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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海南日报继续推出融媒体产品

创意产品
传递全省两会好声音

本报海口1月25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刘凡静）“水墨丹青”创意视频、“声波读报告”
H5、创意海报……1月25日，海南日报新媒体“两
微一端”、头条号等矩阵平台持续推出重磅策划的
全省两会融媒体产品，为广大网友们梳理、解读省
政府工作报告，传递全省两会好声音。

海南标志性建筑物在水墨中慢慢晕染开来，
组成一幅幅独具海南特色的中国风水墨丹青画，
通过给政府工作报告划重点，展现海南“十四五”
蓝图。 （扫码看创意视频）

《水墨丹青丨从政府工作报告
看海南“十四五”蓝图》

两会民生问答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王培琳

“城镇就业每年新增15万人以上，城镇调
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扩大本地农民到
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务工规模”“完成补贴性职
业技能培训10万人次以上”“抓好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就业”……

稳就业、增收入是和广大群众利益密切相
关的大事。在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发布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对2021年就业保障工作作出具体
部署，引发代表、委员热议。大家认为，应该充
分发挥政府、企业、公益组织等各方力量，助力
劳动力就业增收。

省人大代表、海口市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部
长张萍，曾任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雅秀村驻村第
一书记。“当时村里的10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有劳动能力的有104户302人，占了绝大多数。
于是，我们联系市、区的人社部门到村里开展泥
瓦工、农用机械驾驶、餐饮服务等职业技能
培训。同时，村“两委”干部也积极帮
贫困户进行岗位对接，帮助许多
村民在建筑工地、餐饮店找
到了稳定的工作，带动全
家成功脱贫。”张萍介
绍，现在，雅秀村全
村没有“零就业”家
庭。

基于多年
的人力资源工
作经验，省政
协委员、海南
天涯人力资
源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董
事长羊学裘
说，现在很多
省内的富余
劳动力，由于
工作节奏、饮
食习惯等主客
观因素，不愿意
到省外就业，“我们
可以结合海南现状，
打造出更多地域特色
的劳务品牌，完善本地就
业模式，助力本土富余劳动
力就业增收。”

羊学裘建议，要加强技能培训，
从而打造出富有特色的劳务品牌，譬如儋
州月嫂、定安护工等。“目前儋州月嫂的就业技
能培训和就业渠道已经基本形成，月嫂能得到
满意的收入，更有就业自豪感。定安护工的品
牌正在打造中，也有不错的就业增收成效。”羊
学裘说。

除了加大技能培训力度，还应该多打造种
养就业基地，让农民实现就近就业。

省政协委员、海南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戴扬说，南繁产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仅
陵水8万亩南繁基地的生产经营，就可创造劳
动岗位1万个，以当地用工报酬水平计算，1个
劳动岗位年收入3万元，从而实现“一人就业带
动全家发展”的目标。

我省可通过加快国家南繁科研育种核心基
地（安马洋）配套设施服务区建设、扶持南繁科
技成果转化与农民就业增收、把“南繁硅谷”建
设主动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等多种方式，全力推
进南繁科研育种服务市场化、专业化、集约化发
展，带动农民增产就业增收。

张萍也表示，海口市科学技术协会在各镇
创建了荔枝、龙眼、淮山等多个种植养殖科普示
范基地，对周边农户普及种植养殖技术。“我们
协会一直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困难群众
免费提供种苗和技术，大力支持产业发展。还
介绍周边村民到基地打工就业，让他们在家门
口就实现增收致富。”（本报海口1月25日讯）

本报海口1月25日讯（记者金昌波）首届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将于
今年5月在海南举行。在省政协七届四次会议
上，省政协委员汪方怀提案建议，鼓励和支持筹
建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精品馆暨进口加工基
地，打造“永不落幕”的消博会。

“消博会作为国际消费精品全球展示交易
平台，将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发挥重要作用。”汪
方怀认为，应把消博会精品馆作为展会的延伸，
辅之以免税政策，遵循“优质、高端、特色、新潮”
原则，甄选“精品中的精品”入馆展销，为消费者
及相关各方提供一个常态化的全球优质、高端、
特色、新潮消费品集中展销平台，并以此为“窗
口”，带动国际消费精品进口贸易加工产业基地
（集聚园区）的建设和“两头在外”消费精品产业
的发展。

汪方怀建议，消博会精品馆除常态化展销

时尚生活、钻石珠宝、消费电子等方面的特色精
品之外，还要定期举办行业展会、时尚发布会、
精品发布会、品鉴会、艺术展、拍卖会等系列活
动，打造国内最前沿的国际消费精品发布、展
览、交流、推广场所。

