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岛事/重点 2022. 6. 23 星期四 责编/张建 美编/王琴

分类广告
国际旅游岛商报传媒营运中心

今日接稿 明日见报 花小钱办大事

上门服务 刊登广告 法律有效

广告热线院0898-66200119
办理地址院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大道
3号西苑路海商报业产业园区办公楼

欢迎在 叶国际旅游
岛商报曳刊登夹报业务遥
垂 询 热 线 院66206080

广告

海口极影美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全体股东大会决
议袁将股权全部转让遥 原公司法人刘辉尧股东吴苑袁变更为
法人房春跃尧股东王耀辉遥 公司名变更为海南美影美诚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遥 原股东变更前所有的债权债务由原法
人刘辉及原股东吴苑承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10日内袁对有债权债务的个人或公司袁
请与原公司法人刘辉联系袁以便妥善处理遥 过期不候浴

特此公告浴
海南美影美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2年 6 月 12 日

公 告
海南泰和惠康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经全体股东大会

决议袁将股权全部转让遥 原公司法人段洪恩尧股东段会
远袁变更为法人王耀辉尧股东房春跃遥 原股东变更前所
有的债权债务由原法人段洪恩及原股东段会远承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10 日内袁对有债权债务的个人或公
司袁请与原公司法人段洪恩联系袁以便妥善处理遥 过期
不候浴

特此公告浴
海南泰和惠康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 6 月 12 日

公 告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李兴民 摄影报道冤 6 月 21日袁
有网友向国际旅游岛商报新闻热线反
映袁 澄迈两名青年男子外出至永发镇
美玉水库钓鱼迟迟未归袁疑似落水遥
商报记者接报后袁 从澄迈县有关

部门获悉袁这两名男子大约在当天 14
时出门袁 但一直到 18时左右都没回
家袁电话也打不通袁随后家人出门寻找
至水库时袁只发现电动车袁还有钓鱼竿
在岸上袁而帽子在水里袁家人担心发生
意外便赶忙报了警遥

野事发后袁当晚警方与消防先后赶
赴现场袁 其中消防救援人员还乘橡皮
艇试图在水中打捞寻人遥 救援大约从
当天 22时一直持续到了次日凌晨遥 冶
相关人士介绍袁6月 22 日 4 时许袁两
名男子被打捞上岸袁 经医护人员认定
已无生命迹象遥
目前袁现场已移交警方处理袁事发

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张庆龙 通讯员 黄新宇 王
晴冤 6月 20日袁 临高县公安局侦破
一宗针对老年人想要投资挣养老钱
的心理袁 以高额利息为诱饵的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积案袁 抓获两名犯
罪嫌疑人杨某其尧林某花遥 目前袁两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临高县公安局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袁 案件正进一
步侦办中遥

据了解袁 在临高刑侦大队与经
侦大队联合专案组经过一个月的奋
战后袁 最终在海口市一出租屋锁定
了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积案的犯
罪嫌疑人杨某其与林某花袁 并于

2022年 6月 20日将两人抓获归案遥
经查袁杨尧林夫妻两人利用老年人想
要投资挣养老钱的心理袁 以高额利
息为诱饵袁分别向新盈地区的 50多
名老人借款 160余万元后潜逃袁致
使新盈地区的多名老人的养老钱被
骗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遥目前袁杨尧林
夫妻两人已被临高县公安局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袁 案件正进一步侦
办中遥

警方提醒院在守好野养老钱冶这
件事上袁 老年人要谨记 野投资有风
险冶袁切勿轻易相信所谓的野稳赚不
赔冶野无风险尧高收益冶宣传袁不要投
资业务不清尧风险不明的项目遥

夫妻联手骗160万元养老钱潜逃
50多名老人中招 临高警方院两人已落网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事发澄迈

2人水库钓鱼
不幸溺水身亡

问院哪些人员可以享受职业培训补贴呢钥
答院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接受职业培训的失业人员袁按规

