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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动态美丽陵水新篇章

由于南繁育种基地、清水湾等旅
游房地产湾区的存在，陵水有大量

“候鸟”人才资源，但之前他们多数没
有参与到陵水的发展建设中来。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常
住、但求常来。”陵水县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杨振斌说，这是陵水近年明
确的人才引进工作总体思路。陵水
以此思路探索构建“用人不养人，留

人不拴人”的柔性人才流动机制，近
年出台了《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优秀人才
联系办法》《党政领导联系优秀人才
制度》《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制度》《关
于引进高层次人才的规定》等制度
化“引才套餐”，明确引进人才在薪
酬、住房、配偶安置、子女入学等方
面享有的优惠政策，强化政府在人

才引进、开发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有
力促进“候鸟”人才引进。

目前陵水人才库总量约为3.1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8.2%，比
2013年增长52.8%，其中“候鸟型”
人才占比达到了80%左右。

随着人才工作的进一步推进，
陵水县委、县政府也根据新情况、新
问题推进相关制度完善。今年上半

年，陵水制定了《关于加强人才和团
队引进培养工作暂行办法》（征求意
见稿），并召开座谈会征询“候鸟”人
才意见。杨振斌介绍，相比去年陵水
出台的引进高层次人才文件，《关于
加强人才和团队引进培养工作暂行
办法》（征求意见稿）更加细化，更具
操作性，也为人才提供了更优惠的
待遇。

本报椰林7月4日电（记者林
晓君 通讯员陈思国 林婵婵）在6月
29日举行的2017年海南省投资推
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上，陵水黎族
自治县完成签约项目7个，签约金额
达460亿元。包括此前陵水举行的

专题招商推介会，2017海南综合招
商活动该县共完成签约项目12个，
签约投资金额达523亿元。

29日的推介会上，陵水与玉禾田
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葛
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建

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与保利华南实业
有限公司、腾冲雅居乐旅游置业有限
公司、厦门途威物流有限公司等3家
企业达成投资意向协议。此外，陵水
南平医疗养生产业园与泰康人寿保

险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记者了解到，在本次推介会中，陵

水签约的项目包括玉禾田环境全域旅
游特色小镇项目、本号·保利文旅特色
小镇、马文化产业园、高峰温泉项目、南
平健康医疗养生等，内容涵盖大健康产

业、互联网产业、旅游业、农业等领域。
陵水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陵

水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欢迎客
商前来投资，陵水县委、县政府将一
如既往地大力支持企业，帮助企业更
好地在当地发展，达到互利共赢。

■ 见习记者 李艳玫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面对手持爆炸装置并随时拔枪
准备发动袭击的歹徒，临危不惧将
歹徒扑倒控制在地，使多位民警脱
险。做出这一英勇举动的，不是特
警，也不是普通民警，而是一位在别
人眼中常坐在办公室办公的科技民
警。日前，因在破获一起要案中表

现突出，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科
技民警陈继钦及其两位同事获省公
安厅表扬。

近日，在陵水公安局指挥中心
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陈继钦。
戴着眼镜、长相斯文的他让人很难
和英勇扑向犯罪嫌疑人的威武硬
汉联系起来。他告诉记者，平时他
主要负责公安通信系统方面的工
作，由于警力缺乏，他偶尔会上街
执勤。

6月10日晚，陵水公安局在椰
林镇北斗小学路口处设置治安卡

点，对过往可疑人员、车辆进行盘
查，陈继钦参与了此次执勤。当晚
20时 50分左右，当执行民警示意
一辆电动车停车检查时，两名骑车
男子拒绝配合。当时坐后座的男子
跳下车，左手悄悄从挎包里掏出爆
炸装置，右手从腰间掏出一把疑似

“仿54”手枪，试图袭击民警。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在协警严

兴亮发现危险并迅速掰住该男子右
手的同时，陈继钦一个虎扑将男子
扣倒在地，并迅速将其握着爆炸装
置的左手扭转到背后，双腿压住其

腰部使其不能动弹。随后，巡控队
员、交警队员迅速增援，相互配合控
制住该男子，并擒拿归案。整个过
程不到3分钟，民警无一伤亡。在抓
住该名犯罪嫌疑人后，陵水警方顺
藤摸瓜，查到该男子是一名网上在
逃人员，民警抓获该男子后还缴获
了一批危险品。

陈继钦母亲知道这件事后，
认为当民警太危险，于是就劝说
陈继钦转行，但陈继钦没有同
意。“回想当时情景是有一点后
怕，但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我还

是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陈继钦
说，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他觉得很光荣。

“他的家境很不错，在工作上可
以有别的选择，但他对公安事业十
分热爱。”陵水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
陈辉向记者介绍，上街执勤并非是
陈继钦的“份内之事”，平时他积极
参加警务技能培训，努力提高自身
综合素质。“如果没有平时的积累，
他是很难做到到临危不惧、妥善处
理的。”陈辉说。

