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澄迈新发展 2018年12月14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陈奕霖 美编：王凤龙A11

澄迈动态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如今，各个城市人才之争愈演
愈烈，但有的地方盲目追求数量、缺
乏规划，也给人才工作埋下了隐
患。为避免踏入误区，今年以来，澄
迈在人才引进方面突出“精准”，进
一步强调了引才的针对性、实效
性。量体裁衣，按需引才。

需求“精准”，让引才有的放矢。
澄迈意识到，引才要实实在在考虑到
用人单位的需求。澄迈县人民医院

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
院的合作，就没有选择引入后者特色
的小儿心血管科等科室，而是选择眼
科、小儿呼吸科等，便是考虑到患者
到县级医院就诊的需求主要集中于
常见病、多发病，而非罕见病。

服务“精准”，使人才“留人又留
心”。一个地方对人才的吸引力，取
决于软、硬两种环境。做好精准服
务，是在为留住人才创造良好的软
环境，在他乡营造“归属感”。为此，
澄迈今年进一步开设“一站式”人才

服务平台，同时完善教育、医疗、娱
乐等服务配套建设，为人才解除后
顾之忧，安心扎根就业创业。

政策“精准”，针对人才“痛点”
把脉开方。人才政策的制定和落
实，绝不是毫无目的地“撒胡椒面”，
而是要积极与企业、人才对接，了解
其核心诉求。对于在外地就业兴业
的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解决住房
问题是关键。故澄迈将于近期印发
住房保障实施细则，精准施策，进一
步推动人才聚事业兴。

引才留才关键在“精准”

望闻问切
步行走访发现问题

有车不坐，非得走路，这个省城来
的“第一书记”有点怪。林仕光还记得
陈志强去年2月刚到村时的场景，“村
干部天天跟着他步行，把每家每户都走
了个遍。”

实际上，陈志强此举用心良苦。彼
时，村道路两旁堆满垃圾、污水横流，环
境“脏乱差”问题遗留多年。“看到这样
的环境，作为医生，我首先担心村民的
健康问题。”陈志强说，因此，他有意带
着村干部沿村道步行，让他们随着他

“望闻问切”，把平日里可能忽略的卫生
问题重视起来。

随后，陈志强多次组织村干部、党员

及村民对环境卫生进行整治，在下辖6
个自然村增配保洁员，实行按片区管理，
并指导村民做好内务及房前屋后卫生工
作，使各村环境卫生情况得到明显改善。

“‘面子’干净了，‘里子’也要兼
顾。”陈志强意识到，除了引来好医生到
村义诊，村子的卫生室也要“强”起来。
为此，他先后协调派驻单位省中医院向
村卫生室赠送理疗仪、按摩床等价值4
万余元的医疗器材，并为村子增添大量
药品，让更多村民体会到了“小病不出
村”的便利。

治病治根
引来工厂助村民就业增收

12月11日上午，在位于大边村内

的鸿源服装加工厂，村民邱海梅熟练
地进行服装加工，数十张独立的布片
经过她的巧手，很快便被缝制为成
衣。按照加工工艺复杂程度，邱海梅
每做一件衣服，能挣几分到1元，每个
月有2000多元。

在加工厂里，像邱海梅一样的工人
现有42人，其中14人是贫困村民，每月
收入1000余元至3000余元不等。过
去，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陈志强没
少费工夫。

“大边村村如其名，地处边远，村
里322户人家过去大多靠种植橡胶、
槟榔、水稻为生。”陈志强说，近年来，
由于青壮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大边
村有朝“空心村”发展的趋势，让他很
是着急。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志强结

识了在外打工的林举平，“他告诉我，
有位来自广东的老板想在澄迈建服装
厂，在选址上颇为犹豫。”陈志强说，这
让他看到了机遇。

于是，陈志强多次与客商协商，
并给出优惠的租金福利，最终让鸿源
服装加工厂落户村里，就近解决了村
民的就业问题。今年 10 月，陈志强
还整合政府资金 100 万元对厂房进
行扩建，扩大规模，以让更多村民就
近就业。

对症下药
帮扶“处方”因人而异

近两年来，陈志强吃住在村，骑着
一辆电动车走访了大边村所有低保户、
五保户、残疾困难户，每个家庭的困难
他都明了于心。

“必须‘对症下药’，才能更好地保
障他们的生活。”陈志强说，对于有劳
动力的贫困群众，他协调省中医院出
资20余万元帮助他们修建棚舍，发展
禽畜养殖产业，并招收部分人员进入
省中医院工作；对于劳动力欠缺的贫
困户，则纳入“公司＋合作社”项目，通
过定期分红帮助他们增收发展；对于
考上大学的贫困户子女，陈志强也积
极筹集学费，为孩子在求学路上“扶一
把、送一程”。

