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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土优秀人才入选大师级人才、
杰出人才和领军人才成立专家工作室的参照
引进人才标准给予相应待遇

本土人才专家库入库人才
享受每月

500500元—10001000元
优秀人才津贴

其他本土人才成立专家工作室

给予每年最高2020万元的工作经费

并享受

陵水人才梧桐树卡（银卡）

相关优惠政策

经签约5年以上分别给予

每年的工作补贴

大师级人才、杰出人才和领军人才

50万元 40万元 30万元安家补贴

同时分别给予

15万元 13万元 12万元

每年的工作经费

在陵水建立专家工作室分别给予

200万元 150万元 100万元

实施优秀人才和团队引进培养十大工程

项目资助

高端人才“引领工程”
紧缺人才“集聚工程”
青年人才“筑梦工程”
本土人才“培育工程”
外出人才“回归工程”
技能人才“锻造工程”
国际化人才“汇智工程”
企业人才“引培工程”
优秀人才“扶贫工程”

“候鸟”人才“借智工程”

引进的对陵水产业发展有重大贡
献、能带来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的
产业领军人才及团队，可给予

100万—1000万元

其中“候鸟型”人才占比达到了

目前陵水人才库总量约为 万人3.1

占全县总人口的88..22%%

比2013年增长5252..88%%

左右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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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轻骑队下乡首演

借文艺节目宣传扶贫政策
本报椰林12月12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

员吴美莲）日前，陵水黎族自治县文艺轻骑队深入
三才镇举行首场文艺演出，宣传扶贫政策，助力该
县脱贫攻坚。

当天的活动在陵水三才镇乐安村拉开序幕。《东
方红》《朝花夕拾》等节目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活动
以戏曲、舞蹈、音乐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扶
贫政策，引导和激发贫困户自立自强、勤劳脱贫。

陵水文联党组书记吴武军表示，陵水文联组
织艺术家编排文艺节目，希望通过文艺演出的形
式，丰富群众的精神文明生活，让更多的群众了解
扶贫政策。

据介绍，下一步，该文艺轻骑队还将深入陵水
各个乡镇进行巡演。

全县近5年发放
城乡低保1.8亿元
乡镇民政机构从无到有

本报椰林12月12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
员胡阳）记者今天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民政局获悉，
从2013年至2017年11月，陵水共发放城乡低保
金1.8亿元，实现乡镇民政机构从无到有。

据介绍，近年来陵水相继发布10个管理文件，
加强各乡镇年度核查，规范社会救助工作。2013年
至2017年11月，陵水低保审批新增2926户13785
人，清退7472户19911人，动态管理成效显著。

记者了解到，目前陵水全县11个乡镇已全部
建立民政服务站，每个服务站平均配备民政助理
员3人以上；116个村（居）委会和南平居、岭门居
18个作业区（队）均配备1名民政工作协管员，实
现乡镇民政机构从无到有。

为发挥兜底保障作用，截至今年11月，陵水
建档立卡贫困户纳入低保565户1622人，年发放
低保金187.59万元。值得一提的是，陵水农村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在教育、医疗、住房及产业扶持方
面享受与建档立卡贫困户同等待遇。

此外，陵水成立了县低保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中心，出台核查办法。2015年以来，陵水通过信
息核对，查证追缴违规领取低保金42.94万元。
陵水还深入社区、农家宣传低保政策，5年间对农
村基层干部进行低保等社会救助业务培训3294
人次，印发宣传资料14万余册（张）。

举办扶贫产品展销会

“电商＋农产品”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椰林12月12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
员符宗瀚）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举办电商扶贫系
列活动暨扶贫产品展销会，通过搭建展馆的形式
全面展销各乡镇农特产品，以“电商＋农产品”方
式助力脱贫攻坚。

此次活动设有一个陵水综合馆和本号镇、隆广
镇等6个重点扶贫乡镇的产品展区，采取线下体验、
扫码下单等方式集中推广销售香粉蕉、田心鸡、五
脚猪等农产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购买。

活动邀请了陵水多家餐饮酒店和电商企业到
现场采购贫困户生产的农产品，酒店和电商企业
当场与3家农村合作社签订合约，年订单量达
180万余元，将帮扶到160多户贫困户。该活动
还聘请了2014年世界旅游小姐海南赛区冠军黄
珊珊为陵水电商扶贫形象大使。

陵水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电商扶贫
系列活动旨在通过电商帮助贫困户销售农产品，
搭建长期稳定的销售渠道，全方位助力陵水农产
品上行销售和扶贫工作。

据了解，展销会还将于12月16日至17日在
陵水英州镇清水湾美食商业街举办。

多个电商基础设施
及服务项目建成

本报椰林12月12日电（记者苏庆明 通讯
员陈思国）今天，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商务局了
解到，在陵水大力推进互联网信息产业政策支持
下，该县多个电商基础设施及服务项目已建成，将
有效推动电商基础设施提质升级，促进服务功能
完善有序。

