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鼓励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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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是今天与会的海口市政协委员
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据该市人力资源开
发局局长蔡向红介绍" 今年海口将采取

!

大措施力促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其中包括
对自主创业的毕业生实行免收相关的行政
事业性收费等!

具体为" 凡是办理人事代理服务的高
校毕业生" 首次申办个体工商户执照从事
经营活动"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

年内
免交登记类# 管理类和证照类的各项行政
事业性收费!

其他七项措施包括$ 要求各级政府积
极引导国有企事业单位" 主要面向高校毕
业生补充新增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事业单位新增人员要优先考虑从毕业生中

公开招聘! 政府组织的各类重点建设工程
和项目所需的人员" 要优先从高校毕业生
中录用!

对响应政府号召主动到基层参加支
教#支农#支医#扶贫等工作的高校毕业生"

在招录公务员#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时"

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考虑!

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实习基地! 人事
劳动保障部门经过考察确定企事业单位为
高校毕业生就业实习基地" 实习生的生活
补助由政府财政部门和用人单位各负担一
部分! 实习期满后被实习单位正式录用的
毕业生"实习期可作为连续工龄计算!

各级人才劳动力市场将定期举办高校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供需见面会" 提供免费
的职业咨询#职业介绍等服务!每年举办一

次大中专毕业生招聘周活动!

市属事业单位编外聘用的高校毕业
生"可凭派遣证#聘用合同等资料到市人才
劳动力交流服务中心按人事代理程序办理
人事代理!

就业管理部门将对%零就业&家庭未就
业的高校毕业生进行逐户逐人登记" 实施
重点帮助!

对到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人事档案管理#享受社
会保险#评选先进等方面将一视同仁!劳动监
察部门将加大监督检查"保证在非公有制单
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各项待遇的落实!

在这次市政协会中" 鉴于当前大学生
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一些政协委员也就上
述鼓励高校毕业生创业的问题提出了许多

建议!市政协委员曹烨科建议"由政府有关
部门出面牵头" 成立市大学生就业指导办
公室"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学习外地经验"

建立大学生自我创业基金会" 帮助大学生
自我创业!市政协委员冯德生认为"大学毕
业生自主创业最缺的是启动资本! 政府应
降低注册门槛" 以有利于激发他们的创业
激情"增加新的就业机会!

市政协委员廖晖说" 支持和鼓励高校
毕业生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思路是对的"

但当前省内各大银行金融机构对大学毕业
生自主创业开办的金融产品还不多" 而且
贷款往往需要一到两个公务员作担保"使
得很多大学毕业生很难拿到自主创业的起
手资金! 建议我省相关部门在这方面为我
省大学毕业生开辟一个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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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吴园英"海口市政协委员李安平今
天向海口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提交的一
份提案中提出" 海口市咪表收费变更太频
繁"这种变换与轮回是一种%公共权力寻
租&现象"道路属于公众"应该还路于民"况
且目前管理不好"不如取消收费!

李安平在提案中提出 " 关于泊车收
费方式的变更 " 很多海口市民的反映都
是太变幻无常了! 咪表收费系统建成并
投入使用后" 并未对城市管理产生积极
影响! 停车收费方式几经变换折腾司机
不说"从社会功能上看"也起不到半点的
管理作用 " 司机停车咪表收费人员也不
在现场"事实上司机停车也不用他们管"

车丢了也不管赔" 划出几道线就一劳永
逸的坐地收钱了!

李安平认为"%收费乱#管理乱#停车
难 " 海口泊车管理简直就是一笔糊涂

账! &他认为"不应放在如何经营#如何收
费上"应该着眼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

从根本上解决海口城市道路交通存在的
问题和漏洞"才是真正的%顺应民意&!因
此他认为目前应该缓行或取消 %咪表收
费&"还路于民!

对于李安平的这一提议" 记者今天下
午在解放西路征求了众多市民的意见! 刚
将车子停好的袁先生认为"这几年"海口的
咪表收费确实让人摸不着北" 几经变换与
改动"刚一适应感应式刷卡收费"又变换成
了手机收费! 而在更换手机手费之前"没
有给市民一点通知以及征求市民对感应式
刷卡的意见" 买一张卡没有用完就又变换
了方式"%这种变换反映了海口城市管理的
不成熟! &袁先生认为!

