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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洪宝
光 通讯员王新有）今天，省人力资源市
场发布了我省第三季度人力资源市场
供求分析报告。需求大于求职缺口的
前三位分别是保安、餐饮服务员和销
售员，需求小于求职缺口的前三位分
别是会计、文员和行政专员。其中，保
安的缺口最大，第三季度，保安需求人
数为5942人次、求职人数为661人次、
缺口达 5281人次，平均 1人可选 9个
保安岗位。

从求职来看，求职人数依旧主要集
中在专业技术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人
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与上季度相

比，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负责人需求比
重下降，分别下降了2.46和2.39个百分
点，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需求比重明显
上升，上升了4.56个百分点。与去年同
期相比，企业负责人需求比重明显上
升，上升了3.26个百分点，商业和服务
业人员需求比重明显下降，下降了4.06
个百分点。

报告分析，第三季度企业需求大
于求职缺口的前三个职业是保安、餐
饮服务员和销售员。保安需求人数
为 5942 人次、求职人数为 661 人次、
缺口达 5281 人次；餐饮服务员需求
人数 5196 人次、求职人数为 1169 人

次、缺口达 4027 人次；销售员需求人
数为 13773 人次、求职人数为 10531
人次、缺口达 3242 人次。其余五个
岗位分别为生产操作工、客房服务
员、销售和营销经理、前台专员和康
乐服务员。

省人力资源市场相关负责人表
示，因受就业观念、工作环境及社会地
位等因素的影响，一些空缺岗位如保
安、客房服务员等受冷遇，职位供过于
求现象较明显。个人求职愿望排名前
八的职位是销售员、文员、会计、行政
专员、人事专员、置业顾问、出纳、人事
部经理。

我省第三季度用工报告显示，保安岗位供求比例9:1

近万保安服务员岗位仍虚位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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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单憬
岗）昨天，海口市在秀英区东山镇启动
2014年“绿化宝岛”秋季群众性义务植树
活动。记者从该市绿委办获悉，从即日起
至11月底，将陆续组织约3000名市区机
关干部、在校师生、青年志愿者等加入到
植树队伍中来，为美丽椰城奉献力量。

上午9时许，东山镇东星村儒佐村
民小组植树现场一派繁忙，来自秀英区
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志愿者已经
早早地开始植树活动。

“我们今天给村民种的是火焰木，每
年的十二月这种树会开出红色的花，浓
艳如火。”海口市绿委办有关负责人说，
今年的秋季群众性义务植树活动覆盖了
城区、乡镇、农村以及海防林等，“农村的
绿量是足够的，村民希望能多种些有颜
色的品种，所以我们就带来了火焰木。”

此次活动将持续到11月底，除了种
植火焰木、小叶榄仁、盆架子等树种外，
还将种植无忧花、宫粉紫荆等新品种，这
两个品种都将种植在校园里。

海口启动“绿化宝岛”
秋季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营根10月23日电（记者林容宇）今天
上午，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与海南中部（琼
中）绿色产业园区共同达成了在园区设立实习基
地的意见，并举行了揭牌仪式。

海南中部（琼中）绿色产业园区管委会副
主任王刚表示，发展的根本问题是解决人才的
问题，琼中县委、县政府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
人才引进和人才的培养。与高校合作不仅能
为促进经济发展带来原动力，还能使双方的优
势和资源得到最佳互补、配置和共享。就业实
习基地的成立必将给园区的发展、琼中的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海南中部（琼中）绿色产业园区作为省重
点园区，规划面积 19.45 平方公里，包含生态
科技产业园、湾岭农副产品加工园、湾岭综合
物流园。

海大在琼中绿色产业
园区设立实习基地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罗霞
实习生吴小璠 通讯员黄向勇）2014年
中国国际创意设计海南推广周将于11
月3日在海口举行，届时来自英国、美国、
西班牙等国的世界设计大师们，将一对
一地为海南城市规划设计、风情小镇建
设、旅游景区打造等支招。这是记者今
天从该推广周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的。