据悉，陵水现已建成县域仓储物流中心、陵水
互联网创业园、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和陵水特产品
电商上行集散中心，搭建并上线运营淘宝特色馆、
淘宝陵水特产网、微信商城、海南陵水特产网等几
大互联网平台；累计建成103个淘宝村级服务站，
基本上覆盖全县所有乡镇、农场和行政村；完成了
本号镇电子商务精准扶贫服务中心平台及文罗镇
镇区、新村镇旅游码头和椰田古寨3个陵水特产
品O2O体验店示范点的建设。

据介绍，本号镇电子商务精准扶贫服务中心
发起并成立了6家电商扶贫合作社，组织本号镇
贫困户30多人加入合作社参与生产经营，打开了
乡镇一级电商产业扶贫的大闸门。陵水还将邮政
作为实现双向物流的主要载体，整合县域物流资
源将县城的物件运发至各村镇邮站，同时整合村
镇的农特产品返运至县级物流中心，全力畅通工
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陵水争取海南省互联网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37.5万元，用于15个贫困村电
商服务站进行3.0版本升级改造、提升9个贫困村
电商服务站基础配置等，为解决“最后一公里”问
题强筋健骨。

本报椰林12月12日电（记者
李艳玫 林晓君）在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更多人才支撑的背景下，近日，陵
水黎族自治县出台《关于促进人才
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以下
简称《措施》），着力破除人才工作体
制机制障碍，加大引才用才政策优
惠力度，向用人主体放权，实行更加
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

根据《措施》，陵水将实施高端
人才“引领工程”、青年人才“筑梦
工程”、本土人才“培育工程”等10

项工程，把引才、奖才范围从企事
业单位扩大到私有企业领域，从资
金、住房、补贴等多个方面激发各
类人才投身建设陵水的热情；还将
通过支持创业孵化基地发展、强化
高级人才工作站建设、实行人才动
态支持政策等，为人才提供完善的
干事创业平台和优质的生活服务
保障。

为有效引进高端人才，陵水明
确可以“一事一议”方式，给予大师
级人才、杰出人才、领军人才等三类

高端人才以补贴、项目资助。
为吸引青年人才，陵水将实行高

校毕业生“零门槛”落户政策，自
2003年起的高校毕业生凭户口簿、
身份证、毕业证及与该县用人单位劳
动（聘用）合同即可办理落户手续。

此次陵水人才新政还把培育本
土人才作为一大重点。该县将探索
在卫生、教育、海洋、农业等行业建
立本土人才专家库，鼓励本土优秀
人才建立专家工作室，并给予津贴、
工作经费等优惠待遇。并将实施外

出人才“回归工程”，符合条件的人
才将可享受住房、项目发展等方面
的优惠政策。

陵水在引用使用“候鸟型”人才
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配合此次《措
施》，该县制定了“以服务换取积分，
以积分享受服务”模式的《陵水黎族
自治县关于充分发挥“候鸟型”人才
作用的办法（试行）》《“陵水人才梧桐
树卡”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

为保障和落实用人单位自主
权，陵水还允许该县事业单位协同

县人社局在核定的编制使用计划和
核准的岗位限额内自行组织实施公
开招聘，在核准岗位结构比例内调
整专技岗位设立特设岗位用于引进
高层次紧缺急需人才，对具有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的紧缺急
需专业人才，可采取直接考核、考察
的方式招聘。也可通过购买服务的
方式引进使用人才。试点县属国有
企业高层次人才协议工资制、项目
工资制，不纳入单位绩效工资和职
工工资总额。

加大优惠力度、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实行更加积极的人才政策

陵水：梧桐已栽好 只待凤凰来

归国留学博士、硕士签约在陵水全职服务55年以上并在陵水首次购房

的，分别给予66万元、33万元安家补贴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 邓俊龙

为利用好“候鸟型”人才资源，近
日，陵水出台《陵水黎族自治县关于充
分发挥“候鸟型”人才作用的办法（试
行）》和《“陵水人才梧桐树卡”使用管理
暂行办法》，进一步完善引才用才机
制，通过积分奖励等制度，让更多的

“候鸟型”人才融入陵水、服务陵水。
文件指出，陵水“候鸟型”人才工

作将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有用”的总
体思路和“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契约
管理、积分激励”的运作方式，形成多
方联动，充分发挥“候鸟型”人才对当
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促动作用。

陵水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芦海东告
诉记者，“候鸟型”人才工作，采取“政
府＋企业＋候鸟”模式，由政府负责统
筹，提供一个平台，企业负责保障，提
供基础设施等硬件支持，促进“候鸟
型”人才发挥技术特长服务陵水。

今年以来，陵水已在本号镇大里
地区、清水湾、富力湾等地设立“候
鸟”人才基地或“候鸟”人才工作服务
站。在最近成立的富力湾富力社区

“候鸟”人才基地，地产企业免费为“候
鸟”提供场地、设备等硬件设施支持。
芦海东说，打造这样的平台能起到聚
集人才的作用，让更多的“候鸟型”人
才能够找到组织，壮大服务队伍。