市民普遍认为" 道路停车位属于公共
资源"政府如果要对这样的公用资源实行
运营"就必须征求市民的意见"并建立起一

套完整的机制"提高经营的准入门槛"运用
先进的管理技术及经验" 还要有一定的监
督机制" 确实保证资源运营的收入能够用
于城市的再建设!

海口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道路
占道停车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海口城
区的停车难问题"而对于这种占道车位进
行收费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做法"目前虽然
管理上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但是不能
简单地认为"做不好就不收费了"这对公
共资源更是一种浪费"也不便于城市交通
的管理!

他表示"在管理模式和收费方式上 "

今后将使用更加方便群众的收费方式 "

并将加强监管" 这些目前正在酝酿及准
备中" 前段时间已经对取消手机收费方
式召开的前期的听证会 " 将按程序一步
步地推进" 将于今年重新使用感应式咪
表收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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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海南省人才交流市场举行的第四届周末人

才劳动力交流招聘会现场!一位大龄失业人员拿着一打证件!

带着丈夫和孩子一起来找工作"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关注海口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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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生符宣凯"今天"海口市政协委员任岳
平向大会提交提案"建议有关部门在红绿
灯路口处设置遮阳棚! 他说"随着海口市
城市建设的发展"道路越宽"红绿灯越多"

行人等候红灯的机率和时间相应增多! 炎
炎烈日下等候绿灯"行人违章闯红灯的机
率增大!

据有关部门对骑车人和行人遵守红绿
灯指挥情况的调研"在日晒雨淋的情况下"

等候在红灯路口时人们的忍耐是有一定限
度的"多数人超过一分钟就开始烦躁"个别
人甚至违章闯红灯!海口夏季时间长"气候
炎热"下雨多!但多数扩建和新建道路旁缺
少树荫" 碰到日晒雨淋的日子在路口等红
灯"行人多少会有些烦躁情绪!

提案建议设置遮阳棚可选择龙昆南#

滨海大道等部分交通繁忙# 行人较多的红
绿灯路口先行试点"设置几座遮阳棚"取得
实效后再给予推广! 资金问题可采取商业
化市场运作"谁出资谁受益谁维护"可在遮
阳棚上刊登商业广告或公益广告!

今天下午烈日炎炎"记者来到龙昆南路
省皮肤病医院#龙昆南菜市场等路口"这些
路口都无遮荫处! 下午

#

时
$%

分"在省皮肤
病医院门前"机动车道的红灯刚闪"斑马线
的绿灯尚未亮起"等候过马路的行人便一齐
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 一个小伙子抱怨说$

%顶着这么大的太阳等过马路真是受罪! &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 绝大多数
受访者均认为设置遮阳棚的提议好" 希望
能够尽快落实! 但也有市民认为没有必要
设置遮阳棚!市民李先生说$%没有必要建"

毕竟等红绿灯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

海口市行政执法局局长邢建良认为"

考虑到海南炎热的天气"在部分红绿灯路
口处设置小型的遮阳棚也未尝不可!但同
时必须注意到以下几点$一是人行道与交
通道要衔接好" 不要影响正常的交通'二
是遮阳棚不能影响城市景观'三是目前城
市建设提倡敞开式#无障碍"不能影响残
疾人的通行!

他 山 之 石

早在
!""#

年#宁波市就已在非机动车

道安装了遮阳棚$ 架子用不锈钢材制作#

高
!

米多#宽度与机动车道宽度相同#棚顶

用优质布料制作$遮阳棚红白相间的立柱#

到了晚上还会反光# 也避免了夜间行人撞

到立柱上$

嘉兴市的遮阳棚# 其成本由广告商负

责$ 棚内的铁龙骨贴上反光膜# 避免夜间

行人撞上$

三亚海润珠宝有限公司是我省民营高

新技术企业# 旗下拥有三亚海润珍珠科技

工业园有限公司% 海南海润珍珠科学馆有

限公司%海南海润珍珠科技有限公司%三亚

海宝白碟贝南洋珍珠养殖公司等成员企

业$ 经过十二年发展#已经从珍珠产品品牌

销售企业发展为集珍珠养殖%研发%珍珠饰

品设计% 加工及珍珠生物制品开发的大型

综合性企业集团# 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中国珠宝首饰业驰名品牌等荣誉#

目前正积极转变企业经营机制# 构筑完整

产业链#为实现公司&做百年企业 %做中国

珍珠行业领先者%做世界珠宝名牌'的三大

愿景#现诚邀有志之士加盟#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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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五年以上工作经
验" 三年以上任职经验" 有成熟的人脉资
源"有较强的沟通和市场营销能力"有珠宝
行业任职经验的女性优先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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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五年以上珠宝零
售行业从业经验" 三年以上珠宝商场经理
任职经历"有较强店面经营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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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要求 #女性"年龄 !" 到 !$ 岁之间 "身
高 %#$ 厘米以上 "大专以上学历 "文秘专

