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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阶段性实施高校毕业生
扩岗补助政策

1、文件依据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

部门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就业保民生工作

的通知》（琼人发[2022]59 号）

2、补贴对象：
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

合同并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

3、补贴标准：
给与每人 1000 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

扩岗补助

（注：与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不重

复享受。）

4、政策执行截至日期：
2022年 12月31日

十、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

1、文件依据
《海南省创业担保贷款管理办法（试

行）》(琼人社规〔2020〕5 号)
2、个人创业贷款
（1）重点就业群体：
★高校及中职院校毕业生（含大学生

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返乡创业农民工
★农村自主创业农民
★复员转业退役军人
★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
★刑满释放人员
★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
★网络商户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按照我省《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

划（2018-2025 年）》相关资格条件引进的

人才同等享受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按照《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制定

财政措施实施细则责任分工方案的通知》

(琼财建〔2022〕11 号)相关规定，海南自贸

港高层次人才同等享受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

（2）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住房贷

款、购车贷款、5 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

（含信用卡消费）以外，申请人提交创业担

保贷款申请时，本人及其配偶应没有其他

贷款。

（3）有具体经营项目。
★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30万元。
★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贷款累计次数不得超过3次。
★贷款利息及贴息：个人承担利息为

LPR-150BP以下部分，剩余部分由财政予

以贴息。

3、小微企业创业贷款
（1）小微企业认定标准按照《统计上

大中小微企业划分办法（2017）》（国统字
〔2017〕213 号）执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www.gsxt.gov.cn

中“小微企业名录”核查)。

（2）从贷款申请时间起算，往前两年

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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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超过 100 人的企业达到 5%）。
（3）与新招用员工签订 1 年以上劳动

合同。

（4）单位信用记录良好，无拖欠职工
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严重违法违规信
用记录。

★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
★贷款累计次数不得超过3次。
★贷款利息及贴息：个人承担利息为

LPR-150BP以下部分，剩余部分由财政予

以贴息。

4、申请流程
经办银行受理申请，对申请表和提交

材料进行初审，对借款人征信信息、创业

项目经营情况，偿债能力等进行调查。

审核合格人社部门或创贷中心等机构

对借款人和反担保材料进行审核，核准调

查结果并出具担保函。经办银行放款。

审核不合格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
并说明原因，一次性告知需补充完善的手
续和资料。

三亚市人力资源开发局
2022年7月26日

海南就业创业政策大礼包
接上期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7 月 24 日，
记者从海南省中招办获悉，2022 年海
南省中招提前批、第一批A段的录取工
作已经结束，考生可登录海南省初中学
业水平考试管理系统（https://zz.hnks.
gov.cn/zk/）或通过海易办 APP 查询录
取结果。目前未被录取的在库考生可
于 7 月 25 日至 26 日 16 时对本人原来
填报的第一批志愿进行修改，参加第一
批B段（含自主招生、指标到校计划）的
录取。

据介绍，在库考生可以凭本人的准
考证号、密码登录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管理系统修改本人第一批次志愿
信息。第一批 B 段录取时以修改后的
志愿为准。未修改志愿的考生，原来所
报志愿继续有效。如考生忘记密码，可

联系毕业学校管理员或当地市县中招
办重置。

省中招办提醒，省教育厅直属中
学、有关高校附属中学B段计划面向全
省招生，不再分配到市县。海南省国兴
中学 B 段的招生计划不再划分民族生
和汉族生比例。

根据省中招办公布的第一批 B 段
录取学校及计划数，海南中学（府城校
区）有45个 B段招生计划，海南省国兴
中学有 20 个 B 段招生计划，海南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有 40 个 B 段招生计划。
其他第一批B段录取学校及计划数，以
及 2022年省属高中指标到校生分配表
和目前尚未被录取的 650 分以上考生
情况分布表可登录省考试局官方网站
查看。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7 月 24 日，
记者从三亚市教育局获悉，近期该局接
到部分家长反映，虽然已在办理居住
证，但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按时在海易
办APP上传居住证。该局经研究决定，

原定于7月30日截止补充材料时间，现
调整为8月4日。公安部门已为申办居
住证的学生家长开放绿色通道，各位家
长可尽快到公安部门办理三亚市居住
证。

三亚中小学学位申请
补充材料时间延长至8月4日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7 月 23 日，
海南省中招办公布 2022年海南省普通
高中学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其中，
在三亚市、五指山市、东方市、昌江黎族
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
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等 9个少
数民族聚居市县初中学校毕业的考生

