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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2020年首批
面向全球招聘三万
岗位人才活动

问：三亚当前的人才需求情
况怎么样，三亚在吸引人才方面
有哪些优势和做法？

傅君利：三亚是一个充满活
力的城市，升格为地级市以后，
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三亚经济社
会得到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这两
年，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平
安祥和，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三
亚已经成为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
旅游度假目的地和举办文体、会
展及休闲外交活动的一个活跃舞
台。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支点
城市之一、海南“南北两极”的重
要一极，三亚正努力在自贸港建

设中争当排头兵、打造新标杆。
三亚最少有3个方面的优势能够
吸引人才：

首先是，三亚是一片创新创
业的沃土。自贸港建设以发展旅
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
为主导。三亚作为我国唯一的国
际化热带旅游滨海城市，海南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核心区，正在
抢抓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机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的发
展战略，全力推进崖州湾科技城
的建设，建设国家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国家热带科学农业中心、全
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

地、国家深海基地南方中心、遥感
信息产业园等等重大科研基础设
施，也在着力打造生物科技、生命
科学、海洋科技、空间科技等领域
科技创新的新高地。为了更好地
服务人才，我们成立了三亚院士
联合会，设立了 17 个院士工作
站、1个院士团队创新中心，每年
举办世界顶尖科学家三亚论坛、
以及南繁育种和数学等方面的国
际学术会议和专业论坛，这些都
为海内外人才创新创业、施展才
华、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良好的
平台。

第二个优势，三亚市委、市政

府用心用情地服务人才。我们围
绕人才引进、培养制定了32项具
体的举措，包括人才住房保障、人
才住房租赁和购房的补贴、人才
医疗保障、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
等等方面。我们引进了人大附中
三亚学校、剑桥国际高中、上海外
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英国威
雅公学等等优质的教育资源；在
已有的301海南医院的基础上，
引进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北大口
腔医院、广安门医院等优质的医
疗资源，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解决
人才的后顾之忧。

第三个优势，也就是大家常

常所熟知的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我们像保护眼睛一样来保护
生态环境，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在
全国一流，为人才安居乐业提供
了宜居的环境。

这次招聘活动，三亚共有241
家单位和企业参加，招聘岗位达
2400多个，包括项目运作、园区
管理、港口发展，以及金融、法律、
深海、南繁、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岗
位。可以说，岗位的含金量高、涵
盖面广。我们热忱欢迎海内外优
秀人才到三亚创业逐梦，为三亚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打造标杆贡
献力量。

诚邀全球英才 共享发展机遇
——海南省2020年首批面向全球招聘三万岗位人才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摘登

■ 本报记者 李磊 金昌波 整理

3月31日，“扬帆启航‘海’纳百川——海南省2020年首批面向全球招聘三万岗位人才”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省委副书记李军出

席并就此次人才招聘情况进行介绍。同时，参加发布会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金辉，海口市委副书记、市长丁晖，儋州市委副书记、市

长邹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人才发展局局长张应端，省人社厅副厅长赖泳文，三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傅君利就具体问题回答了

记者提问。本报就新闻发布会中的问答内容予以摘登。

问：这次招聘的具体内容以及
亮点有哪些？

彭金辉：今年是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开局之年，省委决定面向
全球进行这么大规模的人才招聘
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举措，
同时也是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具体行动。这次招聘活动主要有

4个亮点：
一、岗位数多、覆盖面广
数量多主要体现在：这次招聘

的岗位总数超过了3万个，其中30
万元以上年薪的岗位数超过1700
个，年薪100万元以上的岗位数近
60个。

覆盖面广主要体现在：这次岗
位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

企业，同时也涵盖了园区、法定机
构、民营企业。

二、岗位聚焦自贸港建设需要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

术产业，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三大
主导产业。这次招聘活动，这三大
产业岗位需求占了岗位总数的
60%以上。

三、重点园区人才需求旺盛

园区是海南推动自贸港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招聘，如海
口江东新区等重点园区提供了
3100多个岗位，面向国内外招聘，
体现了园区发展的活力。

四、法定机构岗位向境外人员
开放

法定机构的高效运作，需要国
际化的专业人才。这次招聘，法定

机构提供了45个岗位，面向全球
公开招聘，符合条件的境外人员均
可应聘。

另外，我还要强调的是，我们
将充分运用此次招聘的成果，所有
应聘人员的信息都将纳入人才储
备库。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推出一
系列的招才引智举措，持续向国内
外英才发出诚挚的邀请。

问：海口市对此次招聘的人
才有什么期望，人才引进后如何
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丁晖：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
家战略。这是海南的历史机遇，
也是海南人包括新海南人的历史
机遇。我们盛情邀请全球各类人
才乘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东风，到
海口来积极投身自贸港建设。

