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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十二五”，这
是民生改善的5年：就
业等领域一系列改善
民生的举措，提升了人
民生活品质。“十二五”
期间，全省新增就业人
数46.87万人，完成“十
二五”任务的117.2%。

用废纸和涂料创
作的人物肖像画、用钉
子和塑料碎片做的立
体画、用废弃五颜六色
的水桶做的彩灯……
来自福建的80后女子
张春丽到海南游玩时
发现商机，创办胡画培
训中心。3年来成功创
办7家学校，年收入突
破400万元，带动20多
人就业。

“ 能 走 上 成 功 之
路，是海南良好的创业
环境造就了我。”张春
丽说。

多年来，我省通过
政策扶持、资金支持，
以及创业导师的传帮
带和创业大赛等多种
方式，使全省万人走上
创业之路，带动了上万
人就业。

我省出台系列措施助创业，积极改善创业环境

架起创业桥 拓宽就业路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通讯员 段晓晖

去年底，海口桂林洋大学城创业创新中心成立。本报记者 古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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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民生之本。我省采取形
式多样、针对性强的招聘会，以及适
当开辟新岗位，解决就业。

▶亮点一：设立见习岗位。我
省2009年实施的海南省高校毕业生
就业见习计划。

海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计划，
即为毕业后三年内未就业的海南省全
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省外全日制
普通高校海南籍毕业生提供见习岗位，
见习期间可按月享受见习补贴，见习补
贴不得低于当地年度最低工资标准。

2015 年，我省实施就业见习计
划、落实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
政策，共有2000余名毕业生参加见
习，为5623名困难高校毕业生发放
求职创业补贴843.45万元。

▶亮点二：每年过百场招聘会
助就业。每年，省就业局针对企业
遭遇用工荒、大学生即将毕业等问
题，认真研究完成调研的前提下及
时伸出援助之手，通过定期举办民
营企业周、大学生专场招聘会等多
场专场招聘会，缓解企业用工荒，帮
助大学生找工作。

每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
工会、团委、工商联、残联等组织都共
同举办“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民
营企业招聘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
务月”等活动，帮助劳动者实现就业。

亮点三：开发公益性岗位。多
年来，省人社厅分别和省总工会、省
残联联合开发了190名工会协管员
岗位、200多名残疾人专员岗位。

多项政策支持就业

政策引导——
系列措施助创业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创业带动
就业，不仅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就业
难的问题，缓解国家就业压力，而且创
业的活力会形成带动就业的倍增规模
效应。

“十二五”期间，为了促进创业和
就业工作，我省出台系列措施助创业，
积极改善创业环境。

举措一：可离岗创业。

2015年8月，省政府出台的《海南
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
创业工作的意见》提出，对于离岗创业
的，经原单位同意，自签订离岗创业协
议之日起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与原单
位其他在岗人员同等享有参加职称评
聘、岗位等级晋升和社会保险等方面
的权利。依据意见，今后我省将建立
健全大中专院校创业指导服务机构，
为大中专毕业生创业提供场所、公共
服务和资金支持。

举措二：创业可获10万贴息贷款。

“现在是瓜菜上市高峰期，化肥
比较好卖。”在定安县定城镇仙沟地
区一家农药化肥店里，自主创业的大
学毕业生陈俊桦乐呵呵地对记者
说。2014年7月，陈俊桦从南昌工程
学院毕业后，在定安县就业局的帮助
下，他获得10万元的创业贷款，并将
生意做大。

为扶持更多人创业，我省出台了
《关于加强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资金
管理的通知》等文件，将每笔贷款额度
统一提高到10万元。此外，为了扶持

小微企业，帮助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
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海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对吸纳高校
毕业生的小微企业，给予社会保险补
贴、岗前培训、小额担保贷款等优惠政
策。

据统计，2011年至2015年，全省
共发放创业就业小额担保贷款6.2亿
多元，成千上万人走上了创业之路。
据介绍，目前全省中小微企业已超过
14.8万家，吸纳了超过138万名劳动者
就业。