鉴于首届消博会举办日期日益临近，进口
加工增值政策在洋浦已有一定实践经验，汪方
怀建议，尽快选择全球贸易之窗、海口会展中心
等既具备相应条件又愿意配合省委、省政府战
略布局的场所试点建设首期消博会精品馆。同
时，充分用好自贸港相关政策，支持开发建设国
际消费精品进口贸易加工产业基地（园区），发
展进口-加工-出口“两头在外”产业或销往大
陆市场业务，打造国际消费精品进口加工产业
集聚区；在基地（园区）试点国际消费精品加工
增值税收政策，支持企业通过进口国际消费精
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在基地（园区）深加工后
再出口或销往大陆。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实习生 范平昕

在海口生活的陈焕聪，去年就已大学毕业，如今
却仍在为找工作而努力。

陈焕聪所学专业是电子技术和网络，应聘的方向
也和此相关。他平时主要从海南某就业微信公众号
了解招聘信息。“每周7天推送，平均只有1天会推送
1个符合我专业方向的招聘信息。”除此外，他也很少
接触到招聘会的信息。

陈焕聪应聘过一家公司，但现场了解后，发现公司
的工作条件并不适合自己的要求，因此没有考虑。目

前，其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份临时工作，
边打工边想下一步计划。

就业是最大
的 民 生 。 近 年

来，我省采取
多种举措

促进就

业，取得了良好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待解。有专
家认为，部分求职者找不到心仪的工作，既有自身能
力的因素，也与人才供需对接的机制有待完善相关，
如信息的发布渠道应更多元化，提高招聘会举办频
次和质量。

一方面是有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也
有的企业想用人，却招不到适合的人才。“我们公司最
近一直在招人，应聘的人很多，但一个合适的都没招
到。”海南禹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海荣说，公
司主要招生物检测类和市场营销类人员，去过学校招
聘，但符合要求的应聘者不多，希望学校加强符合市
场需求的人才培养，同时也要引导学生培养正确的就
业观念。

疫情影响下，有的小微企业为缩减成本，在招人
上也比较“克制”。创业者童国强在海口办了家小微
企业，经营文化创意类业务和相关器材销售。他直
言：“疫情对业务还是有影响，我们最近不打算招人，
招人对初创企业的成本太高。”

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是就业工作的重要板块。
五指山市毛阳镇毛兴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文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在政府对农民的就业务工补贴政策下，当
地农民很有务工愿意。“但需要相关部门提供更多的
务工信息。目前与企业用工需求的对接工作上还是
不够。”他介绍，近来，相关部门也对农民开展了糕点
面点制作、竹藤编、黎锦纺织等方面的培训，“但有的
农民学会后，没有找到相应的销售门路或市场。”

“今后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应该在精准方面下
功夫，减少牛头不对马嘴的现象。”省扶贫办有关负责
人说，下一步，将在“订单”式定向培训上下功夫。

（本报海口1月25日讯）

■ 本报记者 赵优 实习生 李文旭

就业为民生之本，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
百姓福祉。在新机遇和新挑战共存的当下，就业问题
牵动许多人的心。对此，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新一年的政策措施将奔着问题、奔着需求去，
直接瞄准城镇低收入家庭、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等重
点群体就业工作，保证居民充分就业。

“帮助农村劳动力稳定就业，是促进农民增收的
重要手段。春节临近，我们正扎实开展‘迎新春送温
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接下来，将多措并举推动农
村劳动力特别是困难群众稳定就业、增加收入。”省人
力资源开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点项目建设是发展的关键，也是吸纳就业的阵
地。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将开展全省重点建设项目工
程就业情况调研，掌握就业情况，并继续发挥省重点
项目用工调配中心作用，实施用工调度保障，组织全
省农村劳动力到我省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务工，推动自
贸港建设重点项目企业吸纳就业。

为促进农村劳动力稳就业，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将
充分发挥农村劳务经纪人推动农民工务工的桥梁纽
带作用，组织全省农村劳务经纪人赴外省参加农民工

务工学习培训活动，开展农村劳务经纪人经验交流，
提升农村劳务经纪人稳就业促务工的能力素质。

围绕就业创业，省人力资源开发局还将实施返乡
创业助力乡村振兴行动，如赴外省实地考察学习农民
工返乡创业典型经验，在广东组织在粤琼籍企业家及
琼籍务工人员参加海南省自贸港建设讲座活动，开展
农民工返乡创业暨乡村振兴研讨交流学习活动，举办
全省驻广东就业服务站就业服务人员培训班等。

