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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求职创业补贴

1、文件依据

《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琼

财社规〔2021〕14号)

2、补贴对象

在毕业学年内有就业创业意愿并积

极求职创业的低收入家庭中的我省高等

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高等院校、

中等职业学校中的残疾毕业生，获得国

家助学贷款的我省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大

学生士兵(含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3、补贴标准

按每人1500元给予一次性补贴

4、办理材料

补贴对象向就读学校申请求职创业

补贴，提供以下材料：求职创业补贴申请

表，毕业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低收入家

庭毕业生、残疾毕业生、退役大学生士

兵)证明材料。经学校审核后，向当地公

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申请求职创业补

贴，提供以下材料：求职创业补贴基本情

况汇总表、承诺书。

二、就业见习补贴

1、文件依据

《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琼

财社规〔2021〕14 号)和《海南省就业见

习管理暂行办法》(琼人社规〔2019〕1号)

2、补贴对象

吸纳离校 3年内未就业的全国普通

高校毕业生、我省普通高校和中等职业

学校所属毕业学年学生、我省 16 岁-24

岁未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的见习基

地。

3、补贴标准

就业见习补贴标准为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的 80%(就业见习岗位工资不得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对见习期满留用

率达到 50%以上的用人单位，将见习补

贴标准提高到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100%给予补发。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补

助标准为每人每年100元。就业见习人

员见习期未满提前离岗的，当月见习不

足 10 个工作日的不予发放当月见习补

贴，满10个工作日不足1个月的，按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的40%给予补贴。补贴期

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留用率是指见

习基地在一个考核期内(上年 7 月至当年

6 月底)，与见习期满或提前留用人员签

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

险费人数占该周期内就业见习期满人数

的比例。

4、办理材料

就业见习基地按月支付见习人员见

习岗位工资后，向当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

务机构申请初次就业见习补贴，提供以下

材料：就业见习人员花名册、就业见习协

议书复印件、就业见习岗位工资银行支付

凭证、见习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复印

件。在产业园区、孵化基地设立的就业见

习基地，由产业园区、孵化基地统一申请

就业见习补贴。就业见习基地申请后续

就业见习补贴资金，应提供就业见习岗位

工资银行支付凭证。(未完待续)

三亚市人力资源开发局

2022年7月4日

海南就业创业政策大礼包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创业，吸引毕业生积极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海南出台了一系列就业创业补贴优惠政策。

本 报 讯 ( 记 者 胡 拥 军）根 据
《2022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实施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7 月 4 日 8:
00-7 月 7 日 17:30，本科普通部分
（含普通类、民族班和预科班）和本科
提前部分的本科艺术类、本科体育
类、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以
及保送生等特殊类型招生填报志愿
工作进行，海南省考试局特别提醒各
位考生要在规定时间内上网填报志
愿。

高考总分（高考综合分和照顾加
分 之 和）达到本科批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 471分的考生，均可填报本次

本科普通部分（含 少 数 民 族 班 和 预
科班）、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
划以及部分特殊类型的志愿。考生
以院校专业组为单位填报志愿，考
生填报志愿须本人选考科目满足拟
报院校专业组科目要求方可填报。
对于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求的院校
专业组，考生在报考时无选考科目
限制。

本科普通部分的普通类实行平
行志愿的投档录取模式，设 30 个院
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设 6
个专业志愿和专业服从调剂志愿。

本科提前部分的艺术类（统招）、

体育类、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
划实行平行志愿的投档录取模式，各
设 10 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
专业组内设 6 个专业志愿和服从专
业调剂志愿。

少数民族班和预科班设6个院校
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内设 6
个专业志愿和服从专业调剂志愿。

本科提前部分的艺术类、体育
类、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
本科普通批、民族班和预科班、高职
（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艺术类、
高职（专科）体育类、高职（专科）批等
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

本科普通批进行平行志愿投档
后，根据录取情况，组织二轮征集志
愿；其他每批平行志愿和征集志愿的
投档一般只进行一轮，一轮投档后再
根据各院校完成计划情况决定是否
继续征集志愿。

志愿的填报和确认均由考生本
人上网操作完成。考生应根据《填报
志愿指南》公布的院校专业组代码和
专业代码认真填写和校对，确保志愿
信息的准确无误。需要提醒的是，由
于本次填报志愿的考生比较多，考生
应提早填报志愿，避免到最后一天由
于网络堵塞影响填报志愿。

海南本科普通批考生昨起填报志愿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为增

强学生、家长安全意识，杜绝溺
水事故发生，让广大少年儿童快
乐安全地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
7 月 3 日，以“珍爱生命·预防溺
水”为主题的2022年三亚市青少
年防溺水宣传主题教育活动启动
仪式在天涯区春园社区举行。