业'熟练掌握 &''()* 办公软件'工作积极主
动 "有较强人际交往及写作能力 "有团队
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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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管理专
业"有五年以上人力资源管理经验"三年以
上人力资源部门经理任职经历" 熟悉法律
和海南当地法规" 能独立开展人力资源管
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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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要求# 两年以上珠宝行业或酒店销售
及管理经验"有一定的客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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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 "物流专业毕业 "

从事物流管理工作五年以上" 熟悉分销配
送系统流程及控制" 有珠宝行业任职经验
者优先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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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掌握网页制作的
相关软件"能够独立构建网上营销平台"拓
展网络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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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珠宝鉴定或相关
专业毕业"五年以上珠宝质检管理工作"三
年以上同等岗位任职经验" 熟悉 +,-."""

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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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要求#女性"身体健康"大专以上学历"

中文或文秘专业'能熟练掌握 &''()* 办公软
件'工作积极主动"善于与人沟通 "有团队
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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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要求#女性"声音甜美"思维敏捷"语言
表达能力强"有相关电话销售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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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要求#具备保险及直销行业从业经验"

有一定客户关系及销售渠道者优先!

符合以上条件并有意加盟者 # 请于

!"". 年 / 月 % 日前请将个人简历% 身份证

复印件%学历证书%职称证明复印件 %及近

期一寸免冠照片用邮寄或 *01(2 至我公司

邮箱#合则约见$ 本公司对所有应聘人员相

关资料均予以保密#恕不退还$

联系地址# 海南省三亚市凤凰路荔枝
沟科技工业园区海润路 "" 号

联 系 人#翁先生
联系电话#$(%()((**+*((

传 真#$(%()((**+(""

,-./0#12324562.307#!*89:-

;2<=/>2?''@@@81232462.3089:-

三亚海润珠宝有限公司
二
!!

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BCDEF

!"#$%&'( !""# )*+,-./01

23456

请携带本人最高学历毕业证书和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一式二份)"到报名点报名! 详情见网址$

333451(6789:4)&0

"招生简章备索!

23786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招生处(海口市龙华二横路
%$

号)!

239:6

即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双休日照常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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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 #汉语言文学 #行政管理 #法学 #会计学#工商管理#旅游#物业管理#

建筑施工与管理 #计算机信息管理 #汽车 (维 修方向 )

在学习期间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学分"成
绩合格者"颁发教育部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的
毕业证书!

本科$符合条件者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证书!

琼海
#!<%.#%/

' 屯昌
#=</%./=

' 昌江
!##$$!==

' 三亚
<<!<%.;<

' 五指山
<##!/=!"

' 儋州
!/<#"##%

'

洋浦
%/"<#"//.%#

' 金海浆
!<<!<%$#

' 金红叶
!<<!<#!/

' 文昌
#/!..<!!

' 东方
%/"<#"!=!/.

'

临高
%/.=#=$.$//

' 澄迈
%/".<..=!;.

' 万宁
%/<=#$!#/%/

' 陵水
%/<=#$!#/%/

'

定安
%/<=##;.#"/

' 乐东
%/."=#!#!"=

' 白沙
%///=$%%!/#

' 机电学校
#$."/""/

金融学#汉语言文学#会计学#行政管理 #土木工程 #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

工商管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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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届海口%两会&上"海口市政协委员罗
家善提出*关于恢复历史民俗文化活动%府
城元宵换香&的建议+"希望以原来%换香&

的方式延续海口优秀的民俗传统!

往昔$换香%回忆

罗家善说" 当前全国各地都在弘扬中
华历史文化"挖掘#提升民俗文化! 作为全
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海口" 也应该恢复海口
原有的" 各种不同年龄的群众自发参与的
民俗文化活动%府城元宵节换香&!