“作为公共服务机构，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通过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打造人才就业和企业
用人之间的双选渠道，帮助更多求职者解决就业问
题，进一步满足海南省企业人才需求。”省人力资源开
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将不断完善和改进服务措
施，加强与市县就业部门的上下联动，多措并举开发
归集就业岗位，针对性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
为人才供需双方搭建更多、更广的平台。

据了解，为给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平台，引
导更多优秀学子在海南就业创业，加快推进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省人力资源开发局还将举办高校毕
业生专场对接会。目前，高校毕业生专场对接会仍
在持续邀约用人单位，以促进毕业生就业，助力用人
单位发展。 （本报海口1月25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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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求职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有的企业招不到适合的人才

就业供需对接，如何更精准？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瞄准重点群体
保证充分就业

答答

谏谏

本报海口1月25日讯（记者梁振君）加强
医疗废物管理，可在疫情期间有效预防医疗废
物意外事故及院内感染事件的发生，保障广大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在疫情期
间正常的就医环境。为此，省人大代表陈大兵
建议，全面推进海南省级、市级、（区）县级医疗
机构的医疗废物在线监管平台建设，提高监管
效能。

陈大兵说，传统医疗废物收集处理效率
低下，医疗废物收取需在科室完成称重、交
换签字等工作，环节繁杂，易造成二次交叉
感染，影响医疗废物收集工作效率，规范化
操作靠操作人员自觉性，监管困难，无法实
时监管。

此外，传统医疗废物收集采用手工记录在
纸质联单，容易产生操作误差，易出现修改及丢
失，纸质单据长期保存、查找困难，占用空间多；
数据统计受人为干扰因素较多，数据溯源困难，

医疗废物称重、交接信息、日报表、周报表、月报
表等数据记录只能依靠人为统计纸质文档，无
法直观生成统计，无法实时查询医疗废物处理
信息，无法实现数据溯源追踪。

陈大兵建议，全面推进海南省级、市级、
（区）县级医疗机构的医疗废物在线监管平台建
设，加强对医疗废物管理，实现医疗废物监管平
台数据统计分析，让数据“多跑路”、监管人员

“少跑路”，有效提升监管效能，压实医疗机构主
体责任。

同时，要加快实现海南省医疗废弃物信息
化管理，实现医疗废物从分类收集、院内转运、
存储、运输、处置、监管整套“互联网+医疗废
物”模式的信息化，建设医疗废物智能化、全面
化、可视化、完善化监管平台，实现从医疗废物
的产生到最后处置过程的监控和规范化管理闭
环，减少医疗废物非法行为发生，降低环境事故
发生率。

省人大代表陈大兵建议：

全面推进各级医疗机构
医疗废物在线监管平台建设

省政协委员汪方怀建议：

鼓励和支持建设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精品馆

通过“手绘+同期声”的形式让网友如临大
会现场，聆听政府工作报告传递出海南“民生好
声音”。 （扫码看创意H5产品）

《一起来听，政府工作报告中
传递出的海南“民生好声音”！》

以一组简洁大气的海报展现政府工作报告里
的提气话语，振奋人心。 （扫码看创意海报）

《海报丨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里
这些话真提气》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推出系列融媒体产品

换个方式
“扫”尽全省两会热点亮点

本报海口1月25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韩静 吴春媚）1月24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
网、南国都市报推出多个融媒体产品，用简洁、有
趣、新潮的方式为网友解读政策亮点，带你换个方
式看两会，速览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知识点。

2020年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十三五”取得
哪些成就？本视频在展示海南城市风光的同时，带
你数读2021年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截至1月25日
17时，该视频累计点击量超13万。 （扫码看视频）

《换个“姿势”看2021年
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

33年风雨历程，33年辉煌巨变。1988年建省
办经济特区以来，海南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发生了
哪些变化？视频用数据可视化的方式带你直观感
受到海南省经济的高速发展。截至1月25日17
时，该视频累计点击量超5万。 （扫码看视频）

《33秒，看海南令人鼓舞的33年》

1月24日上午，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在海南省人大会堂开幕。会上不仅对
2020年和“十三五”工作进行了回顾，还对2021年主
要工作进行了安排。在这其中，有哪些民生信息和
我们息息相关呢？一起看看吧。 （扫码看图解）

《独家图解 | @海南人
请查收你的2021民生福利！》

在五指山市五脚猪肉粽技术培训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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