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19年9月23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苏庆明 美编：王凤龙A03 综合

■■■■■ ■■■■■ ■■■■■

为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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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
划（2018—2025 年）》（琼发〔2018〕8
号）和《海南省“千人专项”引才计划
实 施 方 案》（琼 人 才 办 通〔2019〕6
号），大力实施大师级人才、杰出人才
和领军人才引进计划。对我省新引
进且符合《海南省高层次人才分类标
准（2019）》的大师级人才、杰出人才
和领军人才，可按我省高层次人才认
定有关程序向省级人才服务“一站
式”窗口申请认定，享受相关政策待
遇；对新引进但无法直接对应《海南
省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2019）》的领
军层次以上人才，开展申报评审工
作。现将申报评审工作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引进对象

围绕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着力加强
全省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面向国内
外重点引进支持一批重点领域、重点
产业急需紧缺的高层次人才，以及重
大创新项目、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
重点专科等平台的大师级人才、杰出
人才、领军人才。

二、申报条件

（一）“千人专项”引进对象应遵纪守
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强烈的事业心
和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师级人才年
龄一般不超过65周岁，其他人才一般不
超过55周岁（截止2019年12月31日），
还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在国（境）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
或医疗机构担任相当于副教授以上职务
的专家、学者，或在国内知名高校、科研
院所或医疗机构担任相当于教授职务的
专家、学者；

2.在国内外高新技术企业、知名金
融机构中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
或经营管理人才；

3.具备较高的科技创新能力，研发
水平、科研成果为同行公认，达到国内一
流水平的领军型人才；

4.拥有我省重点发展产业、行业、领
域所需的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
术，产业化潜力大，并在我省各类园区领
办、创办科技型企业的创业人才；

5.其他急需紧缺的高层次人才。
（二）引进对象须于2018年5月13

日后与我省签订协议并到岗工作，或目
前尚未到我省工作、但已与相关用人单
位达成引进意向，并能于2019年12月

31日前到岗工作。引进对象到岗后须
全职在海南连续工作5年以上。

（三）在我省各类园区领办、创办科
技型企业的高层次人才须于2018年 5
月13日后来琼创业，于2019年12月31
日前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等相关手续。注
册资金实际到位不低于50%。为所在企
业的主要负责人且为第一大股东或者最
大自然人股东，本人或创业团队投入企
业的实收资本一般不少于100万元（不
含技术入股）。

特别优秀、业绩特别突出以及我省
特别急需紧缺的人才，可适当放宽年龄
要求。

三、申报项目及联系方式

（一）创新人才
创新人才分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实

验室，重点学科、重点专科、商业金融机
构、国有企业、文化艺术、非公企业等七
个平台申报认定。

1. 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实验室项
目。依托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实验室引
进的人才，向省科学技术厅申报评审。

联 系 电 话 ：0898—65334505
65352561（传真）

2.重点学科项目。省内各高校依托
重点学科引进的人才，向省教育厅申报。

联系电话（传真）：0898—65339364
65343725

3.重点专科项目。省内各医疗卫生
机构依托重点专科引进的人才，向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申报。

联 系 电 话 ：0898—65388320
65388323 65333171（传真）

4.商业金融机构项目。商业金融机
构引进的人才，向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申
报。

联 系 电 话 ：0898—65341950
65250715（传真）

5.国有企业项目。国有企业引进的
人才，向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申
报。

联系电话（传真）：0898—68689612
6.文化艺术项目。文化艺术单位引

进的人才，向省委宣传部申报。
联系电话（传真）：0898—65332309
7.非公企业项目。非公企业引进的

人才，向省委统战部申报。
联系电话（传真）：0898—65338915
（二）创业人才
申报人相关认定评审申报材料，经

所在园区管委会推荐和市县党委组织部
对企业实地核查后，向省科学技术厅申
报。

联 系 电 话 ：0898—65334505
65352561（传真）

四、评审程序
（一）申报受理。9月23日—10月

28日，符合条件的申报对象，可个人登
录 海 南 人 才 工 作 网（http：//www.
hainanrc.gov.cn）注册认定账号，按申
报项目填写《海南省“千人专项”申报
书》，上传申报人身份、学历、科技成果、
所获荣誉及奖励、相关部门单位意见等
相关证明材料（PDF格式）。报送的所有
材料均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如确需要提
供涉密材料，涉密部分须按国家有关保
密规定另外报送。

