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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袁 工信领域共制定出台 10
项实施细则袁其中 8项由省工信厅牵头
制定出台袁2项由省科技厅联合省工信
厅出台袁即工信领域野8+2冶项实施细则遥
主要奖补范围如下院

叶海南省先进装备制造首台套奖励
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曳主要支持高端医疗
装备尧航空航天装备尧海洋装备尧船舶游
艇装备尧人工智能装备尧新能源汽车及车
联网设备尧电气机械装备尧节能环保专用
设备尧智能农机专用设备等研发制造遥

叶海南省工业企业小升规奖励资金
管理实施细则曳主要是对工业企业野小
升规冶纳入统计的企业奖励遥

叶海南省激励企业上规模奖励资金
渊工业和信息产业冤管理实施细则曳主要
支持先进制造业和油气开采企业袁以及
信息传输尧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
产值或营业收入上规模遥

叶海南省优质企业奖励资金管理实
施细则曳主要对我省获得国家专精特新
野小巨人冶企业尧制造业野单项冠军冶企业
和获得 iF设计金奖尧红点至尊奖及国家

级设计奖的企业进行奖励遥
叶海南省支持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做

大做强奖补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曳及叶海南
省生物医药产业研发券管理暂行办法曳
主要支持生物医药产业研发创新尧成果
转化及做大做强遥

叶海南省支持工业企业扩大投资和
技改提质奖补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曳 主要
支持先进制造业尧油气开采业扩大投资袁
企业技术升级改造袁 对获得国家及省级
示范试点的企业进行奖励遥

叶海南省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奖
励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曳 主要是对中小企
业发展环境评估排名前 5名的市县进行
奖励遥

叶海南省获批国家级研发设计平台
资助实施细则曳 主要是对国家制造业创
新中心尧国家工业设计中心尧国家工业设
计研究院进行资助遥

叶海南省专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奖
励管理实施细则曳 主要是对药物研发服
务平台尧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以及工业
设计服务平台进行资助遥

海南“8+2”项省级奖补
今年起将陆续开始申报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袁 在失
业保险待遇申领方面袁 海南推行
线上线下并行办理的野三免冶经办
新模式袁 让失业人员在新防疫条
件下更方便更快捷地领到失业保
险待遇遥

据海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副厅长冯汉芬介绍袁野三免冶经
办新模式袁即野免跑即领冶尧野免证
即办冶尧野免登即发冶遥

野免跑即领冶方面袁大力推行
网上办理袁减少经办接触袁降低聚
集风险遥 失业人员可以登录海南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
平台尧 电子社保卡小程序等渠道
申领遥

野免证即办冶方面袁全面取消
证明材料尧申领时限尧捆绑条件和
附加义务袁 失业人员申领无须提
供失业证明袁无须转移职工档案袁
无须现场签到袁 仅凭身份证或社
保卡就可以申领遥

野免登即发冶方面袁优化申领
环节袁 失业人员申领失业保险
金袁 可以先发放后办理失业登
记袁申领失业补助金无须办理失

业登记遥
据了解袁 失业保险待遇申领

全省通办袁即按照野全岛同城化尧
全省一盘棋冶的思路袁通过优化业
务流程袁 推动实现全省通办遥 目
前袁 失业人员不分参保地尧 工作
地尧户籍地尧居住地袁只凭身份证
或社保卡即可就近办理就业失业
登记尧失业保险金申领尧失业补助
金申领等业务袁 原则上不再提供
佐证材料遥 并且为压实各地经办
机构的责任袁实行首问负责制袁确
保最多野只跑一次冶遥

缓减＋返还＋补贴＋调降！
海南出台多项助企纾困尧稳岗扩岗政策 预计释放政策红利近 78亿元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魏铭纬 实习记者 郑塞雯冤 6 月
22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野纾困
解难 人社助力冶 专题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袁海南通过野缓减垣返还垣
补贴垣调降冶方式袁预计释放
政策红利近 78亿元袁包括
社保费缓缴按全口径
测算约 72 亿元袁稳
岗返还约 5亿元袁
扩 岗 补 助 约
0.6亿元遥

野缓减冶方面袁我省实施阶段
性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尧
失业保险尧 工伤保险三项社保费
政策袁从餐饮业尧零售业等 5个特
困行业袁 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至
农副食品加工业尧纺织业等 22个
困难行业袁 以及受疫情影响生产
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所有中小微
企业尧 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
商户遥 5个特困行业从今年 4月
实施袁 其他行业和用人单位从今
年 6月实施袁 直至 2022 年年底
渊已缴纳 2022年 6月三项社保费
的参保单位可申请退费冤袁其中确
有困难的袁可申请工伤尧失业保险
费延长缓缴至 2023年 5月袁缓缴
期间免收滞纳金遥 以个人身份参
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
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 袁
2022年缴纳费款有困难的袁可于
2023年底前进行补缴遥 阶段性减
半征收工伤保险尧 失业保险单位
缴费部分袁执行期限至 2023年 4
月 30 日袁 预计 2022 年将减征
8.72 亿元遥 从 2022 年 4 月 1 日
起袁将全省各类建筑尧铁路尧公路

等建设工程施工项目的工伤保险
缴 费 费 率 从 之 前 的 0.9译 和
0.75译两类袁 统一降低至项目工
程合同渊含追加合同款冤总造价的
0.65译袁达到全国最低水平遥 上述
政策实施期间袁 不影响参保人享
受相关社保待遇遥