（本报椰林7月4日电）

陵水与中电科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将携手打造县域级新型智慧城市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
陈思国）在7月3日举行的中央企业助推“美好新
海南”建设座谈会暨签约仪式上，陵水黎族自治县
政府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科）
签署了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战略合作协议。项目总
投资额预计为12.9亿元。

根据协议，双方将规划研究陵水新型智慧城
市顶层设计，落实国家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标准，打
造县域级新型智慧城市全国标杆。其建设内容包
括，推进陵水县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建设，提高跨部
门跨领域的协同指挥能力，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陵水县智慧应用建设，中电
科利用自身技术、产品和服务优势，为陵水产业发
展、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等领域提供支持；推进陵
水县新型智慧城市的运维保障体系建设。

目前中电科海洋信息产业基地项目正在陵水
实施，日前陵水县政府决定对该项目予以1150万
元的互联网产业资金支持。在此次座谈会暨签约
仪式上，中电科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熊群力表
示，未来将持续加大在琼投入力度，创新投资模
式，提升海南现代化、智慧化水平。

完善引、用、管机制，力争打造“候鸟”人才集聚示范地

“三化”引好用好“候鸟”人才

2017海南综合招商活动陵水成果颇丰

签约项目12个 投资金额达523亿元

面对歹徒威逼，民警陈继钦果断出击，空手将其制服

千钧一发之际，他纵身扑倒歹徒
美丽陵水人

华为就云数据中心
入驻陵水开展调研

本报椰林7月4日电（记者苏庆明）记者从
陵水黎族自治县工信局了解到，7月3日起，华为
调研组就云数据中心入驻陵水在该县开展调研。

3日上午，陵水就此次调研召开工作协调会，
陵水40个相关单位参加。会议要求各单位积极
配合华为的调研工作，将调研落到实处。

当天下午，在陵水工信局的带领下，华为调研
组正式开展调研。首批调研了陵水县应急指挥中
心、新数据机房、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园、黎安海
风小镇、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规划馆等5个区
域。调研组表示，陵水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在全省靠前。接下来的一周，华为调研组将对陵
水其他相关单位展开深入调研。

据了解，大数据产业是陵水引人瞩目的新产
业。今年来，落户陵水的南海大数据“一院一谷一
中心”项目连续取得多项重要进展。

《承诺与兑现走进陵水》
举办第二期
12家单位接受评议

本报椰林7月4日电（见习记者李艳玫 通
讯员谭馨馨 胡阳）近日，电视问政直播节目《承诺
与兑现走进陵水》第二期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
会堂进行录制并现场直播，陵水椰林镇、黎安镇、
交通运输局、水务局、海洋与渔业局等12家单位
负责人在台上接受评议代表的质询，节目最后，现
场观众当场对各问题单位进行满意度测评。

本期节目以“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为主题，延续了辣味十足、直戳痛
处的节目风格，通过公开“晒”、当面“问”、现场

“评”的方式，把群众关切的“庸懒散奢贪”以及不
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暴露在阳光下，以问
题为导向，用监督传导压力。

在录制现场，评议代表就“迟迟不开工的残疾
人服务中心”“进展缓慢的信息化建设”“等不起的
道路排水施工”等问题向相关负责人进行质询；现
场评议代表还向相关单位赠送一杆秤，提醒他们
要真抓实改，解决工作中存在的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广大老百姓
心中那杆秤的掂量。

节目最后，现场观众通过打分的方式，对各问
题单位进行了满意度测评，英州镇、椰林镇、县交
通运输局位列前三名，英州供电所、县建设项目招
标投标管理中心、县残联位列后三名。

公安派驻税务联络机制
办公室成立
开启“公安＋税务”合作新模式

本报椰林7月4日电（见习记者李艳玫）近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派驻税务联络机制办公室揭
牌成立，开启了“公安＋税务”的深度合作新模式，
标志着陵水综合治税工作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据悉，公安派驻税务联络机制办公室由陵水
县公安局、国税局、地税局和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
区国税局4家单位协商成立，公安经侦部门派驻
人员负责日常联络机制的具体事宜，4家单位按
季召开联席会议。

在日常工作中，公安派驻税务联络机制办公
室秉承“互联互通、高度共享”的合作原则，通过税
务部门在涉税业务方面的执法优势和公安经侦部
门在刑事案件的侦判优势，第一时间互通涉案信
息、第一时间联合取证、第一时间立案查处，严厉
打击虚开发票和偷税、逃税等违法犯罪行为。同
时及时发现、总结、推广协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协调沟通。

公安派驻税务联络机制办公室的成立，开启
了陵水税警合作新模式，将成为陵水防范和打击
涉税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的指挥中心，充分发挥公
安、税务机关的职能优势，实现优势互补，更好地
打击涉税违法行为，为优化陵水社会经济发展软
环境提供有力保障。