2014年中国国际创意设计海南推广
周主题为：创意设计美丽海南，加快建设
国际旅游岛。活动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国
际创意设计论坛、中国国际创意设计展示
活动、对接洽谈活动等。其中中国国际创
意设计论坛包括一个主题论坛和三个平
行论坛，三个平行论坛分别为城乡规划设
计主题论坛、旅游景区创意设计主题论
坛、产品营销包装设计主题论坛。

来自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英国欧
洲设计协会、英国广告从业者协会、美国
IDBD公司、巴塞罗那城市发展研究院、
西班牙Zona设计师事务所、香港设计
师协会等的知名业内人士将纷纷参会。

据悉，经中国贸促会和海南省政府
批准同意，从今年起，海南每年将固定
举办“中国国际创意设计海南推广周”
活动。

中国国际创意设计海南
推广周下月初举行

世界设计大师要为
建设美丽海南支招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洪宝光 通讯
员刘小俊）今天，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
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
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下
称《意见》），对小微企业聘用应届毕业生可以获得
社保补贴和岗前培训补贴。补贴政策的出台，将
有利于小微企业吸纳应届毕业生就业。

截至去年10月，海南中小微型企业共约13.6万
家，其中微型企业约10.9万家涉及34个行业门类。
2012年海南省中小微型企业实现增加值1399.51亿
元，占同期全省GDP总量近五成，吸纳就业约138万
人，占全省企业就业总数逾九成。

应届毕业生刚走出校门，工作经验不足，导致许
多小微企业不愿意招用。为了促进普通高等学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意见》提出，经认定的小微企业当年
新招用具有本省户籍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不含
劳务派遣机构派至用工单位的毕业生），签订一年
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按实际招用人数，对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全
额补贴（自劳动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但不包括个
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享受待遇期限执行至2015
年12月底。

此外，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按
季申报”的办法。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在每
季度终了的前10个工作日内向同级就业经办
机构申请上季度的社会保险补贴。经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财政部门审批后，财
政部门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拨入企业在银行开
立的基本账户。

《意见》还提出，对小型微型企业新招用毕业
后3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并与其签订6个月
以上劳动合同且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的，在劳动合
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可由用人单位组织到各
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定点职业培训机构
报名开展岗前就业技能培训，培训合格取得职业
资格证书后1个月内由定点职业培训机构集中
向各级就业经办机构申请职业培训补贴，经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财政部门审批后，财
政部门按规定将培训补贴拨付至职业培训机构在
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我省出台政策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小微企业招本省户籍
应届生可获社保补贴

10 月 22 日下午，
在海口市石山镇官良
村，村民王英转正在雕
刻树根，打造自己的作
品。据介绍，近些年
来，附近建设工地挖出
来的很多树根被遗弃
在路边，村民们将它们
拉回来，精心地雕刻打
磨成茶艺台、花架或装
饰品等售价不菲的工
艺品，成为当地的一个
特色产业。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工地遗弃树根
村民精雕成宝

岗位缺口前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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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届世界青年科学
家先进材料大会

亮点透析：
世界青年科学家大会每两年举办一

次，由各国轮流申办。本次大会将有来自
美国、墨西哥、欧洲、澳洲、日本、韩国、香
港、台湾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名
各国院士和1000余名青年科学家齐聚海
口，畅叙世界新材料发展的未来。

会议将设16个分会进行近千场学术交
流，内容涵盖能源与环境材料、电子材料、纳
米材料及设备、先进陶瓷材料、先进金属材
料、生物材料、材料表征与评价、材料计算模
拟等八大领域。此次大会还收集论文1100
余篇，其中200多篇在大会现场做墙报展。
大会期间，同时举办相关仪器设备展。