忙完一天的工作，夜色渐浓，陈志
强走出办公室，看着这片自己用心付出
过的土地，良久无语。

“我们都知道陈书记对村子有感
情。”林仕光说，道路旁的一排排路灯，
是陈志强多方筹集资金修建的；2.24公
里的乡村道路硬化，也少不了陈志强的
功劳，“我们希望他有时间便回来看看，
再和我们聊村子情况，说发展思路，就
像现在一样。”

（本报金江12月13日电）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吴清文

“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法医
则是用证据帮助逝者‘说话’。”12月
13日下午，刚参与一起交通肇事案
件鉴定工作的法医李书平回到澄迈
县公安局，在办公室里接受了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用一句话简单介绍自己
的工作内容。

今年50岁的李书平是河南安阳
人，已经和刑侦工作打了28年交道，
在他手上办过的大案、要案超过200
起。2017年，澄迈县公安局面向全
国招法医人才，看到这一消息的李书
平“心动了”。在经过报名和澄迈县

委组织部、县公安局考察等一系列手
续后，他于同年10月自河南安阳调
动至澄迈县公安局。

“最初想到澄迈工作，主要是看
中这里的生态环境优势。”李书平说，

“来了以后才发现，澄迈为人才提供
的服务也相当‘暖心’”。今年初，他
到县里办理人才落户手续，前后只花
了不到1天时间，“便捷、人性化是我

的第一感受。”
同时，李书平也感受到了澄迈对

人才的重视程度，“局里对我爱人的
调动十分关心，今年来积极联络对应
的医疗单位和卫计委、人社部门，努
力协调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此外在
从优待警方面，澄迈县公安局也下了
不少功夫，除了对李书平工作中需要
的人力、物力均给予最大支持，还在

保留他原有待遇不变的前提下，今年
9月又按程序晋升职级、提高待遇。

以人才引人才。自被引进澄迈
县公安局后，李书平参与勘察案件
100余起，在他的“传帮带”下，局里
的青年法医业务能力日渐精进，工作
规范化程度大有提升。此外，今年
初，他推荐一名副高级职称的法医来
到澄迈。

“如今，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
港，给各地人才提供了很好的发展
机遇。我很庆幸自己选择来到这
里。”李书平说，接下来，他将把自身
所学尽数传授给局里的青年法医，
为澄迈破获各类案件竭尽所能提供
技术支持，积极主动为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报金江12月13日电）

落户1年，资深法医李书平盛赞——

“澄迈为人才提供的服务很‘暖心’”

帮澄迈文儒镇大边村引来优质医疗资源、创造就业岗位，推动村庄发展

“医生书记”治病根更治穷根

记者手记

澄迈聚焦·引才

澄迈警方侦破
一起重大盗窃销赃团伙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24人，破获案件216宗

本报金江12月13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朱怡榕 吴淑旭）澄迈警方12月11日通报一则
警情：2018年12月4日至6日，澄迈公安机关负
责侦办的“10·11”重大盗窃销赃团伙案在广东深
圳、海南海口两地收网，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4人，
破获案件216宗；缴获被盗手机38部、电脑2台、
电动车5辆、现金1.7万元。

海南日报记者从警情通报会上获悉，今年8
月13日，澄迈县老城镇某工地5名工人财物被
窃。澄迈警方现场勘察发现，此案作案时间、作案
手法等与此前发生在该县辖区内的30余宗案件
高度相似，于是警方将这一系列盗窃案件并案侦
查，认定这是一起涉盗窃、销赃等环节、全链条式
的系列团伙盗窃案。10月11日，澄迈警方将该
重大案情向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报告。省公安厅随
即决定成立“10·11”专案组，分成4个小组奔赴
各地对此案开展侦查。

经过近3个月的细致侦查，一个完整的盗窃
销赃网络逐步浮出水面：一号盗窃团伙以邢某二
为首，主要盗窃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电子设备；二
号盗窃团伙以何某远为首，主要盗窃电动车。电
子设备主要销赃对象则是以胡某伟为首的家族式
销赃团伙。

12月4日凌晨5时，收网时机成熟，警方在海
南、深圳两地的行动组同时收网。12月6日，本
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澄迈警方呼吁，希望有遭遇类似盗窃案的受
害人及时到案发地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及时跟澄
迈 警 方 联 系 并 报 案 。 联 系 人 ：冯 警 官
15008000927，王警官18289700216。