据介绍"%府城元宵换香&是府城过去延
续多年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 %换香&蕴含着
当地老百姓互换香火"换吉纳祥"发财发丁
的寓意! 过去的元宵"罗家善就从海口市区
赶到府城镇来换香"%那天晚上四处都是拿
香换香的人"到处都洋溢着烛香的味道! &

罗家善建议"应该恢复传统%府城元宵换
香&活动"让元宵烛香飘香"让男女老少人人
参与! 活动应参照全国其他地方的民俗传统
活动经验"由政府主导有关部门"开展对民俗
文化%府城元宵换香&活动进行挖掘整理#调
查研究"提升%换香&活动品味"打造历史品
牌!另外"现有的府城元宵换花活动可在万绿
园或其它地方开展"换香换花两不误!

$换香%今成$换花%

在府城居住了近
&%

年的林女士告诉

记者"%随着参加人数越来越多" 元宵节晚
上的府城"大街小巷香火连绵"天空中到处
弥漫着烟熏火燎的气味! 接踵摩肩的人们
持香行走"街上的人们有时被烟熏得流泪"

有时衣服还会被别人的香烫到! &

四处的烟火缭绕"让当时的活动主办
方也提着一颗心放不下"唯恐哪里出现火
灾!

'(!"

年底"当时的琼山县政府对如何改
变换香习俗进行专题研究! 会上"有人认为
应取消"有人认为要控制数量"也有人提出
用其他方式代替!当时塑料花做为装饰品正
流行"大家最后一致赞同用花来代替香!

)(!&

年" 府城数百年历史的民间换香
习俗改为换花" 换花逐渐成为府城人元宵
闹春的主要活动!

针对罗家善的提议" 海口市文体局局
长林刚表示" 传统节庆的保存具有多种方
式! 传统节庆活动的内容也可以融入现代
的丰富元素"让传统民俗更具有生命力! 出
于火灾隐患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府城%换
香&改为%换花&活动! 虽然形式变化"但同
样不变的是人们对未来的期许" 对传统文
化的记忆和怀念!

为$换花节%寻良方

一转眼"府城%换花节&已经走过了
#*

年! 许多市民对记者表示"由于缺乏特色"

活动形式单一 "%府城换花节渐近黄昏 &#

%换花节变成抢花节&#%市民年年轧马路没

有新意&!

南海网阳光岛社区曾发表了网友的帖
子*府城换花节终将无%花&可换+"对府城
%换花节&的现状表示遗憾"对其前景表示
担忧! 网友们表示" 换花节是很诗意的节
日"也是海口很有魅力的传统! 政府及社会
大众"应该好好为这个节日把把脉"寻找一
个良方让传统发扬光大!

针对网民和市民的评价 " 海口市琼
山区文体局局长周启轩认为 "

#*

年来 "琼
山地方政府也在推陈出新 " 不断丰富每
年换花节的内容 " 专门组织机关干部维
护换花秩序! 例如"专门为换花节编出了
换花舞 "写出了 *换花歌 +"组织了琼剧表
演等丰富多彩的节目 " 举办花王比赛 "

%花为媒#情相牵&活动等等! 今年"%换花
节 &组委会举办 %换花节 &金点子征集活
动 "希望以此丰富活动内容 "提升品牌影
响力!

接受采访时"一些海口市民表示"元宵
%换香&在府城拥有悠久历史"但是现在很
多人都已经不甚了解! 建议主办方可以在
%换花节&的系列活动中"安排一次旧民俗
重现的表演" 让人们了解过去的府城居民
如何欢度元宵!

海口市有关人士表示" 为了吸引本地
市民和外地游客的参与" 府城换花节应该
对府城和元宵节日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挖
掘"作为海南独有的知名品牌来打造"不应
局限在举办简单的晚会演出# 男女即兴换
花这样的活动形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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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持国际驾照能够畅游国际旅游岛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杨春虹"

%我非常期待着能够到海南自驾, &尽管从
未到过海南岛"但香港文汇报副社长韩力仍
然掩饰不住对海南岛的向往! 其实"由于香
港地少人多" 不少拥有好车的车主都抱怨$

在香港难以享受驾驶的乐趣!

尽管香港自驾市场潜力巨大 "自己又
钟情于在海南的自驾之旅"但作为香港大
众旅行社总经理"许书汉向客人推荐的自
驾目的地仍以日本等市场为主! %客人如
果到日本自驾"一下飞机就可以驾驶自驾
车公司送到机场的车辆"而且随时随地都
可以还车 ! &许书汉说 "香港客人或是驻
港外国人仅需要持国际驾照"就可以享受
当地的自驾之旅! 但如果到海南"则需要
等待申请!

