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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杜明娥探讨海南人才引进和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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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发布以来，我省推出多项举措招才引智

以开放姿态在五湖四海广揽人才

海南新时代的发展离不开人才

人才的重要性，在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中不言而喻，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归
根到底是人才的实力。今年，党中央决定
全面支持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
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这为海南的人才工作提出更高
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我国原有的粗放型发
展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了。

我们应该走创新型的发展道路，人才是最
重要的战略资源。”杜明娥说，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要走创新型发
展之路，就要靠人才。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聚。
1988年“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盛况令人难
忘，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取得了巨
大成绩，这正是得益于人才的聚集。

“新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呼唤新型
的人才，而新时代、新使命为人才的发展也
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和更好的发展机遇。”
杜明娥说，海南要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新标杆，因此对人才的需求和渴望，
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比其他任何省份都
更加迫切。在她看来，《百万人才进海南行
动计划（2018-2025年）》的实施开辟了海
南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局面。

补齐服务短板 吸引更多人才
在过去30年里，海南的人才工作取得

了一定进步，但与不少内陆省份相比，海
南在人才领域的工作仍有较大提升空
间。杜明娥认为，目前，海南人才工作的
短板主要集中在高端人才、高层次人才、
大师级人才、杰出人才相对缺乏。而眼
下，海南对于这种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又在
急剧增加。因此，从总体上看，海南人才
总量是不足的。

“因此我认为，在人力资源的配置和体

制机制的创新上，特别在人才后续发展及服
务平台的建设上，都需要进一步地加强、提
升。这些问题需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百
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年）》
实施后，我想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杜明
娥说。

那么，海南又要靠什么来吸引人才？如
今，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的建设前景让海南的魅力与日俱增。据杜
明娥透露，海南大学今年吸引了许多分数远

超过本省录取分数线的学生报考。
杜明娥梳理了海南吸引人才的几个关

键：海南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同时又拥有
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等优势，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对海南提出了“三区一中心”
战略定位；其次，海南在体制机制上的创新，
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也使海南拥有更大
吸引力；此外，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等多
样化平台通过打造创新团队来吸引人才。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乔敏瑞

事业因人才而
兴，人才因事业而
聚。“人材者，求之则
愈出，置之则愈匮。”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是国家的重大战
略，必须举全国之力、
聚四方之才。

——习近平，《在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 30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

海南要坚持五湖四海
广揽人才，在深化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上有突
破，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
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创新人才培养支持机制，
构建更加开放的引才机
制，全面提升人才服务水
平，让各类人才在海南各
尽其用、各展其才。

——习近平，《在庆祝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

要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
界一流学科，鼓励国内知名
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海南设立
分支机构，鼓励海南引进境
外优质教育资源，举办高水
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
目，支持海南开展国际人才
管理改革试点，允许外籍和
港澳台地区技术技能人员按
规定在海南就业、永久居留。

——习近平，《在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

8月25日晚，《新时代琼崖
传习所》第八期在海南广播电
视总台综合频道、旅游卫视播
出。本期节目邀请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海南大学党委
常委、副书记杜明娥担当主讲
嘉宾。节目中，杜明娥回顾了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
人才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进
一步探讨了海南在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中的人才引进和培养策略。

在节目中，杜明娥以海南大学为例，表
示海南的高校要发挥优势，为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汇聚更多
人才。

在她看来，高校的人才工作正在进行多
种转变。首先，从重数量到重质量的转变。
其次，人才引进工作从“全面撒网”到“精准
引进”，结合海南的定位与实际所需引进人
才。第三，人才工作从“引进为主”到“引培

并举”，高校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也要让中青
年骨干教师“走出去”进修学习，提升他们的
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

“最后一个转变就是从国内引进转变为
国内外结合。”杜明娥说，海南的人才引进工
作要不断拓展视野，面向全球打造国际化人
才队伍。

近年来，包括海南大学在内的省内多
所高等院校在人才引进上投入的资金、

资源不断增长。杜明娥表示，得益于海
南的地理位置与发展定位，海南大学在
全国高等教育中也应发挥更大作用，所
以海南大学要结合实际，发挥优势，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重点围绕热带高
效农业、法学等学科建设世界一流学科
高校，助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海南要面向全球打造国际化人才队伍

杜明娥

文昌市委组织部人才科科长刘小刚：

文昌“一中心三服务站”
年内建成
■ 本报记者 袁宇 特约记者 黄良策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8月25日晚，文昌
市委组织部人才科科长刘小刚早早守在电视
前，等待《新时代琼崖传习所》第八期节目的播
出。“这期节目主要围绕‘人才’主题，既是当前
时政热点，也与我的工作息息相关。”刘小刚说：

“今天是周六，所以我早早就回到家中等候节目
开播，希望从节目中‘取经’。”

第八期《新时代琼崖传习所》邀请的嘉宾是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海南大学党委常委、
副书记杜明娥，她以“大力引进和培养人才，建
设世界一流学科高校”为主题进行了理论阐述。