第一，海口是开拓者勇立潮头
的乐土。自贸港是当今世界最高
水平的开放形态，海南正在成为中
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前
沿。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省会城市，
作为具有开放基因的百年侨乡，今

天开放的海口，更需要聚天下英才
而用之。这次，我们紧紧围绕加快
自贸港建设的迫切需求，聚焦“三
区一中心”定位和“三大领域、十二
个重点产业”，拿出6080个岗位虚
位以待，其中年薪百万元以上的岗
位4个、80万元至100万元的岗位
16个、50万元至80万元的岗位23
个。我们非常期待通过这次全球
招聘，能够彰显出我们五湖四海广
揽人才的诚心和热情。

第二，海口引才留才育才基
础持续夯实。产业兴，则人才
聚。引才的目的，是要让引进的
人才在海口各尽其用，各展其才；
同时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和落地的
项目，能够找到所需要的人才。

海口的产业基础门类相对齐全，
特别是按照省里部署的重点产业
园区正在加快推进，高起点高标
准高质量规划建设海口江东新
区，高新区园中园开发模式取得
突破，综保区跃进全国百家综合
保税区外贸 28强。好的产业基
础，将为引进人才和发挥人才作
用提供广阔舞台。去年，我们认
真落实“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
划，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人才发展
激励政策，全市共建立28个省级

“院士工作站”，79个国家、省、市
级重点实验室，67个企业工程技
术研发中心，吸引各类人才落户
超过1.8万人。

第三，海口人才工作国际化

步伐日益加快。积极探索建立与
国际接轨的外国人才服务管理制
度，在高新区创建创业孵化中心、
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和南非创新合
作中心，吸纳海外归国人员 61
人；在复兴城打造国际离岸创新
创业基地，引进包括以色列、新加
坡等国的15个团队、39家外资企
业入驻基地。下一步，我们将聚
焦自贸港建设，以推进人才高度
自由流动这个目标，进一步加速
国际优秀人才集聚，构建更加开
放的引才引智机制。

第四，海口人才服务保障机
制日益健全。两年来，我们为了
栽好“梧桐树”，浇水施肥，呵护备
至。我们实行了更加积极、开放

和有效的人才政策，坚决破除制
约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
人才干事创业提供更加良好的平
台。创设了全省首家“外国人来
华工作服务站”，实行“一小时审
批”“容缺审批”“信用承诺”等便
利举措；也引进了一大批优质教
育医疗资源，满足人才对高品质
公共服务的需求。持续完善包括
人才落户、子女入学、配偶就业、
医疗保障、购房购车等综合政策。

我们正在筹建海口的外语翻
译人才库，在江东新区建设国际社
区，创新联系服务重点专家制度，
努力使海口真正成为集才的“磁
场”、育才的“乐园”以及全球优秀
人才向往的“热土”。

问：这次招聘涉及的岗位比较
多、分布的领域比较广，可否从海
南省人才需求的角度介绍一下这
方面情况？另外，这次招聘活动主
要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开展？如何
报名？

赖泳文：从我省人才需求角
度，本次招聘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专业技术岗位占比较
高。这次招聘中，专业技术人才岗
位占到总量的40%，居首位。特别

是部分单位拿出高薪，抢招人工智
能、网络安全、离岸金融、国际金融
等“高精尖”领域的专家，成为此次
招聘活动的一大亮点。

二是体现了国际人才需求。
此次招聘涉及国际人才岗位470
个，主要集中在外语专业教师、航
空业驾驶员和维修员、酒店管理等
岗位。

三是包括了新业态发展急需
的新岗位。例如，短视频制作与直

播带货红人、国际联络专员、AI工
程师等一些新业态、新职业也提出
了岗位需求。这是本次招聘的又
一个亮点。

四是更加突出了实用性岗
位需求。本次招聘，技能人才岗
位占总量的 25%，位居第二，其
中电气、水暖、维修等部分岗位
年薪超过 10 万元；经营管理类
岗位占总量的 7%，主要集中在
旅游餐饮、文化娱乐、农业、建筑

业等行业，高薪段位数量大；还
有，社会工作人才和农村实用人
才岗位占总量的 10%。这些岗
位，都是目前各行各业急需紧缺
的实用人才。

关于本次招聘的形式，除了
必要的现场考试外，大部分以线
上“云招聘”为主，打破时空限制，
通过海南自贸港招商引才网（以
下简称“海招网”）为各用人单位
和求职者提供在线展示、报名、咨