为 375分；在其他地区初中学校毕业的
考生为425分。

省中招办提醒，各普通高中学校录
取考生时须严格执行以上最低控制分
数线（特长生除外）限制。省中招办将
通过技术手段限制低于最低控制分数
线的考生在中招管理系统上进行录取，
违规入读的不予办理学籍。

海南中招普通高中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
三亚等9个少数民族聚居市县考生为375分

第一批A段未被录取的海南中考生
可修改志愿

时间：7月25日至26日16时

35年前，17岁的他发现有人溺
水后，当即与父辈一起跳入河中救
人；35年中，他只要发现宁远河中有
人溺水，总是第一时间跳入河中救
人；35年里，他先后跳入河中救人
11次……

这位救人的英雄名叫郑辉浩，
是三亚崖州区临高村村民，曾担任
该村治保主任、调解员。郑辉浩因
见义勇为，先后获得“最美三亚人”

“海南省见义勇为模范”等荣誉称号。

被救的人认他做大哥

今年 55 岁的郑辉浩身高 1米
68，看起来比较黑壮；尽管岁月在

他的脸上刻出一道道“痕迹”，但他
纯真的笑容里透露出内心的友
善。“1995 年 7 月的一天，台风过
后宁远河水暴涨。我当时正在槟
榔园里干农活，突然听见远处的
河堤上有人喊救命，于是我便丢
下锄头就往河边跑去。”郑辉浩对
记者说起了当年救人的经过，当他
跑到河边后发现有人落水，二话不
说便跳进了湍急的河水，以最快的
速度向落水者游去，并一把抓住已
失去知觉的落水男子。当时的水
流很急，落水男子个子比他还大，
因此他在营救时非常费力。情急
之下，他紧紧抓住落水者，借助水
流的力量，拼命往下游岸边游去，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成功救起该男

子。“这名落水者名叫苏学忠，当年
23岁，是河对面水南村村民……”
郑辉浩说，苏学忠事后登门拜访了
他，并认他做大哥。从此，两人认
起了亲戚，逢年过节都有来往。

“不让悲剧再发生”

2012 年 7 月 14 日，村民周丽
华在河边摸螺时，由于不慎掉入河
中。在附近干农活的郑辉浩，听到

“有人落水了”的呼救声后，立刻丢
下手里的农活，骑上摩托车往河堤
方向奔去。当他赶到河堤边时，周
丽华已支撑不住沉入了水中。见
状，郑辉浩一头扎进水中，沉入水

底搜救。很快，他在水中发现了昏
迷不醒的周丽华，立即使出浑身力
气，把她托出水面。此时刚好有渔
船经过，把他们拉上了船，最终得
救。事后，1983 年出生的周丽华
也认他当大哥，两家经常来往。

为什么要下河去救人？“1971
年的某一天，我 11 岁的哥哥被河
水冲走淹死了，从那以后，我就发
誓学会游泳救人……”郑辉浩说，
他之所以救人，是不想让这悲剧
再发生在他人身上。

郑辉浩的英雄事迹赢得了乡
里邻居的交口称赞，面对称赞，为
人低调的他只是淡淡说了一句：

“救人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超全 记
者 黄世烽）“请在附近海域的游
客尽快回到岸边”“请勿在未配备
专业救生员的海边私自进行水上
活动”“请勿参加非法经营的水上
项目……”近日，在三亚鸿洲国际
游艇会码头至小东海一带海面上
和附近海岸，三亚执法队员不停
地向游泳者“喊话”。随着暑假来
临，涉海（水）安全问题进入高发
期，为做好三亚涉海（水）项目的
安全保障管理工作，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和财产安全，近期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涉
海（水）安全执法整治活动。

近日，由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牵头，与吉阳区政府和三亚海
事、海岸警察、辖区派出所及珊瑚
礁保护管理等有关部门，针对近
期小东海附近海域存在的“海上
摩托艇”“海上浆板”及潜水等海
上非法经营行为及游客私自从事
的水上危险项目，分别从海上和
陆地开展联合整治。

此次联合整治活动共出动执
法队员 160 余人。记者在现场看
到，执法活动采取了陆海并进的
方式推进。在海上，执法人员从
三亚鸿洲游艇码头出发至小东海
附近海域，由 3 艘执法船协同配
合。通过喇叭广播、口头呼喊、靠
近声明等方式，对正在进行“海上
浆板”及潜水等活动的游客进行
疏散、驱离，确保每一位游客都安
全抵达岸边，不在海上逗留。在
陆地，执法人员从鹿回头村沿海