（二）资格审查。11月上旬，省委人
才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相关项目受理
部门对申报人的资格条件、申报材料完
整性、知识产权及学术成果的真实性进
行审查。

（三）考察论证。11月中旬，邀请省
内外学术技术水平高、具有行业代表性
的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论证，
择优确定实地考察人选，结合实地考察
情况确定建议人选。

（四）公示发布。11月下旬，省委人
才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将拟引进对象向社
会公示，公示期结束且无异议后报省委
人才工作委员会审定，正式发文公布“千
人专项”名单，落实相关待遇。

五、支持政策
（一）大师级人才、杰出人才、领军人

才分别按不超过200平方米、180平方
米、150平方米标准提供免租金、可拎包
入住的人才公寓，全职工作满5年赠予
80%产权，满8年赠予100%产权。

人才公寓实行属地负责制，由用人
单位所在市县政府负责建设、购买、分配
和管理。未配备人才公寓的市县，可根
据当地实际情况，采用货币补贴等方式
提供住房支持。

（二）大师级人才、杰出人才直接纳
入省委联系服务重点专家范围，领军人
才优先推荐参加省委联系服务重点专家
遴选。

（三）按照我省相关政策，对应享受
落户、子女教育、配偶就业和医疗保障等
方面的服务保障待遇。

六、其他
（一）申报截止时间：2019年 10月

28日24：00。
（二）申报人应对申报内容真实性作

出承诺，在申报书的承诺栏中亲笔签名，
并扫描成PDF格式上传。

（三）申报人所填信息如有虚假，或
者在申报评审过程中有个人、单位出现
违法违纪或环保、纳税、诚信等方面问题
的，视情况取消引进对象资格，并依法依
规追究相关责任人及单位责任。

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9月23日

2019年海南省“千人专项”引才计划申报评审工作公告

品类众多 优惠多多

陵水购物狂欢节
月底启动

本报椰林9月22日电（记者梁
君穷）为推进消费供给创新，培育壮大
消费新增长点，推动消费升级，助力海
南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同时促进
贫困农民增收，由陵水黎族自治县商
务局主办的，以“爱心消费·欢乐陵水”
为主题的2019陵水（第三届）旅游购
物美食狂欢节暨消费扶贫大集市活动
将于9月30日在该县文化广场启动。

据介绍，陵水将组织全县零售、餐
饮、酒店、景区、电商等企业开展为期一
个月，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
动以及为期5天（9月30日至10月4
日）的集中展销活动，营造放心实惠购
物、舒心欢畅游玩的浓烈消费氛围，有
效激发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消费欲
望，推动全县消费平稳较快增长。10
月，全县各大零售企业、餐饮、景区和电
商企业均会推出系列促消费优惠活动。

■ 本报记者 李磊

通过麦草方格固定的方式，绿地
逐步向沙漠腹地推进；贺兰山东麓生机
盎然的葡萄园染绿荒原，形成了一条百
余公里葡萄长廊……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近日赴宁夏回族自治区参加《宁夏日
报》创刊70周年采访活动之时，在宁夏
中卫、银川采访时所见到的场景。

近年来，随着宁夏沙漠防治力度
的加大，以及在贺兰山东麓曾经亘古
贫瘠的荒石滩上大力发展葡萄种植
和酿酒产业，一幅壮美的生态发展画
卷正在宁夏大地铺展开来。

生态修复
昔日沙海林木成行

中卫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

西部，西、北两面被腾格里大沙漠包
围，在当地被称为美丽迷人的“沙漠
水城”。

9月16日，当海南日报记者来到
腾格里沙漠边缘，眼前的沙丘和远处
的城市同时出现在视野中，但昔日黄
沙滚滚的荒漠，如今已被一个个麦草
方格固定，周围遍布着稀疏不一的柠
条等固定沙体的植被。

近年来，通过坚持不懈地综合治
理，中卫不仅完善了防风固沙体系，
而且在北部沙区形成了一道绿色长
城，促进了过去沙进人退向人进沙退
的转变。如今，腾格里沙漠向北倒退
了25公里，昔日沙海变成林网成行、
稻麦飘香、果实累累的绿洲。

据介绍，中卫共完成扎设草方
格和营造灌木林42万亩，改善了北
部沙区生态环境和招商投资环境，吸

引了区内外多家企业落户园区办厂，
吸收了周边大量劳动力。

变废变宝
贺兰山下美酒飘香

宁夏的另一张靓丽的名片，便是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这里是业
界公认的全球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
和生产高端葡萄酒的黄金地带之一。