“节目开篇便盘点了海南历史上的文化大发
展时期，从北宋苏东坡带来中原文化，到如今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都诠释了‘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深刻含义。”刘小
刚说，近年来，文昌市委正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
记和海南省委关于人才工作的新要求，解放思
想，创新思维，在人才引进、培养和人才体系建设
上下功夫，“文昌现已针对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先
后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管人才工作的
实施意见》《加快教育医疗人才队伍建设的暂行
规定》等政策，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今年仅在
教育、医疗领域便已引进289名人才。”

文昌是国内著名旅游养生胜地，每年10万
“候鸟”下文昌，其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文昌
专门出台了一系列柔性引才措施，在不改变人
事关系、户籍关系前提下，引进市外人才。”刘小
刚表示，为了用好用活“候鸟”人才资源，文昌与
专门的服务型企业合作，成立“候鸟”人才服务
工作站，筛选出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一一联络
拜访，建立人才档案库，并提供平台，让各类人
才发挥才智。

“杜明娥教授在节目中谈到，海南吸引人才，
要靠‘人才优先’的理念，要靠体制机制的创新。”
刘小刚说，“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工作上必须树
立新思维，践行新要求，构建具有竞争力的人才
引进机制、适合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机制、科学
合理的人才保障机制和务实高效的人才管理机
制，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刘小刚透露，文昌当前正在建设“一中心三
服务站”，打造“一站式”人才服务平台。其中，
文昌市人才服务中心与清澜“候鸟”人才服务工
作站已建成投用，龙楼“候鸟”人才服务工作站
与文昌博士工作服务站都将在今年年内建成，
将实现人才“引得来”“用得上”“留得住”，确保
人才不断档。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重点领域和社会经济
发展的需要，以问题为导向，继续打造层次清
晰、务实管用的人才政策体系，为释放人才工作
活力提供制度保障。”刘小刚高兴地说，第八期
《新时代琼崖传习所》阐述了人才工作在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的
重要性，“这既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对我们
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接下来，我们会强化
交流，采取多种措施多种形式开展招才引智工
作，争取人才工作经费投入的不断增加，让更多
的人才能够在文昌各展其才、各尽其用。”

（本报文城8月25日电）

■ 本报记者 李磊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对海
南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而
在之后发布的中央12号文件中，有4条
与“人才”有关。

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5月 13日，我省发布《百
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3个月
来，我省围绕《行动计划》出台了一系
列具体措施，针对人才引进推出各种
优化服务。

针对人才来琼落户问题，我省规定
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等人才可在海南省工作地或实际
居住地落户，各类高层次人才、硕士毕业
生等人才可在海南任一城镇落户。

今年6月成立的省级人才服务“一
站式”平台，为人才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入
琼通道。办理业务时，平台可实现数据
一次录入、系统自动分发，而且是部门联
办、限时办结、统一送达。针对人才来海
南后急需解决的落户、就医、子女就学、
配偶就业以及住房等方面问题，我省发
布了《海南省引进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
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等，进一步激发了
各类人才来琼干事创业的热情。

一系列服务举措，不仅彰显了海南
招才引才的决心和诚意，也吸引了海内
外人才的目光。

5月17日，针对自贸区建设管理人
才紧缺的状况，海南面向全国招聘600
名党政紧缺人才，截至报名结束，共有
1.4万余人报考。

6月20日至27日，我省连续举办3
场“招才引智”专场招聘会，共有33名博
士、1442名硕士、513名归国留学人员向
我省用人单位投递了简历。

我省在大力引才的同时，也推出了
一系列针对海南本地人才培养的政策。

自6月中旬起，省委选派100名业
务骨干，分赴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
及上海等7省市自由贸易试验区跟班学
习；同时，在中组部支持下，从中央部委
和各省、自贸区邀请44名具有自贸区建
设相关学历背景或工作经验的业务骨干

到海南挂职一年。
5月初，省人才办开始启动实施省委

联系服务重点专家遴选工作，指导协调
各市县、各有关部门分层分类做好本地
区、本领域专家联系服务工作，提升全省
专家服务水平。

6月初，省人才办、省人社厅联合印
发《关于做好2018年度海南省国家级人
才项目人选配套资助申报工作的通知》，
为在我省全职工作的国家“千人计划”人
选、国家“万人计划”人选等国家级人选
提供配套资助。

如今的海南正敞开怀抱，向全世界
发出召唤，五湖四海广揽人才，为新时代
蓄势腾飞的海南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坚持发挥人才的关
键性作用。坚持人才是
第一资源，在人才培养、
引进、使用上大胆创新，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努力
让各类人才引得进、留得
住、用得好，使海南成为
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
之岛。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实行更加积极、更
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
政策，加快形成人人渴望
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
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
才的良好环境。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发布之后，我省“招才引智”专场招聘会吸引了逾2000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到场应聘。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