岸一线至小东海、大东海等地，对
非法集中点和无备案许可进入珊
瑚礁保护区的人员进行劝导，对
多个涉及非法组织人员下海的场
所采取了集中取缔措施。

“小东海附近这一片海域水流
湍急、有待开发，尚未健全海上应
急救援措施，未配备合格救生员，
一旦游客私自下水从事水上项
目，极易造成溺水事故发生。”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一名带队负责人
表示。

三亚多部门联合开展涉海（水）安全执法整治活动

“陆海并进”执法保安全

海南见义勇为模范郑辉浩：

35年来11次跳入河中救人
本报记者 吴英印

本报讯（记者 黄珍）7月24日，
由市妇联、吉阳区妇联、区教育局、
市公安局吉阳分局等联合主办的

“少年儿童心向党 用心用情伴成
长”暑期防溺水宣传活动走进六道
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一群可爱的

孩子“变身”宣讲员，用健身操、快
板等方式，讲诉暑期防溺水意义。

吉阳区妇联成立了防溺水小
小宣传员黄鹂口才宣传队、佳艺
舞蹈宣传队、小禾快板宣传队、浪
花健身宣传队等学生宣传队。舞

台上，各宣传队的孩子们“各显神
通”，出演了防溺水内容的朗诵、
舞蹈、歌曲、健身操等节目，还编
演了防溺水主题快板，这些内容
不仅告诫学生私自下水的危害，
还普及了溺水后的自救、互救方

式，孩子们在愉快的表演中将防
溺水知识烂熟于心。

当天，孩子和家长还一起手绘
了防溺水主题的 10 米长卷彩画，
参与了防溺水游园活动和防溺水
安全教育知识宣讲。

吉阳区暑期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进社区

孩子“变身”防溺水宣传员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通讯员 王小
艳）7 月 25 日上午，三亚南岛学校首期
暑期托管班开班，为高峰片区 67 个家
庭带来实惠。对于山区群众而言，不仅
减轻看管孩子负担，还提升了他们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前几天我还羡慕人家市区的家长
能送孩子上暑托班，没想到这么快咱们
南岛学校也开班了，幸福来得太突然
啦！”南岛居居民符幸幸带 7 岁的大儿
子朱靖洋到暑期托管班报到时高兴地
说，他平时在家务农，还要照顾 1 岁的
儿子，忙起来根本无暇看管大的。符幸
幸的爱人每天早上 7点多就出门上班，
到晚上才能回家，夫妻担心大儿子暑期
到处跑着玩不安全。现在，把孩子放在
学校就放心多了。一旁的抱前村村民
阿欢说，“高峰片区离市区比较远，又在
山里，如果每天都跑市区接送，还不如
让孩子在家待着呢！这次能把托管班
开在本地学校，我们省了不少心。而且
还免费，非常感谢政府这么关心孩子的
教育成长，还为我们家长考虑这么周
全，希望这样的服务以后能够继续开展
下去。”

据了解，本期暑托班采取全天托管
方式，开设三个兴趣小学托管班，1 班

为绿橙班，适合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参
加；2班为芒果班，适合小学三、四年级
学生参加；3班为椰子班，适合小学五、
六年级学生参加。托管时间为 7 月 25
日至 8月 19日（不含周六、周日），每天
8时至 17 时，并提供免费的早、午餐及
午休服务。同时，在为学生开展作业辅
导、阅读指导、影视欣赏、开放图书馆、
阅览室、运动场馆等基本服务的基础
上，暑托班还开设了游泳、美术、绘画、
书法、音乐、手工、棋类等拓展课程，全
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发展。

南岛学校教务处主任陈伟璇表示，
本次暑期托管服务工作得到了天涯区
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还有爱心企业每
天会按时将孩子们的早、午餐免费从三
亚送到学校，家长们也很配合，学校方
面前期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相信一
定会不负众望，能够陪伴孩子们共同度
过一个健康快乐的暑假。

此次托管服务由南岛学校根据天
涯区教育局相关工作通知要求组织开
展，并成立由校领导、教师及大学生志
愿者等 23 人组成的专项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健全工作管理机制，确保托管
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南岛学校首期暑托班开班