为进一步吸引“候鸟型”人才服

务陵水，该县还以“以服务换取积分，
用积分享受服务”为原则，设立“候鸟
型”人才积分激励机制。

支教一课时计3分、坐诊一天计6
分、代表陵水参加一次国家级各类活
动计10分……积分有基础分和加分
项，具体包括服务活动分和表彰奖励
分。“以1年为一轮积分周期，同一服
务项目可按服务次数依次积分；积分
达到80分者可享受‘陵水人才梧桐树
卡’银卡待遇；积分达到90分者可享
受到‘陵水人才梧桐树卡’金卡待遇；
积分超出90分者，超出的计分自动延
入下一个计分周期。”芦海东介绍。

“陵水人才梧桐树卡”是陵水此
次针对“引进人才”、本土人才、“候鸟
型”人才推出的服务政策。该卡有效
期为1年，持卡者可以享受到创新创
业、休闲服务、食宿优惠等10多项优
惠政策，其中许多优惠政策与他们的
日常生活关联紧密，如每年免费在省
内三甲医院进行一次健康体检，享受
机场接机、动车站贵宾服务等。有效
期过后，符合条件者可重新申报、换
领新卡。

“这政策好，给予我们的是与生
活息息相关的优惠，这也是对我们价
值的一种肯定，我们为陵水服务的干
劲更足了。”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在陵
水置业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退休教授石淑华说。

（本报椰林12月12日电）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李艳玫
通讯员 黄艳艳

让“家乡人”服务本地，是人才工
作的一项务实举措。但一直以来，陵
水黎族自治县在引进外来人才方面
下了很大功夫，反而在本土人才培养
上支持力度不足。今天，记者从陵水
县委组织部了解到，此次陵水出台的
《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
（试行）》（以下简称《措施》）弥补了这
一缺失。

《措施》规定，要大力实施本土人
才“培育工程”，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用
人主体作用，加大培育行业领域优秀
人才工作力度，探索在教育、卫生、农
业、旅游、文化、海洋、科技、互联网、
金融、环保以及其他领域建立本土人
才专家库。

“入库人才不唯年龄、不唯学历、
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凭评
选当年实际业绩奉献为主的能上能
下机制。”陵水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芦
海东介绍，经县级遴选认定后给予入

库人才每月500元至1000元的优秀
人才津贴，并享受“陵水人才梧桐树
卡（银卡）”相关优惠政策。

此外，为吸引人才返乡，陵水将
实施外出人才“回归工程”。围绕陵
水重点产业规划，制定完善人才新政
实施细则，充分利用人才交流会、人
才招聘会招商引资会等活动，大力推
介家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投资环境
和人才优惠政策，激励海南籍在外优
秀人才回乡创业创新。

对返乡人才，陵水将按有关政策
给予项目资金资助、贷款贴息、风险
投资、办公场地等扶持；符合条件的
提供公租房居住，或按国内高校毕业
生同等待遇发放租房或安家补贴；作
出积极贡献的发放“陵水人才梧桐树
卡”，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我们将积
极为外出人才回乡创业搭建平台，努
力形成人才愿留下、想创业、创成业
的良好氛围。”芦海东说。

《措施》还提出，鼓励条件成熟的
本土优秀人才建立专家工作室。

（本报椰林12月12日电）

陵水实施“培育工程”“回归工程”

培育更多本土人才
吸引外出人才回流

陵水引才用才新政 大亮点

创新创业
教育培训
子女就学
配偶就业
行政服务
医疗保健

“陵水人才梧桐树卡”银卡持有者
可享受除养老服务外

“陵水人才梧桐树卡”金卡持有者
可享受1212项服务：

休闲服务
金融及法律服务
住房保障
交通保障
食宿优惠
养老服务

程度不等的其他1111项服务

与陵水签约全职服务33年以上的

对新落户并签约在陵水全职服务33 年

以上的博士、全日制硕士毕业生（不含机关事
业单位在编人员），两年内分别发放每年

11..55万元、11万元租房和生活补贴

且由在陵企业引进或培养新获得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职工

对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团队）

每年给予10万—30万元薪资补贴 博士、全日制硕士毕业生签约在陵水全

职服务55年以上并在陵水首次购房的

6万元、3万元安家补贴

分别给予

对落户陵水

给予33万元安家补贴

分别一次性给予20002000元、50005000元奖励

对新引进培育的高级技师在陵水首次购房的

对与陵水签约全职服务33年以上的归国留学博士、硕士，两年内分别

发放每年22..55万元、11..55万元租房和生活补贴

“候鸟”老人、国家一级美术师李有春为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沟尾小学
的孩子们上书法课。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对“候鸟型”人才实行积分奖励制度

为陵水服务越多
享受陵水的服务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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