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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余杭区人才购房补贴、租赁补贴受理公告（第二期）
根据《余杭区人才住房保障实施办法》

（余人才办〔2015〕6号）和《余杭区人才购
（租）房补贴发放操作办法》（余人才办
〔2017〕9号）等文件规定，现将 2017年余杭
区人才购房补贴、租赁补贴受理工作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受理对象
余杭区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中经人

力社保部门认定的A类、B类、C类、D类、E
类、F类人才。

二、保障方式
本次人才住房保障方式为购房补贴、

租赁补贴两种。
购房补贴：（一）“区内无房户”申请：指

A类、B类、C类、D类人才在杭州市区或我
区购买商品房（住宅），以及E类人才在我区
购买商品房（住宅）时，区财政、用人单位给
予一定的货币补贴。机关和财政补助事业
单位人才的购房补贴所需经费，由区财政
全额承担；其他单位由区财政承担 70%，用
人单位承担 30%。（二）“区内有房户”申请：
指A类、B类、C类、D类、E类申请对象在区
内购买商品住宅的可减半享受购房补贴，
补贴标准最高不超过购房款 25%，金额由
区财政全额承担。

租赁补贴：指A类、B类、C类、D类人才
在杭州市区或我区租住市场房源，以及 E
类、F类人才在我区租住市场房源时，区财
政给予一定的货币补贴。租赁补贴所需经
费，由区财政承担。

三、申请条件

1.购房补贴的申请对象须在我区用人
单位工作满 3年（含）以上或与我区用人单
位签订 5年（含）以上全职正式聘用服务合
同，且已连续在我区缴纳社会养老保险或
个人所得税或公积金半年（含）以上；属创
业人员的，应持有我区营业执照和半年
（含）以上企业完税证明。个人、配偶及未
成年子女在我区未享受相关住房优惠政
策。

2.租赁补贴的申请对象须与我区用人
单位签订全职正式聘用服务合同，且已连
续在我区缴纳社会养老保险或个人所得税
或公积金半年（含）以上；属创业人员的，应
持有我区营业执照和半年（含）以上企业完
税证明。个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我区
未享受相关住房优惠政策，且从 2014年 10
月 20日（含）至申请之日期间在我区无住
房。

四、补贴标准

注：1.国家“千（万）人计划”、省“千（万）
人计划”、市“521”计划人选按余人才办
〔2017〕8号文件执行安家费（购房）补助政
策。

2.已经申领我区新引进应届全日制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生活安家补贴的
人员，不再享受租赁补贴。

3.面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高校
统一招聘的人员，补贴享受标准以招聘公
告为准。

五、申请流程
（一）人才认定。申请人根据《杭州市

余杭区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办法（试行）》
（余人社发〔2017〕126号，http://www.yhqrcfw.
com/人才创新创业——政策法规库）规定流
程进行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

（二）提出申请。申请人如实填写《杭
州市余杭区人才购房补贴/租赁补贴申请
表》，并持其他相关材料（详见申请表后填
表须知），报区住房保障办。

（三）资格审核。区住房保障办会同人
力社保局等其他单位对申请人的人才资
格、住房情况等进行审核。

（四）资格公示。区委人才办会同区人
力社保局、区住房保障办将符合条件的申
请人名单在媒体上公示7天。

（五）资格认定。经公示无异议的，按
照最终名单核发《杭州市余杭区人才享受
购房补贴资格证》、《杭州市余杭区人才享
受租赁补贴资格证》。

（六）补贴发放。由余杭区公共租赁住
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购房补贴、租赁
补贴发放事宜。

六、其他
1.本次申请期限，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

至 2018年 1月 31日止，请申请人在此期限
内办理相关申请手续。

2.本次租赁补贴保障名额为 100 户。
当符合申请资格的家庭超过100户时，通过
摇号方式产生保障名额。未中号申请家庭
须届时重新申请。

3.本通告未明事项，由区委人才办会同
区人社局、区住房保障办负责解释。

4.相关表格可至余杭区门户网站（www.
yuhang.gov.cn 信息公开--公告公示--住
房--《2017年余杭区人才购房补贴、租赁补
贴受理公告（第二期）》）、余杭区人才服务
网（http://www.yhqrcfw.com/人才创新创业
——表格下载）中查询下载。