“澄迈房产公众信息
服务平台”上线
可在线查询商品房抵押情况

本报讯（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张仁圣）为给广
大群众建立一个方便快捷的房管公众服务平台，
提升政务信息化和公开化水平，经过精心准备和
调试，“澄迈房产公众信息服务平台”日前正式上
线运行。据悉，该平台主要通过文字、图片等向社
会提供最新的房管资讯，同时为群众提供在线查
询商品房抵押情况等便利服务。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群众可通过微信搜索
平台名称进入公众号，进行楼盘预售证、房屋合同
备案，以及在线查询商品房抵押情况、二手房源、
租赁房源、政策法规等信息。据介绍，“澄迈房产
公众信息服务平台”的开通，是澄迈县房管局积极
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又一次创新，进一步
推动了房管业务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国标舞全国公开赛澄迈开赛
本报讯（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王家专）日前，

2018年中国海南首届CEFA国际标准舞（体育舞
蹈）全国公开赛在澄迈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举行。
来自全国12个省份的34支代表队1524人在此
集聚，角逐各组别桂冠，为当地群众献上了一场精
彩的体育文化盛宴。

此次活动由海南省体育总会指导，CEFA（中
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国际标准舞海南省考级中
心主办，澄迈县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等单位协
办。日前进行了职业组摩登舞、职业组拉丁舞、业
余A组摩登舞等209个类别的体育舞蹈比赛。最
终，共有352人分获各组别冠军。

澄迈设置“随手拍”平台拓宽信访渠道

降信访成本 提监督质效
本报金江12月13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肖虹）“插队的人变少了，窗口人员的笑容更多
了。”12月12日，在澄迈县人民医院，“候鸟”老人
周建铭说，自己前两年去过澄迈几家医院，插队者
并不少见，“我发现，如今再有人插队，窗口人员就
会指一指旁边摆着的宣传折页，劝诫他们依规排
队、别搞‘特权’。”

周建铭所见的“变化”与这些折页息息相
关。原来，只要用手机对着折页“扫一扫”，便可
直通澄迈“随手拍”监督举报平台。这一由澄迈
纪委监委设置的“指尖上的接访系统”可受理违
反党纪法规问题、扶贫领域和作风问题、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问题、环保督查问题等4类问题，是
广大群众第一时间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问题的

“快速通道”。今年前11月，平台共接收到信访
件182件。

澄迈县纪委监委信访室主任蔡红表示，为了
拓宽信访举报渠道，一方面，澄迈纪委监委把4万
余份“随手拍”平台宣传折页摆到县、镇、村三级服
务窗口单位，方便群众随时进行“一键式”举报投
诉，并对窗口服务人员形成震慑作用；另一方面,
设立了澄迈纪检监察信访举报邮箱、澄迈县纪委
书记信访举报直通邮箱等，进一步打通信访工作

“中梗阻”。
“同时，我们还加大了举报渠道的宣传力度，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进一步降低信访成
本。”蔡红介绍，近两年，澄迈纪委监委共在全县各
镇各部门、教育卫生系统、服务窗口、各村（居）委
会设立“党风政风监督举报公示牌”285块，明确
举报方式和受理范围；通过廉政文化“七进”、警示
教育会、“一镇一演”群众文艺汇演等平台宣传网
络信访渠道，让群众监督近在“指”尺，形成“人人
可监督，处处可信访，时时可举报”的监督“天网”，
提升监督质效。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吴清文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
资源。自省委出台《百万人才进海
南行动计划（2018-2025年）》以来，
澄迈持续创新人才工作机制，积极
构建人才工作平台，不断提升人才
服务水平，大力引进各类人才，为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保
障。截至目前，澄迈共签约引进人
才2178人，其中高层次人才40人，
并依托县级人才服务平台，为引进
人才提供等“一站式”服务，目前已
办结人才落户343人。

“澄迈正依托海南生态软件园等
重点园区和26家科技型研发机构、1
家院士工作站，不断搭建引才‘强磁
场’。”澄迈县委组织部负责人表示，
澄迈将持续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引
进政策，构建更加科学的引才体系，
进一步聚智聚力促进澄迈经济社会
蓬勃发展。

量体裁衣引人才

“孩子的病况持续了多久？”“是
否存在恶心呕吐等问题？”……12月
12日上午，在澄迈县人民医院门诊
大楼内，儿科执行主任房定珠正细心
地向患儿家属询问病情。

今年上半年，澄迈县人民医院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以下简称新华医院）签署合作协议，
共建“医联体”联盟医院。房定珠是