贺兰山，因岳飞《满江红》中的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而闻名。9
月17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刚刚走
进位于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东麓的
源石酒庄，就被眼前一片片一眼望不
到边际的葡萄园所吸引。

在贺兰山下的葡萄园内，一串串
酿酒葡萄正丰收待摘。在这座占地1.5
万亩的园区，还分布着椽柳、红柳林等，

树木种类达300多种，水系波光粼粼，
整个园区风光旖旎。

源石酒庄所在地曾是一个废弃
的戈壁矿场，经过重新设计，将废石、
废坑及各类废弃建筑材料重新布
局。这个占地3000余平方米的地下
酒窖，建筑用材采用贺兰山下的原
石，使得窖藏其中的葡萄酒口感醇
厚、甘洌。

目前，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种植
面积已有57万亩，建成酒庄有上百
家，这里出产的葡萄酒多次斩获国际
金奖。据介绍，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
产业遵循“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
全面发展”的原则，5年来，葡萄酒产
业为当地生态移民提供了12万个就
业岗位，成为该区域农民就业增收、
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

（本报银川9月22日电）

宁夏持续开展生态治理，取得经济社会生态多重效益

黄沙戈壁化身绿色发展热土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 陈创淼

亮白色瓷砖铺就的墙面和地板，
干净整洁的便池和洗手池，昔日的

“露天坑”正逐渐被无害化厕所取
代。9月21日上午，在海口市秀英区
石山镇施茶村委会美富村民小组，村
民钟文科一手拿着马桶刷，一手喷洒
洗涤剂，仔细地刷洗着自家的厕所。

“自从我家建了三格式无害化厕
所，家里没有臭味了，蚊虫少了。”提
起自家厕所的变化，钟文科对政府的
改厕举措赞不绝口。

据了解，秀英区一直把农村改厕
作为改善村民居住条件、预防疾病传
染、推进美丽文明乡村建设的重要内
容。目前美富村已100%实现农村厕
改，全村103户村民都使用上了三格

式无害化厕所，而且已有38户接入
污水管网，钟文科家就是其中之一。

2017年，秀英区对美富村投入
资金200万元，建设污水处理厂，采
用“大分散、小集中、单户处理做补
充”污水处理机制，将群众生活污水
通过管网输送到污水处理终端，利用

“太阳能微动力一体污水处理设备+
人工湿地”的处理工艺，实现对生活
污水的净化。

姜花、菖蒲、干蕨菜、梭鱼草、再
力花、水烛……8个格子里植被郁郁
葱葱，俨然一个“小湿地公园”。村民
洗菜、洗澡、如厕等生活产生的污水
在经过处理后，在一旁的小池子里流
出清澈的水——这是海南日报记者
在美富村看到的污水处理站的模样。

在农村，农户的房屋相对分散。

对于受地理位置及庭院结构的制约，
无法接入污水管网的农户，美富村则
是因地制宜采取单户分散处理模式。

在村民王景良家中，厕所外洗手
台下方安装了一个隔油池。从厨房
排出的污水经过隔油池处理；从卫生
间排出的污水首先进入早已建好的
三格化粪池，再排入院子一个角落的
污水处理设备，设备分四格，每一格
都有不同的净化功效。

现场，海口市水务集团的工作人
员用矿泉水瓶从第四格打起一瓶水，
水质十分清澈，并且没有异味。“这些
经净化处理的污水可用于浇花、浇菜
等。对于农户来说，后期没有维护
费，只需一年支付100多元的电费，
经济划算。”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

红榜

黑榜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海口美富村：

村民用上无害化厕所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9月21日12时-9月22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轻度污染

良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34

36

28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57

49

36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这么好的厕所，一直弃置在这
里，太浪费了。”9月20日，在海口市
美兰区演丰镇演东村委会瑶城村民
小组的一座公厕旁，住在附近的一名
村民惋惜地说。

当天，海南日报记者看到，一棵榕
树下有块指引牌指向这个建在道路旁
边的公厕。但令人奇怪的是，公厕男
女厕门口却没有厕所应有的标记，男
女厕入口均落锁紧闭，不询问村民根
本无法确定这是一座厕所。

从外观上看，这个厕所是漂亮
的，也与所处的村庄相匹配。瑶城
村早在2013年便被确定为演丰统
筹城乡示范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示
范点。目前，该村正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且又紧邻东寨港红树林保护
区，经常有游客来游玩，但游客想进
入村中如厕，却根本找不到公厕。