据了解"香港同胞包括在港外国人持有
的国际驾照"由于我国尚未加入*联合国道

路交通公约+"而香港地区在
)((+

年以前已
加入该公约"在香港回归之后"我国政府已
声明*联合国道路交通公约+仍适用于香港
特别行政区! 用%国际驾照&

!

%香港驾照&"

可以畅行*联合国道路交通公约+缔约国(地
区)!所以"目前香港的自驾客主要选择到日
本#泰国等缔约国!

香港业界希望在正在推进的国际旅游
岛建设中"能够获得中央政府在这方面的特
别支持"可以让香港同胞在海南岛持%国际
驾照

,

香港驾照&"就能享受自驾乐趣!

%旅行商面临的困扰"就是我们要解决
的问题! &省旅游局负责人表示"将会针对
香港旅行商提出的这一问题" 联合相关部
门进行有针对性地研究" 并在我省推进国
际旅游岛建设中给予较好解决" 以推动我
省自驾游产品能够在境外市场获得更大关
注和发展!

大项目大开发促就业

KLMNOPQRST !"""U

本报文城
!

月
!"

日电 !记者吴棉 特

约记者许环峰" 航天项目即将动工"%两桥
一路&工程也将启动"而开春时投资

)%

亿
元的

(

大项目开工建设" 文昌市在大批项
目的拉动下呈现出一片火热的开发热潮!

文昌市通过大项目的带动作用" 今年新增
就业岗位

(%%%

多个!

今天"记者在航天项目搬迁安置区工地
看到"现场建设热火朝天"移民的公寓楼已经
封顶"学校教学楼已经开始建设!据有关部门
负责人介绍"由于项目的带动"目前已经创造
了

"%%

多个就业岗位! 如果航天核心区项目
开工上马后"将给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今年
#

月
))

日" 文昌
#%%(

年首批重
大项目开工典礼在这里举行"港口改造#廉
租房建设# 文城旧城改造等

(

大项目同时
开工! 首批开工的

(

大项目包括
&

个基础
设施项目#

&

个房地产项目和
)

个廉租房项
目"具体是清澜新港码头改扩建工程#廉租

房建设工程# 城市路桥工程# 农村饮水工
程#农村道路工程#中南森海湾四期工程#

同创碧海城北苑工程# 盛世天成聚鑫源小
区工程# 文城雅苑小区建设工程" 总投资
)%-(

亿元! 这些项目是该市促增长#保民生
的重要举措"实现整体性开发的良好开局"

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

文昌市就业局负责人介绍" 这些新开
工的项目新增了

(...

个岗位"强有力地拉
动了该市就业工作!

正在兴起的第三产业也带来了新岗
位! 文昌凤凰城大酒店#海之缘旅行社有限
公司# 中国平安海南分公司文昌销售服务
部已经在该市的招聘会上招到不少人才!

水产品生产企业出口势头强劲" 也带来了
更多的就业岗位" 阿何食品工业园有限公
司# 海南加华海产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等岗
位虚位以待! 阿何公司在该市就业局的介
绍下"到定安县招来了

*.

多名工人!

V W

多举措减轻企业负担保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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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袁锋 通讯员甘毅)

#..(

年
海口市力争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

万
人"职业技能培训

*...

人"转移农村富余劳
动力就业

!...

人! 这是记者从
#

月
#.

日召
开的海口市人事劳动保障工作会议获悉的!

据了解" 今年海口市将贯彻落实省里
将出台的失业保险基金有关调剂办法"在
保证失业保险发放并留有余地的前提下"

安排资金用于促进和稳定就业! 按照省有
关政策规定"做好阶段性降低失业#工伤#

生育等社会保险费率和缓缴社会保险费的
政策"帮助企业%过冬&! 对在

#..(

年度内"

采取在岗培训#轮班工作#协商薪酬等办法

稳定职工队伍" 保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困
难企业" 可使用失业保险基金支付社会保
险补贴和岗位补贴"以减轻企业负担"维持
就业局势的稳定!

今年" 海口市要开发公益性岗位
$..

个" 各区也要相应开发公益性岗位解决零
就业家庭# 失地农民家庭的就业困难群体
的就业问题! 海口市还将实施特别培训计
划"完成职业技能培训

*...

人!

今年海口市还将试行*海口市被征地
农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 确保全市

&

万
多名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得到较
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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