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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谢忠东 刘玮

早在2009年， 长沙就从全国100多个地级
城市中脱颖而出， 被国务院认定为首批国家级
创业型城市。

长沙， 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步伐一直没有停
歇。近年来，长沙的创业就业新政仍然屡屡成为
人们热议的话题。

这些新政， 也推动着长沙的创业生态更为
多元，为深挖就业“蓄水池”增添更多强劲的动
力。

新产业新业态带动更高质量
就业， 对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吸纳
也很强

9月5日，在中电软件园一栋办公楼里，一个
近1500平方米的办公区，一群年轻人正忙碌着，
鼠标轻点， 完成的可能是起重机、 大吊车这种

“大家伙”的交易或租赁。
上游与800多家工程机械行业的供应商建

立紧密合作， 下游连着4万多家交易合作方，立
足工程机械的设备维护、租赁、二手设备交易等
工程机械后市场服务， 湖南机械之家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已成长为湖南较有影响的产业互联网
平台企业，“目前平台的年交易额已超过3亿
元。”机械之家创始人刘旭龙介绍。

“机械之家”创立于2015年，最初并不顺利，
“曾经靠借钱给员工发工资，步履维艰；是国家
优厚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帮助我们这样的小
微企业渡过了难关。”刘旭龙告诉记者。

2016年，创业遭遇瓶颈的刘旭龙，参加了
人社部门组织的“中国创翼”大赛长沙赛区比
赛，获得优异成绩。作为创业重点扶持对象，先
后获得长沙高新区“柳枝行动”创业扶持资金20
万元、 长沙市创业带动就业示范项目扶持资金
10万元、 初创企业一次性开办费补贴2万元、创
业担保贷款50万元等，获得快速发展。

“我们对创业带动就业的项目进行扶持，
对国家鼓励的新产业如信息技术、 节能环保、
生物产业、新材料等有所侧重。”长沙市人社局
就业处处长肖丽娜告诉记者，“机械之家”属轻
资产的互联网信息科技企业，顺利获得项目扶
持。

“长沙市每年的创业带动就业项目扶持资
金约有1800万元， 扶持项目有200个左右。”肖
丽娜说， 其中新产业新业态能带动更高质量的
就业，对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吸纳很强。

受益于创业政策扶持的“机械之家”，短短4
年，员工就从最初的13人增长至200人，其中毕

业3年内的大学生68人。
“近两年，公司每年录用的应届高校毕业生

都在10人以上。这一块，公司可享受到人社部门
发放的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 负担大大减轻。”

“机械之家”人力资源专员吴园介绍。
据了解，今年1至7月，长沙市共支出各类就

业补助资金1.44亿元。
对创业企业的全方位扶持与企业积极吸纳

就业形成良性循环。今年上半年，长沙市新设企
业39549户， 同比增长15.46%； 吸纳从业人员
57919人，同比增长37.27%。

文化创意 ，为传统产业赋能 ，
更好地激活当地就业

走进浏阳市，九曲浏阳河旁，“智慧浏阳河”
几个大字熠熠生辉。 在浏阳河南岸沿河两公里
范围内，“智慧浏阳河”文化创意孵化基地，给大
通时代广场近10万平方米的街区带来了无限商
机。

“6年前，这里还冷清得很，‘智慧浏阳河’运
营， 用文化创意产业盘活了一度闲置的地产资
源。”浏阳市文化产业园管委会主任高志介绍。

走进基地总部展示区， 名家手绘油纸
伞、浏阳夏布文创产品、各种富有创意的文
创蒸菜……一个个文化创意项目， 通过对传统
产业的文化增值与创意赋能，使效益倍增。

如浏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浏阳夏布， 以苎
麻为原料，透气性好，是传统的“浏阳四大名产”
之一，国际上称之为“中国草”。但由于过去缺乏
品牌创意，浏阳夏布在市场上价格不高，一匹原
坯布售价仅400多元，经营最惨淡的一年，产值
只有56万元。

“我们注重引导创业者挖掘其文化功能和
情感价值，一句‘会呼吸的乡愁’，让它与乡愁经
济、返璞归真的文化理念紧密相连，极大地获得
了各类人群的文化认同。现在，一匹浏阳夏布原
坯布售价达1200多元， 开发出的300多款夏布
文创产品， 价值更是不菲， 总产值已达几千万
元。”高志告诉记者，浏阳夏布产业的复苏，就是
从孵化一个创业项目“心之夏”开始，到企业出
园带动一片产业，组建浏阳夏布文创中心，现有
夏布文创企业5家、工作室3个，带动上下游就业
100多人。

文化创意，除了为传统产业赋能，也更好地
激活了当地就业。据了解，“智慧浏阳河”现已孵
化出各类文化创意企业330家，总体孵化成功率
85.9%，到期出园率95%，提供就业和带动上下
游就业共13850人， 仅浏阳市内就带动就业
8400人。

