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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省金融发展促进会
引进国内知名
信托公司总部

本报海口 10月 18 日讯 （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卢晓咪）海南日报记
者从海南省金融发展促进会获悉，
10月18日上午，海南省金融发展促
进会与国民信托公司在北京签署
《共同服务海南自贸区（港）建设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
将在合作共建国家开放金融先行实
验区、共建国民信托海南总部等方
面展开具体合作。

据了解，双方将联合开展金融
课题研究、合作开展人才培养、合
作举办金融活动，每年举办一次
全国性的供应链金融会议。发挥
双方各自优势，合作推进有关金
融机构的创建工作，如南海信托
公司、海南金融资产交易所、南海
开发银行和海南重点产业发展基
金等。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罗
霞 实习生王淼 通讯员贺澜起）针对
群众反映“办理各类生产许可证时，
都需要提供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的问题，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26项权力事项取消提供营业执照复
印件。

在申报过程中，对于药品委托生
产行政许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GMP）认证等26项权力事项，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部门通过“全
省一张网”审批系统核对完申请人
《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后，不再收取
申请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其他申
报条件不变。

据了解，在“全省一张网”审批系
统数据库逐步完善以后，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将进一步扩大取消提供《营业
执照》复印件的权力事项范围，为申
请人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优化政务服务

26项权力事项取消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

海南招才引智“智汇海南”人才专场
招聘会将于10月21日举行

1100多个岗位等你来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李磊）海南日

报记者18日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
为贯彻落实《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
2025年）》，该厅将于10月21日在海南大学联谊
馆举办2018海南省招才引智“智汇海南”人才专
场招聘会。

本场招聘会主题为“英才齐集耀琼州 智汇
海南新未来”，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承办，是我省2018年下半年

“百万人才进海南”招才引智系列活动之一。本
场人才招聘会将提供各类岗位1100多个，紧扣
海南省十二个重点产业和基层发展需求，行业涉
及服务旅游业、热带高效农业、医疗健康、乡村振
兴、生态环保等领域，面向全国及省内外各高校，
广邀本土人才、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海外
人才、留学回国人才等各层次优秀人才及应届毕
业生留琼发展，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增加
高层次人才有效供给。

积极落实人才奖励政策

文昌为引进人才等
发放奖励和补贴

本报文城10月18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陈慧明）海南日报记者18日从文昌市获悉，文
昌积极落实相关人才奖励政策，为教育医疗人才
发放安居补贴和奖励，对引进的8名教育部直属
免费师范毕业生给予每人8万元的安居补贴，对
3名获得省级学科带头人给予一次性3万元的奖
励，对选派到江苏挂职锻炼的13名基层医疗机
构业务骨干每人给予1万元的培训经费补助。

据悉，自我省实施“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
划”以来，文昌市率先出台《文昌市关于加快教育
医疗人才队伍建设的暂行规定》，在人才引进、培
养、激励等方面制定具体措施，并加大了人才引进
和培养力度。

此外，文昌积极实施“百名人才培养工程”，
并对获得国家级、省（部）级表彰的人才给予相应
的奖励，对招聘到偏远乡镇卫生院及乡村学校的
教育医疗人才给予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生
活补贴。

今年以来，截至目前，文昌市共引进286名教
育医疗人才，其中高层次紧缺人才11名。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符策栋）10月18日，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发布有关通
知，明确我省引进人才享受人才公
寓、住房、购房补贴保障的具体条件，
以及住房购房申请补贴时间和标准，
首批租房补贴本月开始接受申请。

依据通知规定，人才公寓、住房
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的保障对象范
围为 2018 年 5月 13 日后新引进的
符合条件的人才。人才引进时间以
2018年5月13日后第一次缴纳个人
所得税或社会保险时间为准。人才
在引进时的实际年龄（周岁）符合申
请住房租赁补贴或购房补贴所需年

龄条件的，可按规定申请并最多可
累计发放3年补贴。曾在海南工作、
2018年 3月31日前已离开海南，并
于 2018 年 5月 13 日后重返海南工
作的符合条件的人才，可列入本次
保障对象范围。2018年 4月 1日至
2018年5月13日期间在海南有个人
所得税或社会保险缴纳记录的人
员，不列入本次保障对象范围。

