完整，严格按照申报项目

类别，进行分类统一装订报送。申报材料不完整及未按时限

要求上报的视为不合格项目。 

（三）各市（州）、县（市）财政部门在报送申报材料

时，需填写《吉林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材料统计表》

（见附表 6，不得手写）并加盖公章，统计汇总本地区申请

单位。 

（四）报送 2020 年度申报材料同时上报 2019 年度专项

资金使用情况，由各市（州）、县（市）财政部门统一装订。 

（五）申报截止时间：2020 年 3 月 13 日，逾期不予受

理。 

五、联系方式 

省财政厅金融监管处彭莎琳，电话：0431-88553978；

刘冠男，电话：0431-88771740。 

  
附件：1.吉林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 

2.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 

3.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申请详

情表 

4.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申请详情表 

5.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省级补偿资金申请表 

6.吉林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材料统计

表 

               
 

吉林省财政厅 

2020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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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金额

(万元)

注：申请项目请填写具体项
目。

 

吉林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

单位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帐号

单位负责人：

（单位公章）

申请项目



附表2：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家，笔，个

发放金额 同比变动（%） 平均余额 同比变动（%） 小计 中央财政分担金额 地方财政分担金额 小计 市县财政分担金额

小计
中央财政给予贴
息支持的贷款

地方财政自行安
排贴息的贷款

小计
中央财政给予贴
息支持的贷款

地方财政自行安
排贴息的贷款

小计
贴息资金

（中央财政给予贴
息支持的贷款）

贴息资金
（地方财政自行安排

贴息的贷款）
奖补资金 小计 贴息资金 奖补资金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

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

       年贷款发放额       年贷款平均余额        年补贴资金需求（按2%的补贴上限测算） 上年实际使用补贴资金
可予补贴的
机构家数

可予补贴的
贷款余额

      年末担
保基金余额

中央财政分担金额 省级财政分担金额

二、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

上年末结余中央财
政贴息及奖补资金

      年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额        年末创业担保贷款余额        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和奖补资金需求 上年实际使用贴息和奖补资金



附表3：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家，笔，元

发放金额 同比变动（%） 平均余额 同比变动（%） 小计
中央财政
分担金额

地方财政
分担金额

XX县

XX县

合计

发放金额 同比变动（%） 平均余额 同比变动（%）

xx银行

xx银行

合计

注1：分行政区统计填报可获得补贴的金融机构数据，分机构统计填报所有金融机构数据。

注2：分机构统计不符合补贴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予补贴的贷款余额”为0。

注3：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不需要填写“年末存贷比”。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申请详情表

一、分行政区统计(填报可获得补贴的金融机构数据）

      年贷款发放额         年贷款平均余额
补贴资金

（按2%的补贴上限测算）可予补贴的机构
家数

涉农及小微企业
贷款占比（%）

可予补贴的
贷款余额

      年末
存贷比（%）

上年结余
补贴资金

是否符合
补贴条件

可予补贴的
贷款余额

补贴资金
（按2%的补贴上限测算）

二、分机构统计(填报申报的金融机构数据）

       年贷款发放额        年贷款平均余额



附表4：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笔

                      经办银行
贷款及贴息情况

国有商业
银行

股份制商
业银行

城市商业
银行

农商行和
农合行

农村
信用社

其他机
构

合计

1、年度贷款发放额

     其中：个人贷款发放额

           小微企业贷款发放额

     其中：中央财政给予贴息支持的贷款

           地方财政自行安排贴息的贷款

2、年末贷款余额

     其中：个人贷款年末余额

           小微企业贷款年末余额

     其中：中央财政给予贴息支持的贷款

           地方财政自行安排贴息的贷款

3、年度贷款发放笔数

     其中：个人贷款发放笔数

           小微企业贷款发放笔数

     其中：中央财政给予贴息支持的贷款

           地方财政自行安排贴息的贷款

4、年末未解除还款责任贷款笔数

     其中：个人贷款笔数

           小微企业贷款笔数

     其中：中央财政给予贴息支持的贷款

           地方财政自行安排贴息的贷款

1、中央财政拨付贴息资金

2、地方财政安排贴息资金

     其中：省级财政安排贴息资金

           省级以下财政安排贴息资金

3、应支付给经办银行的贴息资金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申请详情表

一、上年贷款发放情况

二、上年贷款贴息情况



     其中：中央财政承担金额

           地方财政承担金额

4、实际支付给经办银行的贴息资金

     其中：中央财政承担金额

           地方财政承担金额

5、年末结余贴息资金

     其中：中央财政贴息资金结余

           地方财政贴息资金结余

1、中央财政拨付奖补资金

2、地方财政安排奖补资金

     其中：省级财政安排奖补资金

           省级以下财政安排奖补资金

3、实际使用奖补资金

     其中：中央财政承担金额

           地方财政承担金额

4、年末结余奖补资金

     其中：中央财政奖补资金结余

           地方财政奖补资金结余

1、上年末担保基金余额

2、上年度增加的担保基金

1、预计本年贷款发放额

     其中：个人贷款发放额

           小微企业贷款发放额

     其中：中央财政给予贴息支持的贷款

           地方财政自行安排贴息的贷款

2、申请中央财政贴息资金

3、申请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五、本年贷款计划

三、上年贷款奖补情况

四、担保基金情况



附表5：

报表单位： 单位：元、笔

逾期金额 逾期笔数 代偿金额 代偿笔数 担保基金总额 担保基金余额

个人

合伙经营或组织起来就业

中小微企业

合计

制表人： 联系电话：

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省级补偿资金申请表

逾期贷款情况 担保基金代偿情况 担保基金情况
项目单位 申请补偿金额



申报项目

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附件6

吉林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材料统计表

说明：此表由各地财政部门负责统计、编报并加盖公章

填报人： 电话：

序号 申报单位 电话申报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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