5.咨询电话：89186527（区住保办），
86223642、89175382（区 人 力 社 保 局），
89183622（区公租房公司）。

特此通告。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杭州市余杭区住房保障办公室

2017年12月7日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E
类

一人
一议

100
80
60
20

一人
一议

50
40
30
10

一人
一议

4000
3200
3200
1600

——

购房补贴或租
赁补贴二选一

购房补贴或租
赁补贴二选一

购房补贴或租
赁补贴二选一

购房补贴或租
赁补贴二选一

类
别

无房户购
房补贴

（万元）

有房户购
房补贴

（万元）

租赁
补贴

（元/月）
备注

F
类 —— —— 800 ——

类
别

无房户购
房补贴

（万元）

有房户购
房补贴

（万元）

租赁
补贴

（元/月）
备注

申请指南
1.申请人“人才认定”与“提出购房/租

赁申请”环节可同时进行申报。
2.申请人如实填写《余杭区高层次人才

分类认定申请表》（限申请E、F类别人才）、
《杭州市余杭区人才购房补贴/租赁补贴申
请表》，并提供受理单所列的纸质材料，其
中申请人参保信息证明可统一由区人力社
保局后期审核时进行核实（申请D类及以上
人才除外）。人才分类认定的按照《杭州市
余杭区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办法（试行）》

（余人社发〔2017〕126号）规定的流程进行：
申请A—D类的人才，由用人单位通过网上
申报（网址：http://rc.train.gov.cn），区级主管
部门受理后提交对应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审
核，并由杭州市人力社保局核准，认定书由
主管部门负责打印；申请E、F类的人才，由
用人单位按要求提交纸质申请材料，申请
材料提交前，应在用人单位进行公示，接受
监督。

3.镇街、开发区及主管部门初审。经公

示无异议后用人单位将申请材料交镇街、
开发区及主管部门（按申报条件类别），其
中，镇街、开发区负责核实人才分类认定相
关原件资料，以及用人单位工商登记、税收
关系情况，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在本辖区
是否享受批地建房及农民多高层公寓安置
等内容；主管部门在镇街、开发区审核后，
按照申报类别的条件审核人才类别。以上
材料须盖章确认，并形成汇总表格。

4.相关部门联审。镇街、开发区及主管

部门初审后，D类及以上人才申请纸质材料
报区住房保障办，其余人员申请材料报区
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科，报送纸质材料时
须一并报送汇总表格电子版。区人力社保
局、区住房保障办、区房管处同步对相关材
料进行联审，人才分类认定结果以区人力
社保局公布的名单为准。

5.联审通过后，进入资格公示、认定阶
段。

坚持寓义于利兴业银行荣获最受尊敬企业奖
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6-2017年

度最受尊敬企业年会”日前在北京举行，
兴业银行凭借服务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方 面 的 责 任 担 当 与 积 极 作 为 ，荣 获

“2016-2017年度中国最受尊敬企业”奖。
“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评选”活动自2001

年至今已举办 15届，秉持弘扬企业社会责
任、传播企业最佳实践、推动商业文明建设
的初衷，面向中国本土企业和在华外资企
业展开评选，其针对企业的评价体系受到
广泛认可。本届评选以“使命引领未来”为
主题，嘉奖那些不仅在经济指标上突出，更
在社会整体发展中做出积极贡献的优秀企
业，除兴业银行外，同时获奖的还有阿里巴
巴、腾讯、华为、三星（中国）、IBM、海尔、上
汽通用、平安保险、华侨城等知名企业。

多年来，兴业银行秉持“寓义于利”的
企业社会责任观，将履行社会责任与银行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实体、服务民生的
使命有机结合，持续耕耘，务实作为，实现
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价值统一。

2017年，适逢兴业银行上市十周年，作
为“价值蓝筹”，兴业银行在以优秀的业绩
回馈股东的同时，围绕服务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主线，围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普惠
金融，围绕脱贫“攻坚”，启动新一轮体制机
制改革，全面提升专业化水平和运营效率，
做实金融服务。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近年来银行
业的重要任务，兴业银行把提高供给体系
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据此对各个产业进行