“智慧浏阳河”的成功运营，还衍生出浏阳
国际烟花创意梦工厂、 浏阳夏布文创中心两大
创业孵化平台。 立足于文化旅游深度体验的米
仓创意产业园已在招商规划中。

■政策链接

“二十条”新政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
为确保全省就业局势持续稳定，2018年12

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湖南省进一步促进
就业工作二十条措施》，其中针对“创业增岗 ”，
放出多项实招。

一是加强创业引导。对正常运营1年以上并
吸纳一定规模就业的初创企业、 初次注册的个
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按投入规模和带
动就业人数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 具体补贴办
法由各市州自行制定。

继续实施创业“双百资助工程 ”，每年重点
支持100个优质初创企业、100个优质初创个体
工商户，给予一次性奖补。

二是加强创业载体建设。 实施创业载体建
设“四个一”工程，2020年以前，重点打造10个
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100个以上市县级创业
孵化基地，年孵化1000家以上的企业，新增1万
个以上的就业岗位。

根据创业孵化效果和带动就业成效， 按政
策对创业孵化基地给予一定奖补。

三是加强创业担保贷款扶持。 符合条件的
人员自主创业的， 创业担保贷款最高申请额度
由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合伙创业的按合伙创
业人数、 组织起来共同创业的按组织起来创业
人数， 每人最高15万元额度， 最高贷款额度为
75万元，贫困地区按规定全额贴息3年，其他地
区按规定全额贴息2年。

小微企业当年
新招用符合创业担
保贷款申请条件的
人员数量， 达到企
业现有在职职工人
数25%(超过100人
的企业达到 15%)
并与其签订1年以
上劳动合同的 ，按
规定可申请最高不
超过300万元的创
业担保贷款。

湖南日报记者 曾佰龙
通讯员 左国新 付炼

8月30日，汪宇带着某新型战车从
福建试验场回到湖南，对新战车进行技
术调整后，开始第一次水上试验。一年
多来，汪宇和试验队员走南闯北，进行
新型战车的极限试验，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将新战车炼成“钢铁硬汉”。

2017年， 某新型战车的研制任
务交给了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轮设计图纸通过校审， 战车生
产出来了，汪宇担任试验队队长。战
车要在高原和极寒地区接受检验 ，
汪宇带着几名试验队员直奔青海格
尔木和黑龙江塔河。

青海格尔木某试验场， 海拔5200
米。从驻扎地点前往试验场要走170公
里的盘山公路。2018年11日2日凌晨，
试验队员驾驶的保障车冒雪前行。当时
下着鹅毛大雪， 地面上是厚厚的冰层。
突然，一辆大卡车打滑失控，向保障车
迎面撞来。保障车紧急制动，躲开了失
控的大卡车，却差一点连人带车摔下悬
崖。“如果不是处理得当，我们很可能被
大卡车碾成‘柿饼’，后果不敢想象。”汪
宇回忆道。

试验队继续前行， 刚走出一公里，
沙尘暴来了。顷刻间，飞沙走石。试验队乘
坐的保障车艰难前行， 一不留神陷入冰河
的窟窿里。 汪宇指挥着救
援车，花了4个小时，才将
保障车从冰窟窿里拉了出
来。遭遇大卡车、暴雪、沙尘
暴、掉进冰窟窿……汪宇心
里默念着：“活着的感觉真
好！”

在格尔木连续试验
了2个多月， 汪宇和新战
车成了“老伙计”。他知道
这个“老伙计”的脾气，也

知道“老伙计”在高原环境下的弱点。
接下来，他要带着“老伙计”去黑龙江
塔河继续试验。

塔河，气温已经降至零下40摄氏
度，正是汪宇带领的试验队所需要的
条件。启动、查车、加油、加水，新战车
开动， 每天180公里的跑车试验开始
了……极寒天气， 新战车“水土不
服”，履带脱落、平衡轴脱落，试验战
车撞树、撞墙……

一天清晨，试验战车在极寒天气下
抛锚了，不能行驶，油也几乎耗尽。“两
名试验人员回去运油， 其余的人跟我
来。”一边是滚烫的发动机，一边是结冰
的地面， 随时有烫伤或冻伤的危险。汪
宇脱下厚外套和手套， 带头钻进了车
底，更换故障部件。由于车底空间狭小，
4个人轮流上，干了8个小时，才将试验
战车修好，返回驻地。

在塔河的艰苦试验， 持续了2个多
月。临别前，汪宇来到试验战车前，抚摸
着这个“老伙计”，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
味。从青海高原到极寒地塔河，一年多
的磨练，让中等个头、戴着眼镜、文质彬
彬的汪宇变得更加硬朗。

汪宇带着70多项改进方案和他的
“老伙计”回到了湖南，进行技术调试和
改进后， 又要奔赴下一个试验场地。他
们要让中国的战车，成为真正的“钢铁
硬汉”。

爱国情 奋斗者

长沙，以创业深挖就业“蓄水池”
汪宇和他的新战车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协办

稳就业·湖南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