情况介绍：

10月24日至28日，由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Chinese Materials Research Soci-
ety）、国际材料研究学会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Material Research Societ-
ies）、海口市会展局主办，海南文浩会议会展服
务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二届世界青年科学家先进
材料大会在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国际材联历届国际先进材料大会
（IUMRS-ICAM）均由诺贝尔奖得主、各国
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及全球新材料领域的前
沿科学家组成的特邀嘉宾团作专题报告，被
誉为全球先进材料领域的“奥林匹克”。

世界青年科学家先进材料大会（IUMRS-
ICYRAM）（以下简称“材料大会”）是国际材
联于2012年创办的一个国际性大型高端先进
材料学术交流大会。第一届国际材联青年科
学家材料大会（IUMRS-ICYRAM2012）于
2012年7月在新加坡举办，参会人数为1000
人，在国际材料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材料产业也是海口市重点发展的两
大高新技术产业之一，本届大会组委会主
席、国际材联副主席、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秘
书长韩雅芳表达了自己和大会1000余名
新材料领域的科学家对海口市新材料产业
发展的殷切期望。

二、亚洲磁学联盟第三届
国际会议

亮点透析：
第三届亚洲磁学联盟年会是亚洲磁学

联盟（Asian Union of Magnetics So-
cieties，简称“AUMS”）（IcAUMS2014）
举办的年会，会议包括12个分会，所覆盖
领域包括磁学、磁性材料及应用技术等，会
议邀请20多名国内外院士及国际知名磁
性材料专家做报告，将为国内外相关企业
和科研机构提供良好的交流与展示平台，
促进磁性材料的技术提升和产业发展。

情况介绍：
10月28日至11月2日，由亚洲磁学联

盟（Asian Union of Magnetics Soci-
eties）、中国材料研究学会（Chinese Ma-
terials Research Society）、中国磁性材
料及应用联合会（Chinese Society of
Magnetic Materials and Applica-
tions）、海口市会展局主办，海南文浩会议会
展服务有限公司承办的亚洲磁学联盟第三
届国际会议将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亚 洲 磁 学 联 盟（Asian Union of
Magnetics Societies，简称“AUMS”）由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磁性材料及应用专业委
员会（CSMMA）、日本应用磁学会（MSJ）、
韩国磁学会（KMS）和中国台湾磁性技术
协会（TAMT）共同发起，于2008年10月
在北京成立的国际学术性组织。AUMS
是亚洲最大的磁学磁性材料及应用技术的
学术组织，其宗旨是促进亚洲磁学磁性材

料的交流、推动亚洲磁学磁性材料及应用
技术的发展，所覆盖领域包括磁学、磁性材
料及应用技术。

磁性材料作为重要的功能材料，是信
息、生物、能源等高技术领域和国防建设的
必要功能材料。而此次年会在海口举办，
将为海口乃至海南新材料、新科技发展提
供交流学习和合作的平台，带动相关产业
加速发展。

三、两大国际性会议移师
海口的意义

海口市会展局有关负责人说，引进和
接办这样两个由世界性科研学术组织主办
的国际性、大型、权威的科研学术会议，对
增强海口市人民的科学素养、丰富海口城
市文化的科学精神和城市品牌的人文内
涵、提高城市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也有
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国际旅游岛的形象

提升和推动，有效扩展海口乃至海南在国
际旅游及会议市场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也有着切实的效用。

而我省有关专家认为，这两个专业性
会议参会嘉宾将达2000多人，来自全球
4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科学家及知名专家
学者，规模和影响力空前，将大大增强海口
市举办大型会展的能力和水平，也验证了
海口具有能够举行大型会议的能力和水
平。

这两个会议移师海口举办，是海口今
年迎来的两大高规格、高水平且参与性强
的专业性会议，将大大带动海口乃至全省
新材料、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是海
口今年“招会引展”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
有助于提高国际旅游岛中心城市的知名
度，大大带动会展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城
市的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

（本版撰稿 宝中 尹小柏 陈建丽）

一场世界新材料领域的盛筵在海口开启
热烈庆祝第二届世界青年科学家先进材料大会暨亚洲磁学联盟第三届国际会议举行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特约记者 梁崇平