深入研究分析，对不同行业、不同客户提供
不同的金融服务方案。围绕“三去一降一
补”，兴业银行严格控制和持续压缩产能过
剩行业信贷规模，继续给予其中有效益、有
市场的优质企业信贷支持，稳妥有序退出

“僵尸企业”，将盘活的资源投向战略性新
兴产业、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以制造业为
代表的实体经济，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
级。今年4月份，该行与鞍钢集团签署100
亿债转股协议，这是东北首单债转股业务，
有力支持了国有钢铁龙头企业去杠杆，服
务国企改革和东北经济振兴。

从京津冀一体化到长江经济带建设，
从军民融合战略到服务一带一路，兴业银
行全面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并加大对战略新
兴产业等重点行业，以及基建、交通、水利
工程、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重点项目的信贷
支持力度，通过“补短板”，促进我国经济全
面协调平稳发展。截至 9月末，该行制造
业贷款3413.44亿元，较年初增长6.81%，五
大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贷款较年初继续下降
4.7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八大后，
作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和绿色金融领先
者，兴业银行通过发展绿色金融积极践行
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经济向绿色化转
型。今年首批设立的五省（区）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试验区中，已经有四个与兴业银行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金额达到 2500亿
元，兴业银行通过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推
动试验区建设。同时，该行发挥专业优势，

参与试验区设计方案和相关制度的研究起
草，“一地一策”支持各省（区）建设各有侧
重、各具特色的试验区，加快探索形成面向
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截至 10月末，兴业银行在全国已累计
为超过一万家企业提供绿色金融融资
13824 亿元，绿色金融融资余额 6603 亿
元。兴业银行支持的绿色金融项目每年可
节约2891万吨标煤，可实现年减排8335.64
万吨 CO2，年利用固体废弃物 4471.29 万
吨，年节水量 4.08亿吨，有力支持了“青山
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建
设。

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兴业银行坚
持沉下心、沉下身、沉下力，立足改善民生，
聚焦薄弱领域，加强科技运用和模式创新，
不断扩大金融服务覆盖范围，切实服务小
微企业，服务三农，落实精准扶贫，践行普
惠金融，充分发挥金融的杠杆调节作用，促
进发展成果和发展机会在全社会的共享，
打造有温度的现代商业银行。

连连贷、易速贷、交易贷、三板贷、兴业
管家……兴业银行直击小微企业“短、频、
急”的融资“痛点”和多元化融资需求，创新
推出一系列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融资产品，
降低融资成本，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等问题。截至 9月末，全行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为 5542 亿元，在各项贷款中占比
24.19%，申贷获得率 95.61%，为近 80万小
微企业客户提供覆盖面广、效率高的普惠
金融服务，走出了一条具有兴业特色的小

微金融服务之路。
不断完善银银平台业务模式，帮助连

接的 1000多家中小村镇银行提升科技水
平，5万多个网点提升支付结算能力，充分
利用银银平台渠道优势，持续向中西部地
区、偏远地区、农村地区客户输出优质金融
产品与服务。

福建林农的林权抵押贷款、新疆农牧
民的小额担保贷款、农村地区的“两权”抵
押贷款……见证了兴业银行深入贫困一
线，从“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的精准扶
贫之路。该行积极打造“产品扶贫、产业扶
贫、渠道扶贫、教育扶贫、定点扶贫”五大体
系，对贫困地区基础产业、民生项目以及农
户、贫困户实施金融扶贫服务全覆盖，通过
在内蒙古、黑龙江和广西分别设立乳业产
业金融中心、农业产业金融中心和林业产
业金融中心，精准地服务当地特色产业客
户，带动贫困地区人口实现就业脱贫。截
至 9月末，兴业银行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达
40亿元，比年初增长27.96%。

兴业银行积极支持公益慈善事业，近
三年来累计向社会捐赠资金超过1.2亿元，
其中通过福建省慈善总会累计捐赠 2000
万元“兴业慈善助学金”，受助贫困学子达
5000人次。在继续开展“捐资助学”“抗灾
救灾”“扶贫”三位一体慈善事业的同时，提
升全体员工的公益意识，动员 6万名兴业
人更加广泛、更加精准地帮助有需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