活动现场，少年儿童和家长
们一起观看了防溺水宣传短视
频。“要去有工作人员的地方游
泳”“发现有人溺水，可以把竹竿
抛给落水者”……孩子们踊跃举
手回答问题，现场气氛活跃。通
过观看短片和问答互动的方式，
使孩子们进一步牢记防溺水安全
知识。随后，游泳教练现场指导
青少年进行防溺水演练，进一步
提高了学生防溺水安全意识。游
泳教练温馨提示孩子们预防溺水
要做到“六不一会（不私自下河
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
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
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
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
擅 自 下 水 施 救 ；学 会 基 本 的 自
护、自救方法）。“今天的防溺水
宣传活动很有意义，不仅能学习
理论知识，还有实操演练，更好
加深孩子的印象，增强防溺水安
全意识。”家长林女士表示。

据悉，2022 年三亚市青少年
防溺水宣传主题教育活动将持续
到 7 月中旬，其中防溺水进社区
活动将分别在春园社区、儋州村
社区、下洋田社区、港门村社区、
临春社区、荔枝沟社区进行。此
外，本次活动还将线上推出青少
年防溺水科普小课堂、“我是防
溺水小达人”网络视频大赛等活
动，让更多三亚青少年参与到活
动中，为全市青少年的健康快乐
成长提供有力保障。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
日，为期 7 天的三亚市黎
族传统织锦技艺培训班在
海棠区青田村委会举办，
通过培训提升本土人才技
能，保护和传承黎锦技艺，
弘扬黎族传统文化。

此次培训由市民族事
务局主办，培训内容为黎
族絣染技艺的表现形式及
制作，邀请海南省三亚技
师学院黎锦技艺教师、国
家技能鉴定黎锦项目考评
员董倩，黎族传统纺染织
绣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符西利等现场授课。

通过培训，每位学员
基本掌握黎锦絣染的植物
颜料调制、扎缬技法、植物
染色、絣染织造等基本操

作。在结业总结上，一幅
幅精美的黎锦絣染作品，
集中展示出此次培训成
果，特别是一些作品在凸
显传统织锦纹路技艺上创
新 风 格 ，融 入 了 现 代 元
素。此次培训中，主办单
位还向学员、村民宣传民
族政策法规、民族团结进
步知识。

据了解，黎族“先扎后
染”絣染技艺是我国古老
的织锦技法，通过培训进
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
发展传承，将传统技艺与
文创、现代设计、现代生活
相结合，让黎锦技艺走进
现代生活，推动黎锦产业
化发展，弘扬黎族优秀传
统文化。

三亚市青少年防溺水宣传主题教育活动启动

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

三亚举办黎族传统织锦技艺培训班

传承黎锦技艺 弘扬黎族文化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7 月
3日，天涯区 2022 年第二届中小
学生游泳比赛在妙联学校游泳
馆举行，来自天涯区16所学校的
26 支代表队共 200 多名学生参
赛

“加油！加油！”记者在现场
看到，随哨声响起，泳池瞬间被
激荡起无数浪花，小选手们你追
我赶，他们顽强拼博的运动精神
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博得现
场观众阵阵掌声。

此次比赛分为小学甲组、乙
组和初中组，比赛项目包括自由
泳、蛙泳、仰泳、蝶泳、自由泳接

力、蛙泳接力等。
据悉，为进一步推进普及中

小学生“学游泳、防溺水、懂救
生 ”游 泳 教 育 工 作 ，天 涯 区 在
2018 年 9 月统筹安排 1192 万元
分别在南岛学校、妙联学校、天
涯小学、桶井小学建设拼装泳
池。2019 年 4 月开始，4 个游泳
池陆续投入使用。目前，天涯区
已完成约12000名中小学生游泳
教学培训。

此外，天涯区通过购买社会
服务的形式，面向全区36所中小
学校进行中小学生游泳教育“暑
假作业”进校园活动

天涯区中小学生游泳比赛举行

200多名学生奋“泳”争先

游泳比赛现场。 黄世烽 摄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Sy

让民族之花精彩绽放Sy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7 月 4 日
起，海南省高考本科普通部分（含普
通类、民族班和预科班）和本科提前
部分的本科艺术类、本科体育类、国
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以及保送
生等特殊类型招生开始集中填报志
愿。作为迈进大学的最后一“关”，选
择哪所学校、报考哪个专业，成为考
生和家长要面对的“头等大事”。考
生如何填报志愿？有哪些纠结与困
惑？需要什么志愿填报支持？对此，
记者进行了走访。