具有技师职业资格、执业医师资
格或具有国家和我省已明确规定可聘
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执业资格的人
才，补贴参照硕士毕业生或具有中级
专业技术职称的人才标准，住房租赁
补贴为2000元/月，购房补贴为2.4万
元/年。引进的大师级人才、杰出人

才、领军人才申请人才公寓的，按照属
地原则，由人才向市县政府指定部门
申请。在人才公寓建成交付使用前，
由市县政府指定部门按相应面积标准
向上述三类高层次人才提供免租金的
住房。

人才公寓、住房租赁补贴或购房
补贴由个人通过单位统一进行申
请。住房租赁补贴每季度集中受理
和发放一次，首批住房租赁补贴于
2018年10月开始接受申请；购房补
贴每年集中受理和发放一次，首批购
房补贴于 2019 年 1 月开始接受申
请，按上一年度实际缴纳个税或社保
月份一次性进行补贴。住房租赁补
贴或购房补贴最多累计发放 36 个

月，须在人才引进之日起5年内申请
领取完毕。

夫妻双方均为符合条件的引进人
才，并在不同市县就业创业的，可按规
定分别单独申请人才公寓、住房租赁
补贴或购房补贴；夫妻双方均为符合
条件的引进人才，并在同一市县就业
创业的，按照就高原则，由享受标准较
高的一方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人才公
寓、住房租赁补贴或购房补贴，同时提
供家庭仅申请1套人才公寓或1份补
贴的诚信承诺函。

对符合住房租赁补贴或购房补
贴申请条件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申
请补贴需提供申请时间段对应的个
人所得税完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

证明。因缴纳税款为零未能开具完
税证明的，需提供个人社会保险缴纳
证明。申请购房补贴的，凭2018年5
月 13日后新购买的住房（包括共有
产权住房、限售商品住房、商品住宅
等）提出申请，不得凭2018年5月13
日前在海南已购买的住房提出申
请。购房时间以购房合同备案时间
为准。

我省将加快建立住房租赁补贴和
购房补贴发放信息上报制度，各市县
要将补贴发放信息及时纳入省人力资
源开发局建设的人才补贴发放系统，
并建立人才住房保障诚信体系，纳入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海南），强化
诚信管理。

我省公布引进人才租购房补贴申请条件和标准

首批租房补贴本月开始接受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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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生态村和区块链实验室落户海南
海南生态软件园再添100亿元级项目

10月18日下午，海南与百
度公司的一系列合作签约仪式
在澄迈海南生态软件园举行，
双方将携手共建百度海南生态
村、百度区块链实验室、智能驾
驶汽车产业等多个项目。

其中，百度海南生态村将
在海南省政府的支持下，依托
百度生态体系，整合包括百度
公司、百度联盟、百度长江学堂
以及合作伙伴资源，导入领先
技术、企业孵化等价值服务和
支撑，由海南生态软件园整体
规划和建设。这也意味着，继
海南腾讯生态村、中国游戏数
码港、中国智力运动产业基地
之后，又一个100亿元级产业
项目落户海南生态软件园。

海南百度区块链实验室则
由省工信厅、百度公司、海南生
态软件园共建，落户在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区块链试验区。“实验室”
将针对区块链技术的迭代发展
展开深度研究，探索区块链技
术在知识产权、电子商务、教育、
交通等领域的发展与应用，与
海南共建区块链产业生态。

签约仪式上，百度高级副
总裁、百度搜索公司总裁向海
龙表示，时代目睹了海南的革
新，也见证了百度的发展，百度
将秉承开放的精神，以本次合
作为契机，积极探索区块链产
业等新兴领域的发展机会，共
同推进区块链产业落地，助力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此次百度公司和海南的合作，区
块链是重要的内容。海南百度区块
链实验室、度链公司以及百度“超级
链”等集中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区块链试验区落
户与发布。百度多项区块链领域项
目集中落地，合作力度之大，将极大
助推海南区块链产业生态升级加码。