询、面试等服务，使用人单位和求
职者不跑路、省成本、省时间，提
高招聘效率。

关于报名方式，全部采取网
上报名，报名时间从2020年3月
31日至4月30日，根据实际情况
可以适当延长，报名网站为“海
招网”。

关于党政机关岗位具体信息和
报名时间，由省公务员局根据有关规
定另行发布。

问：儋州市这次招聘拿出的
岗 位 最 多 ，能 否 介 绍 一 下 相 关
情况？

邹广：我们这次拿出了6919
个岗位来招贤纳士，体现了儋州
求贤若渴的心情，我也相信这是
儋州百万人民共同的期待，欢迎
大家加入到儋州的建设发展中
来。儋州拥有全省九分之一的人
口、六分之一的海岸线、十分之一
的陆地面积，是海南陆地面积最
大、人口第二多的城市。同时也
是北部湾城市群重点城市、西部

陆海新通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
是国家确定的面向东盟开放合作
的重要节点城市，具有十分优越
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儋州资源丰饶、禀赋独特，有
百年橡胶林、千年古盐田、万年石
花水洞、亿年火山海岸，有“世界
上最热的氡温泉”，和地中海气候
相媲美的儋州湾。夏无酷暑，冬
无严寒，受台风影响小，是宜居、
宜业、宜游、宜养的好地方。儋州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自汉武
帝开疆设“儋耳郡”，已有2100多

年建城史，拥有海南最早的州学，
也走出过海南第一个进士。特别
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居儋3年，
开海南文明之先河，造就了儋州
崇文重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
浓厚氛围。我们相信各位人才，
各位朋友来到儋州，您会体会到
儋州的热情包容和好客，与此同
时，您也会感受到此刻儋州干事
创业的火热场面。

当前，儋州正在按照海南省
委赋予的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
的职责使命，抓住自贸港建设的

重大机遇，加快建设海南西部教
育、医疗、文体、消费、服务“五大
中心”，发展潜力巨大、任务重、后
劲足，急需凝聚各个领域、各个方
面的优秀人才，汇聚发展优势。
我们这次拿出的6919个岗位，主
要集中在旅游、会展、医疗、教育、
城市建设、网络科技等自贸港建
设的重点产业、重点领域，都有很
好的职业发展前景。特别是将于
今年年底开业运营的旅游产业园
区，占地面积5600多亩，涵盖了
会议会展、酒店餐饮、文化艺术、

旅游购物、主题乐园、运动健身、
健康养生等28种业态，拟打造全
球体量最大的艺术空间集群、亚
洲单体规模最大的免税购物中
心、华南地区最大的影视基地，可
以提供高端度假客房近7000间，
12个会议中心和1个会展中心可
同时接待1万人，预计运营初期年
接待游客可达1000万人次以上，
将成为拉动整个海南西部旅游度
假消费的新热点和强引擎，这也
是海南自贸港承接对外服务业开
放和服务贸易的重要平台。

岗位聚焦自贸港建设需要

海口是开拓者勇立潮头的乐土

三亚是一片创新创业的沃土

西部中心城市急需凝聚优秀人才

招聘以线上“云招聘”为主

亮点多

岗位聚焦自贸港建设需要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三大

主导产业岗位需求占了岗位总数的60%以上

重点园区人才需求旺盛
海口江东新区等重点园区

提供3100多个岗位

法定机构岗位向境外人员开放
法定机构提供45个岗位
面向全球公开招聘

特色足
专业技术岗位占比较高

专业技术人才岗位占到总量的40%。部
分单位拿出高薪，抢招人工智能、网络安全、
离岸金融、国际金融等“高精尖”领域的专家

体现国际人才需求
涉及国际人才岗位470个，主要集中在外语专业
教师、航空业驾驶员和维修员、酒店管理等岗位

包括新业态发展急需的新岗位
短视频制作与直播带货红人、国际联络专员、AI工
程师等一些新业态、新职业也提出了岗位需求

更加突出实用性岗位需求
技能人才岗位占总量的25%，其中电气、水
暖、维修等部分岗位年薪超过 10万元

配套优

坚持实施“一市（县）两校一园一院”
工程，高位嫁接省外优质教育、医疗资源

截至2019年底
全省已引进或洽谈

合作办学项目 77个、合作办医项目49个

陆续制定出台人才落户、安居、购房、购车、
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保障、总部企业人才

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专项政策

专门设立省人才服务中心
专设国内人才服务处与国际人才服务处

集中办理20多项服务

海口
6080个岗位虚位以待

其中
年薪 100万元以上的岗位4个

80万至 100万的岗位 16个
50万元至80万元的岗位23个

三亚
招聘岗位达到2400多个，包括项目运作、园区

管理、港口发展等方面的岗位

儋州
拿出6919个岗位，主要集中在旅游、会展、

医疗、教育等重点产业、重点领域

●

●

●

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制图/张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