结合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建
设、南繁育种基地等优势，及本地区
产业情况，陵水强化了人才工作分
类指导。一方面，不断完善人才分
类引进，通过举办中国（陵水）南繁
论坛，组建陵水县委、县政府决策专
家咨询委员会，县政府法律顾问团
等，先后吸引张启发、张齐生、荣廷
昭等多名院士参与指导有关工作。

据悉，陵水县委、县政府决策专
家咨询委员会已引进来自国家行政

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
的24名专家学者。县政府法律顾
问团面向全国科研院所、社会团体、
律师事务所等机构，遴选了20名法
律专家参与。通过与河北医科大学
合作等，汇聚了一批陵水各行业发
展急需的高层次人才。

另一方面，以分类思路推进人
才科学管理。陵水完善了人才信息
统计工作，建立人才工作台账，按照
年龄、专业、服务意向、区域等标准

划分医疗、农业、教育、扶贫、文艺等
人才类别，建立人才库，实现分类管
理、分类应用。

此外，陵水还建立县领导干部
联系优秀人才制度。县四套班子
领导干部每人联系1名至2名优秀
人才，采取走访、座谈、电话等方
法，进一步密切与各类优秀人才的
联系，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

杨振斌介绍，陵水将进一步在

人才引进管理上进行探索，引进符
合当地文化、旅游、医疗健康等产业
发展需要的高级人才。根据陵水人
才发展工作规划具体目标，到2020
年，陵水将吸引在书法、美术、音乐、
舞蹈、文学创作等领域高级人才70
名，旅游行业的高级人才10名，医
疗健康产业的高级人才15名，努力
建成省内知名的“候鸟”人才集聚示
范地。

（本报椰林7月4日电）

在陵水清水湾置业的国家一级
美术师李昂，近期在陵水又多了两
处“新家”。今年上半年，陵水先后
在本号镇大里地区、清水湾打造了

“候鸟之家”人才基地、清水湾“候
鸟”党支部和人才工作服务站，这两
处都成为李昂在陵水开展艺术交流
活动的场所。“有了这些场所，我能

经常性地参与陵水艺术活动，帮助
陵水培养艺术人才。”李昂说。

陵水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积极打造各类“候鸟”人才
基地是当地推进人才发挥作用常态
化的举措之一，目前陵水已实现“候
鸟”最集中的香水湾、清水湾、土福
湾“三湾”流动党员党支部和人才服

务工作站全覆盖。
促使“候鸟”人才发挥作用常态

化，陵水县委组织部还设立了人才
服务热线，由专人负责接听；同时组
建“候鸟”人才工作微信群，积极发
动“候鸟”进群，倾听意见和建议。
目前这样的群共有两个，群成员
200余名，且仍在不断发展壮大。

陵水县委主要负责人及杨振斌也进
群听取意见。今年上半年来，“候
鸟”们通过热线和工作群提出的建
议已有数十条被陵水县政府采纳。

此外，在陵水支持下，“候鸟”们成
立了书法、音乐、舞蹈、绘画、武术等多
个专业协会，共吸纳会员800余名，还
组织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通讯员 邓俊龙 田鑫

连续20多年，每年都来
陵水黎族自治县工作、生活一
段时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华
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近期
与陵水的联系更加密集。今
年来，他参加了中国（陵水）南
繁论坛，给陵水干部办了几次
讲座，参与陵水高层次人才暨
候鸟人才座谈会，并被吸纳为
陵水县委、县政府决策专家咨
询委员会成员。

“以前有工作就来，没工
作就走，跟陵水交集不多。
现在陵水强化‘候鸟’人才引
进工作，要把‘候鸟’人才利
用起来。”在陵水主要负责
指导华中农业大学陵水南繁
基地工作的张启发说。

吸引更多像张启发这样
的人才，让他们发挥效用服
务陵水发展，已经越来越常
见。近年来，陵水县委、县政
府通过大力推进“三化”（即人

才引进制度化、人才发挥作用常

态化、人才管理精准化）工作，吸
引“候鸟”人才已取得良好成
效，并力争将陵水打造成为
“候鸟”人才集聚示范地。

“引才套餐”制度化

人才发挥作用常态化

人才管理精准化

努力打造
“候鸟”人才集聚示范地

目前
陵水人才库总量约为3.1万人
占全县总人口的8.2%
比2013年增长52.8%

其中“候鸟型”人才

占比达到80%左右

根据规划,到2020年

陵水将吸引

艺术领域
高级人才 70名

旅游行业
高级人才

医疗健康产业
高级人才

10 名

15 名

陵水黎族自治县“候鸟”人才与本地书法爱好者进行交流。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制图/孙发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