行动支持——
建基地开展跟踪帮扶

在出台政策的同时，省人社厅还
通过孵化基地的建设，改善创业环境，
并组建创业导师指导创业者，帮他们
走上成功之路。

创业孵化基地，顾名思义就是政
府为创业者搭建的制度性、智能化的
服务平台，为新创办的小企业提供有
利于存活、发展的服务环境和空间环
境的公益性服务。进入孵化器的创业
者，可以得到低成本或无成本的各种
服务，化解创业风险。

“在学校里创业真好，可以得到专
业老师的指导。”1月2日，海南医学院
口腔专业2014年应届毕业生梁金玉
来到学校的孵化基地上班，她既是员
工也是老板之一。

2014 年毕业后，梁金玉参加过
多场招聘会，但没能找到合适的岗
位。听说学校有孵化基地可帮助大
学生创业，于是她入股 20万元加盟
海口光华海医口腔门诊部，开启了创
业之路。

2011年前后，我省高校开始设立
孵化基地。近年来，我省已支持建设
17个院校孵化基地，每个孵化基地都
能获得政府一定创业资金扶持。同
时，越来越多的院校孵化基地正“孵”
出学生老板。

我省除了推动高校孵化基地的
建设外，还积极推动市县孵化基地的
建设，孵化基地队伍不断壮大。省里
还拨付创业示范点专项资金2000多
万元，支持孵化基地建设，目前，海
口、三亚、琼海、万宁、澄迈、文昌等市
县都已陆续建起孵化基地，全省已有
20多个孵化基地，孵化出来的老板越
来越多。

此外，省人社厅还开展了导师下
基层等多形式的帮扶跟踪服务，通过
保姆式的细心呵护，提示创业能力。

“创业项目，首先要了解做什么？”
近日，在文昌市就业局，一场创业培训
工作正在这里举行，海口鑫弘茂职业
技能培训学校创业培训师徐剑涛正对
文昌市创业者进行培训。

“你的项目面对的顾客是谁？进
行过市场调查没有？”在白沙黎族自
治县，省创业导师团成员、海口市创
业就业协会副会长曹同军结合创业
者存在的不足进行提问。针对创业
者在创业过程中存在盲目行为，他提
醒创业者，在创业之前，务必对所经
营项目进行前期调查之后，才着手创
业，不能盲目创业，创业之前要做很
多工作，比如产品同质化竞争情况，
所经营的项目市场中是否有很多同
样的东西。

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组织创业导师深入基层，虽然辛苦点，
但可以摸清市县创业实际情况，对症
下药，对问题进行分析讲解，扶一把创

业者，让他们少走弯路。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自组

建创业导师团以来，取得很好的效果，
创业导师走进创业市县，走近创业者，
为创业项目把脉，解决了许多实际难
题。

据了解，在创业导师的帮助下，全
省共有超过2.5万人接受创业培训，其
中海口市有近万人接受了创业培训。

效果显著——
千人创业带动万人就业

走进三亚“优芒购”网络有限公
司，一个个优质芒果、香甜的火龙果
摆放在水果架上，老板覃贞旺正忙着
打包水果，往新疆、北京等地客户发
货。在海南创业几年来，覃贞旺采取
互联网+优质海南水果的销售模式，
使自己的水果电商平台在不到两年
的时间里完成了“版图”的扩张，客户
遍及全国。

走互联网+的创业模式后，终于尝
到了甜头，今年，依托电商销售水果，
覃贞旺的收入超过500万元，带动近
20多人就业。

多年来，在系列政策的支持引领
下，在孵化基地的呵护下，在创业导师
的帮助下，在创业大赛的刺激带动下，
越来越多人走上创业之路，带动更多
人就业。涌现出陈益丽、覃贞旺、王
福、阿毛哥等创业能手，带动一大批人
走上了创业之路。

省人社厅厅长王焕明表示，在多
政策、多资金的支持下，加上创业导师
的传帮带和创业大赛的带动，全省超
过千人走上创业之路，带动了3万人就
业。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

2011年至2015年9月：

全省新增就业人数46.87万人，

完成“十二五”任务的117.2%；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5.75万人，

完成114.4%；

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17.04万人，

完成100.2%。

我省定期举办大学生专场招聘会。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黄青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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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5年11月底：

登记失业率为2.16%，

低于4%的控制线。

高校毕业生
初次就业率为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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