据悉，海南百度区块链实验室落户
于海南生态软件园中的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区块链
试验区。由工信厅、百度公司和海南生
态软件园三方发起设立的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区块链试
验区标准委员会还将致力于制定相关技
术标准和行业规范，并探索依托百度“超
级链”推广公共区块链服务。

省工信厅厅长王静表示，海南在
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中，需要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区块链技术是
伴随着互联网发展而诞生的新技术，
它有望解决人们关心的安全、监管等
问题。希望海南在区块链产业发展中
抢占先机，集聚一批企业，吸引人才技
术和资金管理，制订好行业发展规范
标准，提升信息智能化水平，支撑海南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百度选择海南生态软件园作为区
块链合作伙伴并非偶然。就在10天
前，“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区块链试验区”作为国内首
个正式授牌的区块链试验区在海南生
态软件园宣告设立。

这是海南生态软件园利用中央赋
予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的政
策优势，借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以科技驱动制
度和产业创新，努力构建区块链健康产
业生态，助力海南抢占区块链产业制高
点的一系列动作。

此次中国互联网龙头企业百度加
盟，无疑印证了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区块链试验区的
强大吸引力。

百度搜索首席架构师兼区块链实
验室主任谭待说，区块链是当下整个互
联网圈最热的话题，也是百度发展的重
点，区块链技术对互联网的发展和人工
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区块链也是海南
的热点。“毫无疑问，海南已经成为中国
区块链创业的中心，也是这次百度和海
南战略合作的重头戏。”

海南生态软件园总经理杨淳至说，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区块链试验区成立后得到了国
内外以及行业高度的正面关注，今天通
过与百度的一系列区块链合作，对推动
海南区块链产业建设、推动区块链和传
统实体产业融合发展，都将带来积极的
影响。

活动当天，百度还首次发布了《百度
区块链白皮书1.0》以及百度的超级链系
统——XuperChain，并宣布度链公司
落户海南。百度区块链的一些落地业务
将陆续在度链公司开展运作，该公司也
是百度目前唯一的区块链业务公司。

作为全球著名的互联网企业，百度
公司拥有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和最
大的中文网站，海南省政府与百度公司
的战略合作洽谈由来已久，双方去年就
已经形成一系列合作共识。

今年5月22日，在海南生态软件园
和百度联盟联合主办的“2018百度联盟
生态峰会”上，向海龙就曾表示，在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
大背景下，百度希望通过峰会让更多合
作伙伴在海南找到新机遇。

峰会结束后第二天，向海龙携一批
百度长江学堂的创始人学员赴海南生态
软件园参观考察。彼时，百度与海南生
态软件园实质合作已拉开序幕。

据悉，截至今年4月，海南生态软件
园已完成一期项目招商，并于今年5月9
日开工了3个100亿元级项目和1个配
套学校，计划今年总开工面积100万平
方米，投资50亿元，将为后续企业进驻
提供足够的空间载体。

海南生态软件园作为我省发展互
联网产业的重要平台，承载着全省互
联网产业超过50%的发展目标，目前
已有腾讯、华为等近 3300 家企业落
户。此次百度海南生态村落户，无疑
会带动一大批百度系企业落户，并形
成新的100亿元级项目。就在18日当
天，百度系企业珠海健康云科技有限公
司恰好向园区企业服务超市递交了注册

申请。
珠海健康云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陆

德庆说，他们是一家综合性健康互联
网公司，非常看好海南自贸试验区的
发展，这次准备将公司的互联网医疗
业务落户在园区，“园区为我们企业提
供了便捷的一站式服务，3小时就可以
办好注册手续，真是太方便了。”

近年来，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澄迈县委县政府等
积极与互联网龙头企业展开合作，发挥
龙头企业平台的资源和带动作用，助力
海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而海南
生态软件园则成为我省与互联网龙头企
业开展合作的重要载体。

百度华为腾讯纷纷入驻
海南生态软件园成互联网龙头企业聚集地

百度多个区块链项目集中落地
为海南区块链产业升级加码

1

2

海南与百度公司的一系列合作签约仪式在海南生态软件园举行。

百度首次发布超级链系统——
XuperChain，并宣布度链公司落户
“区块链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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