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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来，4491名外籍人才来琼就业居留，海南国际人才布点愈

趋多
元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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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来海南工作的一周年纪念日！”4月18日上午，在位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内的博鳌国际医院，刚刚走入实验室的该院
国际再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日籍华人凌霞博士翻看手机日历时，突然想起在海南工作已整整一年时间了。

凌霞是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工作的众多国际医学专家中的一位。在过去的一年里，她发现越来越多的国际医疗专家来
到博鳌，成为她的新同事。

4月13日召开的省委七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海南省委关于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 为建设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打下坚实基础的意见》，在提及人才工作时，提出“更加注重引进国际人才，开展国际人才管理改革试点，探索建立与

国际接轨的全球人才招聘、服务管理制度。”在过去的一年里，随着体制机制不断创新，海南的政策吸引力持续增强，人才
对外开放程度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国际人才开始涌向海南这片热土，去年4月13日以来，已有4491名外籍人

才来琼就业居留，海南国际人才“朋友圈”越来越广。

日本医学博士
在博鳌的一年
“自己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4月 18日上午9点，凌霞走进博
鳌国际医院国际再生医学研究中心正
在建设中的干细胞分离检测室，开始
了忙碌的一天。

当天上午，干细胞分离检测室正
要安装一台最新从日本进口的细胞活
性荧光检测仪。在设备安装的前一
天，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相模原市的设
备生产商Minerva科技公司总经理冈
田笃专程从日本赶来。

凌霞一边担任翻译，一边协助冈
田笃安装仪器，并告诉他需要什么样
的检测参数。

一年前的4月18日，博鳌国际医
院正式与日本东京都小田医院在干细
胞和免疫细胞方面展开全面的合作，
并聘请小田医院院长小田治范担任博
鳌国际医院院长职务。

“2017年12月，小田院长找到我，
他们即将在海南开展一个国际免疫生
物研究合作项目，问我愿不愿意到海
南工作。”凌霞回忆。

在此之前，凌霞担任小田免疫生
物研究所所长一职。在日本学习工作
生活30余年，她对于海南知之甚少。

接到邀请后，凌霞开始关注海
南，在了解了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的相关政策和新闻后，
下定了来海南开展研究的决
心。“博鳌国际医院所在的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聚
集了国际知名专家团队，致力
于前沿的医疗技术临床研究与
应用。在这里工作，能够充分
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这将是一
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在凌霞准备离开日本
前往海南的前 5天，2018年 4
月 13 日，海南全岛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
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消息公布。正在准备行
李前往海南的凌霞得知这个
消息，感觉自己做了一个非常
正确的决定。

在海南的这一年里，凌霞
从实验室的建设到专业技术人
员的招聘培训，再到相关国际
合作交流，为研究中心各种实
验室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就在凌霞与同事们在再生
医学研究中心内忙碌的同时，
担任博鳌国际医院国际再生医
学研究中心荣誉主任的美国科
学院院士、美国斯卡格斯化学
生物学研究所所长朱利叶斯·
雷贝克博士正在博鳌国际医院
进行一个关于再生医学方面的
课题讲座。

朱利叶斯·雷贝克用这段
话作为讲座的开场白：“博鳌国
际医院是国际有名的、致力于
人类健康的地方，我也将让我
的研究技术在博鳌国际医院国
际再生医学研究中心落地、生
根、发芽，让这些技术服务于海
南、中国及世界人民。”

在博鳌国际医院的小花
园里，有一片“院士林”，里面
的树均由这些国际院士种
下。这些院士中，包括了基因
和干细胞治疗缺血性心血管
疾病、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
病、肝脏移植及肝脏外科等领
域的国际顶尖专家。

在博鳌国际医院常务副
院长林峰看来，博鳌国际医院
自成立以来，通过系列柔性引
才的方式，引进世界各地高端
医学专业人才，目前已有6位
国际院士和20多个国际专家
团队入驻。同时，通过柔性引
进国际高水平人才，还可以带
动本土人才“走出去，引进来”
双向多元化培养模式，推进医
疗前沿研究，破解相关疾病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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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来华工作邀请的背后
“开放的海南将有您建功立业的机会”

几天前，位于俄罗斯的阿尔
泰国立大学语言学教授安德列
娃·奥尔佳博士收到了一份来自
海南琼台师范学院的工作合同。
按照这份为期一年的合同，安德
列娃·奥尔佳即将在今年暑期来
到琼台师范学院，成为该校一名
俄语专业教师。

在这份劳动合同中，琼台师
范学院与安德列娃·奥尔佳约
定：安德列娃·奥尔佳在琼台师
范学院工作期间，除了参与日常
语言学教学任务外，还要参与该
校俄语专业教学学科体系的建
设，并协助琼台师范学院与俄罗
斯相关院校建立长期合作交流
关系。

琼台师范学院国际合作交流
处副主任袁昌清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去年4月 13日以来，随着海
南国际合作交流不断提高，开放
程度越来越高，琼台师范学院国
际合作交流的机会也随之增长，
俄罗斯在美术、音乐，特别是声
乐方面有着非常成功的办学经
验，拥有许多琼台师范学院需要
的国际人才。