野返还冶方面袁继续实施普惠
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袁 此次
新出台的政策重点向中小微企业
倾斜袁 并提高大型企业的返还比
例遥 将中小微企业返还的比例由
60%提高至 90%袁 将大型企业返
还的比例由 30%提高至 50%遥 推
行野免申即享冶袁畅通资金返还渠
道袁 对没有对公账户的小微企
业袁可以将资金直接返还到企业
缴纳社会保险费账户遥 值得一提
的是袁从今年 7月 1日起袁失业保
险基金实行全省统一集中管理袁
享受稳岗返还政策的企业扩大至
全省范围遥

野补贴冶方面袁对招用就业困
难人员尧 高校毕业生的企业给予
奖励补贴袁 按每招用 1人给予一
次性奖励 2000元遥为符合条件的

企业发放就业见习补贴尧 企业职
工岗位技能培训补贴尧 创业补贴
等遥今年底前袁阶段性实施高校毕
业生扩岗补助政策袁 对招用毕业
年度高校毕业生尧 签订劳动合同
并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袁 按每人
10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
助 渊与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
不重复享受冤遥对创业者提供个人
最高 30万尧小微企业最高 300万
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袁 今年预计发
放 10亿元遥

野调降冶方面袁优化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管理袁按照行业尧工种等
分类设置人工费用拨付比例袁降
低人工费用拨付标准袁 即一般房
屋建筑工程尧装饰装修工程尧园林
绿化工程降低 5%曰装配式建筑降
低 10%曰 市政工程 (不含园林绿
化)尧交通运输工程尧水利水电工
程降低 15%遥同时袁明确了施工合
同额在 300万元以下或作业工期
不超过 1个月的袁 可不开立专用
账户袁 取消了存储工资保证金作
为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前置条件袁
有效减轻企业资金压力遥

据了解袁目前袁海南企业可通
过线下尧 线上申请两种方式缓缴
社保费遥
据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主任周俊介绍袁线下申请方面袁企
业社保专管员可以到就近的社保
经办大厅窗口遥线上申请方面袁企
业社保专管员登录海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或海
南社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 渊单位
网报系统冤袁通过野单位申请缓缴
社保费冶模块袁填写相关表格和
承诺书袁提交缓缴申请即可遥 此
外袁对生产经营困难尧所属行业
类型等适用条件袁企业只要出具
符合条件的书面承诺书袁无需提

交任何佐证材料袁即可申报缓缴
业务遥 企业可以自主选择线上或
线下方式申报袁线上尧线下申报
均可实现即时办结遥 线上办全程
网上走袁无需跑腿袁无需提供叶营
业执照副本曳等证件曰缓缴申请一
次即可袁无需每月申请袁更加减证
便民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鲁启兰 邱惠颖冤 6月
22日袁海南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财政资金渊工信领域冤管理实
施细则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召开遥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袁海南工信
领域围绕叶海南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财政措施曳制定出台
野8+2冶项实施细则袁通过政策对相关企业进行奖励扶持袁推动全
省工信产业高质量发展遥

“8+2”项实施细则奖补范围

据悉袁野8+2冶 项实施细则共存在三
个共同点遥 首先是奖补对象必须注册在
海南尧生产地在海南尧纳统在海南尧在海
南实质性运营遥 若只是结算尧营销在海
南袁则无法享受以上政策遥 其次袁奖补对
象正常生产经营袁 不能有信用问题尧欠
缴税款问题袁包括重大安全事故等遥 最
后袁奖补资金的申报全流程在野海易兑冶
系统渊野海易兑冶是野海易办冶的子系统冤
上操作袁实现了网上申报尧受理尧公示尧
拨付袁方便企业申报袁简化申报流程袁确
保资金申报公开尧公平尧公正遥

在申报时间方面袁野8+2冶 项实施细
则中袁叶海南省支持现代生物医药产业
做大做强奖补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曳叶海
南省支持工业企业扩大投资和技改提
质奖补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曳2项细则从
明年初开始申报袁其余 8项均从今年开
始申报袁已陆续在野海易兑冶系统上开通
申报渠道遥

在申报流程方面袁根据资金审核高
效的原则袁野8+2冶 项实施细则中袁叶海南
省先进装备制造首台套奖励资金管理
实施细则曳叶海南省支持现代生物医药
产业做大做强奖补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曳
叶海南省支持工业企业扩大投资和技改
提质奖补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曳叶海南省
专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奖励管理实施
细则曳4项实施细则由市县工信主管部
门把第一道关口进行初审袁其余 6项直
接由省工信厅审核确认遥
在申报方式方面袁野8+2冶 项实施细

则全流程利用信息化手段袁在野海易兑冶
系统上操作袁既方便企业申报袁又减少
人为因素袁确保申报过程的客观尧公正遥
要特别说明的是袁相关部门在申报尧兑现
以上政策时袁 并未请任何中介机构帮助
企业去评估尧申报袁全程不收费遥 若有人
发现借机向企业乱收费尧代为评估尧代为
申报的现象袁可及时向相关部门举报遥

线上线下 自主选择
海南企业申请社保缓缴即时办结

申报时间、申报方式→

海南推出“三免”模式
让失业人员快捷领取失业保险待遇

7月起失业保险基金
实行全省统一集中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