就这样，一个漂亮村庄内一个漂
亮的厕所，徒有光鲜亮丽的外表，成
了一个摆设。“游客一般找不到，村民
也懒得问，所以这个厕所就这样一直
被闲置了。”该村“老村长咖啡屋”一名

服务员说，咖啡屋租用的是村民活动
室，公厕是活动室配套之一；公厕被关
闭后，咖啡屋负责人不得不在活动室
二楼楼顶加盖了一个简易厕所。

据演东村村干部介绍，该公厕
2014年建成后，可能由于下水管道工
程质量问题，经常堵塞，导致无法正常
使用。为了避免厕所发臭，村委会才决
定将其关闭。他说，如果想要将厕所重
新启用，就不得不重新维修下水道，但
是村委会缺乏维修资金，所以就一直耽
搁至今。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

海口瑶城村：

漂亮公厕成摆设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陈炜森 代龙超

因为姓刘，又屡次破大案要案，他被派出所民
警和辖区群众谐音称为“牛”所长。

他叫刘智，2006年6月入警原海南公安边防
总队，现任海南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
海口支队红岛派出所所长。

近年来，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刘智荣立个人二
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3次，2015年被原海南公安
边防总队评为“十大边防卫士”“爱民固边先进个
人”，2016年被公安部原边防管理局评为“执法先
进个人”，2017年被海口市政府评为“禁毒三年大
会战第一阶段先进个人”，2018年被海南省政府
评为“海南优秀法治人物”。

办案能手：精心侦查破案多

从警十余年以来，刘智通过侦破一个又一个
的大案要案和关乎民生的案件，始终践行执法为
民的理念，赢得了辖区群众的认可和赞誉。

2019年7月，红岛派出所在侦办一宗假烟案
中，为摸清假烟的来源、分销和走私途径，刘智带
领派出所民警多次深入海口各烟草行进行地毯式
排查，累计摸排100余家烟酒行，不断加大证据链
固定，锁定了两个团伙的头目。7月4日，刘智组
织派出所警力和专案组民警同时出动，对分布在
海口各个区域的假烟分销网点进行全线收网，将
两个假烟团伙一举抓获，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36人，捣毁藏匿走私烟、假烟窝点3处，查处销售
门店21家，查扣涉案价值200余万元的走私烟以
及假烟共计10219条。该起案件的侦破，成功斩
断了一条由广东向海南分销走私烟、假烟的通道。

近3年来，刘智带领全所民警破获刑事案件
385宗，查处行政案件1224起，打掉犯罪团伙24
个，抓获网上在逃人员15人，辖区发案率同比下
降27.5%，群众满意度、安全感逐年上升。

禁毒先锋：勇敢无畏冲在前

刘智积极带领全所民警主动出击，严厉打击
毒品犯罪，为此他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抓捕“2017-372”公安
部毒品目标案主要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在对该案
主要犯罪嫌疑人符某强位于临高县的家中进行搜
查时，民警在天花板内发现了一塑料袋包裹的毒
品疑似物。正当同事准备提取检查时，刘智发现
塑料袋的两端系着两个灰色的“圆球”正在往下滑
落，这两个“圆球”十分像海南本地的土炸弹“山猪
炮”，不容多想，刘智一边大声发出警告，一边飞身
扑过去将同事压倒在一旁，瞬间土炸弹落地炸响。

由于躲闪及时和避弹衣的保护，同事们都没
有大的损伤，而距离炸点最近的刘智脸颊和右脚
踝被炸伤，鲜血直流。原来这两枚炸弹是嫌疑人
符某强故意放置，为的就是在最后关头炸毁证
据。专案组当场成功缴获开心果1.7万粒，摇头
丸三大包。该案还带破“2017-64”省级毒品目标
案件，打掉一个特大武装贩毒团伙。

全省三年禁毒大会战活动开展以来，刘智带
领全所民警成功破获序号3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
件，2起省级毒品目标案件，打掉3个特大武装贩
毒团伙，抓获涉案人员58名、吸毒人员79名，缴
获各类毒品合计29.83公斤、毒资32.5万元。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

海口红岛派出所所长刘智：

“牛”所长屡破大案

寻找海南“最美基层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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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富村利用污水处理站，实现对包括厕所污水在内的生活污水的净化。
图片由海口市秀英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