孩子暑假有课上 家长省了不少心

关注中招Sy

关注学生暑假生活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用脚步
丈量旅途，用音乐连接世界，这里是
三亚广播电视台三亚之声 FM103.8
Super Radio，潮流电台我独有！”据
悉，三亚传媒影视集团旗下“三亚之
声FM103.8”广播调频将于 8月 1日
全 新 起 航 ，本 地 收 音 机 调 频 为 ：
FM103.8，可通过《蜻蜓 FM》《喜马
拉雅》及《阿基米德》多种网络软件
在线收听。

据了解，Super Radio 整体节目
以精品旅游节目+大版块音乐节目
的形式呈现，24小时全天播出6档直
播节目+10小时音乐纯享，自办旅游
节目、景点推荐线性栏目加上多档精
品引进旅游类节目，凸显旅游定位，
让频道更能抓住热爱旅游、热爱生活
的人。频道为潮流音乐追随者提供
世界各大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最新动
感歌曲，也为执著于经典的爱乐者准
备了大量耳熟能详的名歌中文金曲，
是一旦锁定，流畅动听到难以换台的
频率。本次全新起航，从早高峰到晚

高峰，推出四档明星主持人节目。
“大家好，我是你的萝莉菲呀！

伴你早起快乐出门，精神一整天。”
这是去年 8 月 2 日在天涯之声开播
的三亚首档音乐跟唱脱口秀节目
《菲一般的秀》（每周一到周五 7 时
至 9 时），这档每天两小时的节目由
海南省禁毒形象大使、三亚消防宣
传大使、全国优秀娱乐 DJ、人气主
播萝莉菲打造，从每周一至周五，在
清晨用音乐唤醒城市“打工人”，陪
伴大家元气满满上班路。在开播一
周年之际，《菲一般的秀》升级改版
在三亚之声和天涯之声每周一至周
五 7时 30 分至 9时 30 分播出，并且
新设版块《老歌新唱》，加入 Super
Radio 主持超新星之一滔滔作为飞
行嘉宾，将为大家带来双倍热闹。

在每天 11时至 13时，推出旅游
节目《乐驾旅途》，由拥有十年旅游
节目主持经验的馒头带上 Super
Radio主持超新星之一大山，为听众
盘点三亚以及海南岛的景区景点、

线下活动、疫情动态等出行资讯。
其中节目设置了旅游访谈+云游版
块，增强了广播节目的可视化传播，
增添了网络收看的趣味性，并且有
效疏导解决旅游投诉类问题，日后
还会延伸更多线性版块，是一档既
有趣又有用的旅游精品节目。

本次引进原海南音乐广播著名
主持人 Tony 高永熙担任频道音乐
主编，在每周一到周五主持 17时至
19 时播出的晚高峰节目《下班福利
社》。保留其主持、音乐人、明星化
特色，打造一档集音乐主题、热门话
题、带听众“薅”福利为一体的晚高
峰音乐类娱乐互动节目，陪伴下班
路上的听众。

“ Super live ！好音乐，就要听
现场！我是主持人肖宇，等你现场
见！”每天 20 时至 22 时播出的晚高
峰节目《Super live》是原辽阳台著
名音乐节目主持人肖宇，对标《时光
音乐会》《声生不息》等音乐综艺为
听众精心打造的广播音乐现场秀节

目。所有的歌曲采用各歌手各时期
各类现场收录的版本，让音乐更具
现场感染力，让更多人可以通过节
目重返音乐节现场。

此外，频率推出音乐榜单类节
目——《城市至尊音乐榜》（每天 14
时至 16 时），由CityFM城市之音发
起，携手内地超百家优秀音乐电台
组成「城市至尊音乐榜大联盟」，共
同打造权威、具有公信力的华语流
行音乐排行榜。每周新歌首发，权
威揭榜，由Super Radio主持超新星
之一东尼，将最动听、最新潮的音乐
能量带给每一位听众。

Super Radio 将成为年轻化、类
型化、国际化的专业旅游音乐广播，
潮玩一体的文化基地。三亚传媒影
视集团将通过与落地海南的各大流
行、摇滚音乐节合作，打造“超级联
盟”“三亚国际艺术节”“音乐旅程”等
一系列 IP 活动，将 Super Radio 动
感、时尚与国际接轨的品牌形象打造
成为自贸港一张靓丽的声音名片。

8月1日，“三亚之声FM103.8”全新起航
全天播出6档直播节目+10小时音乐纯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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