定发放职业培训补贴遥
问院怎么申请职业培训补贴呢钥
答院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自费报名参加就业技能

培训或创业培训袁应在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尧专
项能力证书或创业培训合格证书)之日起的 3个月内袁凭职业培
训补贴资金个人申请表尧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尧专项
职业能力证书或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尧培训机构开具的海南省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或税务发票袁向当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
职业培训补贴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近日袁 海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联合印
发了 叶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就业保民生工作的通
知曳袁多措并举稳定就业岗位尧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
活袁充分释放失业保险政策红利遥 6月 22日袁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进行了详细解读遥

海南多措并举稳定就业岗位尧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稳就业保民生 释放政策红利

问院哪些企业可以享受稳岗返还政策呢钥
答院在海南省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的袁可以申请普惠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院
1. 裁员率条件
30人以上的参保企业 2021年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

2021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 5.5%袁30人 (含)以
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 20%遥

2. 缴费条件
企业参加失业保险且 2021年缴纳失业保险费满 12

个月遥
3. 其他条件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海南省产业结构调整

和环保政策袁不属于野僵尸企业冶以及严重失信企业遥
问院稳岗返还的比例是多少呢钥
答院今年海南省加大了稳岗返还支持力度袁大型企业

按照企业及其职工 2021年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返
还袁中小微企业按照 90%返还遥

社会团体尧基金会尧社会服务机构尧律师事务所尧会计
师事务所尧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中小微企业
返还标准执行遥
问院参保企业怎么申请稳岗返还呢钥
答院海南省全面推行稳岗返还野免申即享冶袁由各级失

业保险经办机构通过大数据精准筛选比对直接发放袁不需
要企业申请遥
但如果是劳务派遣企业袁须提供与实际用工单位达成

的资金分配协议才能申领稳岗返还遥
如果对稳岗返还发放有异议袁可提供相关材料袁由失

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调整遥

问院哪些人员可以申请失业补助金呢钥
答院2022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新发生的领取失

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尧 失业停保且不符合领取
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袁可以申领失业补助金遥
问院失业补助金发放标准是多少呢钥
答院对符合 2022年失业补助金政策申领范围的参保失业

人员袁参保缴费满 1年的袁按每月 600元标准发放;参保缴费不
满 1年的袁按每月 300元标准发放遥
另外袁对符合 2021年原失业补助金政策申领范围的参保

失业人员袁继续按原政策规定审核并发放待遇遥
问:失业补助金如何申领呢钥
线下申领院失业补助金已经实行全省通办袁不论在省内

哪里参保袁只要带上身份证袁就近前往就业经办服务窗口申
领即可遥
线上申请院1.电子社保卡小程序(失业补助金)曰2.海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遥
问院2020年尧2021年已经申领过失业补助金的参保失业

人员袁2022年还可以继续申请吗钥
答:不能遥 失业补助金只能申领一次袁且申领期限不超过 6

个月遥

问院哪些企业可以享受扩岗补助钥
答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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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与一次
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不重复享受遥

关于延续实施普惠性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关于拓宽技能
提升补贴政策

问院哪些人员可以享受技能提升补贴呢钥
答院2022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袁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取

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参保失业人员袁在取得证
书一年内可按照初级(五级)800元尧中级(四级)1300元尧高级(三级)
1800元的标准申请技能提升补贴遥
参保职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袁可按规

定申请技能提升补贴遥 2022年 12月 31日前袁技能提升补贴申领
条件继续放宽至企业在职职工参加失业保险 1年以上遥同一职业
(工种)同一等级不可重复享受袁且每人每年享受补贴次数最多不
超过三次遥
问院如何申请技能提升补贴呢钥
线下申领院技能补贴已经实行全省通办袁只需带上身份证就

近前往就业经办服务窗口申领遥
线上申请院1.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曰2.海

南省政务服务网遥

关于继续实施
职业培训补贴政策

关于阶段性实施
高校毕业生扩岗补助政策

关于继续实施
失业补助金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