新华医院派驻到澄迈县人民医院的
第二批医疗专家。

房定珠是新华医院儿童呼吸科
的主任医师，在医治儿童哮喘等方面
经验丰富。

“县级医院重点在于对常见病、
多发病的治疗，如果孩子在医院看病
长时间看不好，他们会失去耐心，选
择到省医院或者岛外寻医问诊。”为
此，房定珠除了每周定期对科室医生
开展业务培训外，更多的是将新华医
院先进的诊疗、管理体系带来澄迈县
人民医院，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
提升科室的诊疗水平。

这只是澄迈以需求为导向，进
行“订单式”精准引才的一个缩
影。在医疗方面，澄迈今年陆续引
进6名省外名医专家进驻澄迈县人
民医院；在教育方面，澄迈累计引
进 7名优秀校长和 30名省级骨干
教师；在政务方面，澄迈面向全国
引进的18名高层次紧缺专业人才
今年陆续到岗。

搭建平台引凤来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
聚。正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澄迈不
遗余力搭建高标准、高层次的引才平
台。中冶建筑研究总院院士工作站
今年落户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是澄
迈平台建设取得的喜人成果。

目前，该工作站已有3名院士进
站开展研究。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岳清

瑞介绍，该院士工作站主要围绕低成
本海洋地材关键材料与应用技术、海
洋钢结构和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等方
面内容开展研究。

“工作站的相关研究成果将解
决海南建设开发所面临的迫切现实
问题，例如传统钢结构腐蚀现象严
重等。”岳清瑞表示，同时，工作站还
将开发关于高性能钢结构住宅建筑
体系的成套技术，这对于提升海南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技术水平、推
动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产业化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此外，澄迈还实施“我是创始人
千人计划”等活动，着重面向海内外
引进和培养一批互联网、文化创意等
领域急需人才，配套成立海南软件与
信息服务业创业投资基金，将为园区

在孵企业提供2.5亿元创业投资资
金，筑巢引凤来。

健全机制留人才

每年预留出约500万元人才专
项资金，专门用于人才资源开发、高
层次人才补贴、岗位津贴及人才奖
励等；出台《澄迈县引进高层次人才
实施细则》，大幅度提高引进人才优
惠待遇，最高津贴可达30万元；对
在县内中小企业正高级专业技术资
格（博士）高端人才给予每月2000
元的工作补贴，同时开展澄迈县突
出贡献人才评选活动，对突出贡献
人才颁发奖金80万元……一系列
奖励举措，彰显了澄迈招才引才的
决心和诚意。

此外，澄迈将于近期印发《澄迈
县人才住房保障实施细则》，建立引
进人才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同时，
澄迈将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创新创
业项目提供创业资金扶持，以此鼓励
更多创业者来澄迈创新创业，形成人
才集聚效应，吸引人才扎根澄迈、服
务澄迈。

为了让人才留得住、用得好。澄
迈还于近几年集中出台了《澄迈县柔
性引进人才暂行办法》《澄迈县专家
委员会管理暂行办法》《澄迈县科技
创新暂行办法》等10余项配套文件，
从党管人才、项目资助、专家联系服
务、医疗保障等多方面为各类人才提
供优厚待遇，进一步优化人才引进政
策环境。

（本报金江12月13日电）

“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澄迈共签约引进人才2178人

构建引才“强磁场”聚智聚力谋发展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黄勇

初见澄迈县文儒镇
大边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志强，他身着洗得有些
发白的黑色套头衫和牛
仔裤，鞋上粘着雨后的泥
巴，身旁是一辆半旧不新
的电动车。近两年来，这
位曾经的医生就是骑着
这辆电动车走村入户、诊
治“穷根”。

12月 10日下午，陈
志强又一次穿过村庄，许
多记忆浮现脑海：16个
月前，他带领大伙拆去废
弃房屋，建起供村民休憩
聊天的绿化广场和文化
长廊；9个月前，他引来
的鸿源服装加工厂投产，
吸纳村民就近就业；近两
年来，他15次组织医疗
专家到村子及周边义诊，
免费发放的药品价值超
过23万元……

“听说陈书记即将要
结束驻村挂职工作，大伙
都很舍不得。”大边村委
会副主任林仕光直言，陈
志强是想民之所想、急民
之所急的好干部，在他身
上“我们看到了驻村第一
书记应有的责任和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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