“这房子，大概还有10天就基本完
工了。”昨天上午，在海口市美兰区三江
镇三江村罗梧村民小组，三名工人正有
条不紊地贴着墙砖，村民冯学武看着亮
堂的三间平顶房，满脸欢喜。超强台风

“威马逊”过后，美兰区已有数千户农村
受灾群众像冯学武一样盖起了新房，这
是美兰区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中为群众办的实事之一。

据了解，受超强台风“威马逊”的袭
击，美兰区包括罗梧村在内的许多农村
地区的群众唯一住房损坏严重。经调
查，全区列入维修计划的农村受灾群众
唯一损坏住房共有2388间。为了让受
灾群众早日住上新房，美兰区委、区政府
主动协助各镇、各村委会开展恢复重建
工作，及时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因灾损房
维修过程中的困难。截至目前，美兰区
列入维修计划的2388间住房已全部完
成维修，而倒房重建工作正加紧推进中。

“这一批灵芝我们村已经有了10万
元的收入。”美兰区大致坡镇昌福村北友
村村民小组组长符致学告诉记者，今年
6月中旬，区里相关部门为村里引进了
千木灵芝种植项目，安排技术指导员进
到村里指导村民整地、搭棚及如何种植
和管理。引进合适的扶贫项目，由输血
变造血，帮助农民增收加快脱贫致富步
伐，也是美兰区践行教育实践活动的举
措之一。据了解，美兰区政府今年共投
入260万元用于扶持贫困村产业发展。

在为农村地区群众谋福利的同时，
美兰区也致力于改善老城区人居环境脏
乱差的问题。今年以来，美兰区特别安
排了专项资金，用于清淤疏浚小街小巷
排水设施和改造道路等相关设施。

据统计，自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
来，美兰全区共计为民办实事491件，
为基层群众解决难题742件，落实帮扶
资金3263.5万元，解决“四风”突出问题
535个。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

扶持灾后房屋重建 引进扶贫项目 提升老城区生活硬件

海口美兰区为民解开“烦心锁”

本报五指山10月23日电（记者易
建阳 通讯员王国军）“今天我的种植地
收获了100多斤黄秋葵，卖了300多元，
收购老板现场结账付款。”五指山市毛道
乡毛枝村农民黄高将喜笑颜开，他今年
种了10亩黄秋葵，才刚刚开摘，每天摘
一次，丰产期一天预计能摘200多斤，收
入非常乐观，比传统蔬菜利润高很多。

以前，毛道乡发动农户种植瓜菜有

时会存在农产品滞销问题。在总结以
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道乡干部主动
出击，今年7月份，带领乡里的群众到
三亚参观黄秋葵种植基地，并开设培训
班，邀请技术人员对群众进行免费技术
培训。更重要的是，在种植前，乡政府
找来收购商，并与收购商签保价协议，
最大限度保证农户的利益。

今年8月，毛道乡部分农民开始尝

试种植黄秋葵，种植面积共110多亩。
毛道乡毛枝村村民黄册今年种植了30
亩黄秋葵，他告诉记者，黄秋葵属于管理
粗放、病虫害少的一种农作物，从播种到
第一批嫩果形成仅需45天到60天，之
后整个采摘期长达4个月，如果管理好
的话采摘周期甚至会更长。“我这块地以
前是种植香蕉的，乡政府发动农民种植
黄秋葵，我也精打细算了一番，觉得种植

黄秋葵要划算很多，风险也小。”
为鼓励农民种植黄秋葵，五指山市

还对农民进行补贴。“黄秋葵每亩种植
成本，不含地租和人工成本，大约在
1500元，政府补贴1350元，帮助农民
购买地膜、肥料等，农民每亩只要出
150元。”毛道乡政府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有政府补贴和销售保障，农民种
植黄秋葵积极性比较高。

五指山农民免费接受技术培训，并与收购商签保价协议

一手开摘黄秋葵 一手喜算丰收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