在等待高考成绩放榜的日子里，
三亚考生袁萌和家人就志愿选择进
行了认真研究。“父母看重专业，建议
我选容易就业的专业，但我更想上一
所好大学。在选择学校所在地方面，
家里人希望我毕业后回海南工作，觉
得在华南或者西南地区上学会更好，
但我想去天津、杭州等地。”袁萌说。

尽管想法不太一致，理想的高考
成绩一出，袁萌的意见就占据了主导
地位，乐观的父母当即表示，报志愿
要尊重孩子的意见。

而面对海量的高校和庞杂的招
录信息，由于缺乏经验和判断力，不
少家长陷入了焦虑。一些考生及家
长表示，不知道怎样做出最优的填报
方案，亟需获得科学专业的填报技巧
指导，以及对高招政策的分析解读。

“很多家长对大学缺乏了解，他
们按照自己的社会经验和认知来替
孩子选择。‘饭碗’和稳定往往是家长
们首要考量的内容，他们往往认为孩
子读书就是为了找工作，养活自己，
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来填报志愿，没有
立足于让孩子成为一个接受良好教
育、有丰富内涵的人。”三亚学院苏老
师认为，在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孩子
不仅要参与进来，还要积极地主导自
己的人生选择，为今后学习增添动
力。

目前，社会上出现很多志愿填报
服务机构，收费不菲，但服务是否专
业、能否真正帮助考生，也让很多考
生和家长感到疑惑。

“机构的人会问喜好和兴趣，然后
选定范围、推荐学校，分析考生的分数

怎么选专业和学校更合理。”海南中学
三亚学校老师高海慧介绍，机构把不
浪费分数看得很重，这点与考生、家长
不谋而合，但是真正到了大学才发现，
学得投入、生活畅快更重要。

“志愿填报工作具备一定的专业
性，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比如高校
分层、开设的专业、专业的内涵和毕
业出路等。”针对社会上的志愿填报
机构，高海慧分析，有的机构掌握了
志愿填报的相关知识，可以为考生提
供帮助，但更多的机构对志愿填报一
知半解，如果由他们来指导，效果并
不见得比自己直接填报好。

对大多数考生和家长来说，选择
热门专业往往是不二之选。某平台
高考志愿填报报告显示，人工智能、
大数据技术、机械工程、电气工程、临
床医学成为今年的热门专业。这些
专业之所以“热”，是因为属于需求增
长型专业，在就业率等方面拥有较高
的满意度，每年培养出大量相关领域
的高等人才。此外，像电子商务、金
融、市场营销等专业，多年保持热度，

皆因就业前景乐观，将来工作环境
好，薪酬待遇高。

学生及家长向往热门专业，无可
厚非。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完全被

“热专业”迷了眼，不考虑自己的兴趣
和能力，即便报考成功，也很可能事
倍功半，甚至半途而废。大学里，因
无法与所选专业“相处融洽”而跳转
专业、中途退学的，不在少数。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副校长廖民
生建议，考生报考时将最喜欢的学校
填在第一志愿。平行志愿的投档和
录取原则是“志愿并列、位次优先、遵
循志愿、一轮投档”，考生所填报的平
行志愿中有多所院校都可以投，那么
档案只能投到这些院校中排在最前
面的那一所。

同时，要尽量填满所有院校和专
业志愿。一般来说，同一个录取批次
当中考生可填写多个院校志愿，院校
最多可填六个专业。尽量将所有院
校和专业志愿填满，否则，很有可能
因为少填报一所院校及专业志愿，就
失去了一次投档机会。

选学校还是选专业

高考志愿填报别被“热门”迷了眼

右图：在培训班上，授课老师向学员传授技艺。
黄珍 摄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公
共场所禁止吸烟，你们不知道
吗？”近日，在三亚吉阳区商品街
社区一家名为“小蚂蚁”的网吧，
执法人员在检查时发生该网吧
室内有几名男子在吸烟，便当场
制止并现场教育。

与此同时，对于该网吧未履
行监督职责，出现网吧内有人吸
烟的不文明行为，执法人员按照
《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当
场开具处罚决定书，对该网吧作
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连日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等部门执法人员对三亚医院、
商场、餐馆、银行、网吧等公共
场所开展例行禁烟执法巡查。

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还对
个别场所禁烟标志数量少或悬
挂位置不明显，个别餐饮店地
面有烟头，禁烟措施落实不到
位等问题进行批评教育和督促
整改。

对于发现有人在网吧吸烟的
行为，执法人员当即制止并现场
教育。执法人员还责令涉事网
吧负责人安排控烟监督员对吸
烟者进行劝阻，维护好网吧的无
烟环境。

“做好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监
管工作，是提升城市公共卫生的
需要，也是提升城市文明形象的
需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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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多部门开展“创文”联合整治

一家网吧未履行禁烟承诺被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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