袁昌清说，为了邀请这些专
家，今年3月，琼台师范学院向位
于俄罗斯的阿尔泰国立大学等三
所大学发出了人才推荐邀请，力
邀这三所学校推荐语言学专业的
教授前往琼台师范学院工作。

“邀请发出后，包括安德列
娃·奥尔佳在内的3名俄罗斯的高
校教授，明确表达了愿意前往琼
台师范学院任教的意愿，但在商

谈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袁昌
清回忆，按照琼台师范学院的计
划，为了协助建立起完整的学科
体系，这名教师在该院工作的时
间应该不少于1年，但这3名应聘
者考虑到为了不中断在俄罗斯国
内的工作，都表示只能来琼工作
半年。

这个小插曲在面试沟通交流
后出现了转机。

琼台师范学院俄语教师周安
娜是当时负责面试这3名俄罗斯
教授的老师，她还记得，当时她通
过远程面试，为安德列娃·奥尔佳
耐心讲解了海南对于国际人才的
迫切需求以及海南建设自贸区自
贸港的相关政策等。

“开放的海南将有您建功立
业的机会，希望您能够充分考
虑！”在面试的最后，周安娜在远
程视频中这样告诉安德列娃·奥
尔佳。

最终，双方在工作时间上达
成了一致。待所有来华工作手续
办理齐全后，安德列娃·奥尔佳将
在今年暑期赴海南任教。

“随着海南开放力度的加
大，海南本地高校与国际知名高
校交流的机会增多，加之学校对
外合作专业教学亟需国际化、专
业化的提升，我们对专业国际人
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袁昌清表
示，在国际人才的引进过程中，他
看到，越来越多的优秀国际人才
为海南的政策、发展前景所吸引，
来到海南，愿意为海南教育事业
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国际人才布点
更趋多元化
扩大到海南14个市县、16个领域

海南国际人才
布点呈多元化

来琼投资创业的国际人才

原来
主要集中在海口、三亚、洋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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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磊

凌霞、朱利叶斯·雷贝克、安德列娃·奥尔
佳与海南结缘的故事，只是众多国际人才赴
琼工作的缩影。据统计，去年4月13日以来，
已有4491名外籍国际人才来琼就业居留。

4月17日下午，海南首个免费“国际人
才招聘智库”在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上
线。这个数据库由位于复兴城互联网创新
创业园的互联网企业Tropicalhainan.com
（热带海南英文网）联合国际知名人力资源
公司推出，能够为有海外人才招聘需求的各
大公司和外籍求职者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国
际英文平台，将为我省吸引更多国际人才。

参与创办这个数据库的爱尔兰人帕特里
克·奎因便是一名在海南成功创业的外国友
人。2015年初，对海南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
有了深入了解的帕特里克·奎因和加拿大人
乔西·索罗坚在海口创办了热带海南英文网，
并担任首席执行官。在这次最新上线的“国
际人才招聘智库”上，海外招聘和应聘都是轻
而易举的事情。海外求职者只要登录热带海
南英文网的招聘板块，进入“一键式申请工
作”的模式，简单注册，就可浏览职位信息。

随着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推进，我
省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于是，类
似“国际人才招聘智库”这样的国际人才招
聘线上服务应运而生。

在省欧美加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欧曼琛
看来，海南在吸引海外人才来创业就业除
了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政策优势
外，要创建优质的就业创业资源，例如引
进国外资本和先进教育平台，开办国际
性幼儿园、国际性中小学，面向国内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招收生源，打造国
际性基础教育平台。在引进更多的优
秀企业落户同时，我省要加大宣传力
度，让更多的国际人才了解海南，了解
海南的就业政策。

省委人才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过去的一年，我省国际人才工作机制初
步形成，并通过完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
可制度，优化证照办理流程，压缩审批时
限，国际人才服务效率在日益提高——
我省制定出台的《省级人才服务“一站
式”平台工作方案》，把留学回国认定等
22项业务统一放到“一站式”平台受理。
在修订完善人才医疗保障实施办法时，
规定高层次国际人才也可享受政府提供
的医疗保障。并打破国籍限制，把国际
人才子女入学、高层次人才认定等问题
纳入人才工作总盘子统筹，切实解除国
际人才来琼创新创业的后顾之忧。

据统计，2018年全省新增外资企业
167户，同比增长85.5%。普华永道、毕
马威、德勤等知名企业相继落户海南，
这些国际化的外资企业，进一步扩大我
省产业集聚国际人才的效应。

省委人才发展局提供的一份材料
显示，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海
南国际人才布点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来
琼投资创业的国际人才原来主要集中
在海口、三亚、洋浦，现在已逐步扩大到
省内14个市县；投资领域也已扩展到文
化、娱乐、金融、建筑等16个领域，正带
动相关产业国际人才集聚。

省委人才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我省将围绕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国际人才管理体
制改革，力争在国际人才的就业许可、
社会保障、税收优惠、资格认定等方面
推出一批新的政策措施，切实提升国际
人才来琼创新创业便利化，进一步增强
我省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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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鳌国际医院，凌霞
（右三）协助来自日本的专家
安装调试实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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