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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金昌波

10月28日，2021年海南自由贸易
港招才引智活动武汉站在武汉东湖国
际会议中心举办，来自武汉地区多所高
校的大学生以及高校相关负责人参加
活动。

这是一场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诚邀
人才的高规格、高质量招聘活动，也是
一次关于海南自贸港的精准推介。无
论是有意前往海南施展拳脚的年轻人
才，还是求贤若渴的海南用人单位，抑
或是当地高校，大海之南的开放琼岛为
每一份期待都带来了积极回应。

人才——
奔赴海南 满满期待

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长江厅宽
敞明亮，来自多所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
负责人和同学们早早来到了现场。距
离活动开始尚有一段时间，场内就坐满
了人。不过，偌大的场子里却听不到多
少嘈杂声，因为许多同学都被摆在他们
面前的两本手册吸引住了——一份《高
校毕业生就业导引》、一份《吸引留住高
校毕业生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若干
政策措施》。

在播放宣传片时，湖北省社会科学
院的在读硕士生龚俊梅脸上满是期
待。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感受海
南自贸港的开放、活力。

“前几天得知海南要过来举办专场
招聘活动我就特别期待。我本人是研究
侧重农业方面的产业经济学，此前就听
过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老师们讲课，知
道海南建设自贸港针对农业推出了一些

政策，今天来就是想做一个深入了解。”
龚俊梅拿起手中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导
引》，指着上面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和
三亚中国农业大学研究院对记者说，自
己一直在关注这两所院校的招聘，希望
有机会前往海南从事相关研究工作。

当天的同学中有不少是在武汉读
书的海南人。“我的户口并没有因为上
学迁出来，海南建设自贸港，机会也多
了起来，我打算毕业就回去。”来自临高
的王朝樟本科就读武汉大学，目前正在
攻读该校水利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研
一的他当天提前来了解“行情”，打算持
续关注政府部门和设计院的工作机会，
让自己做好准备。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何然在
同学的推荐下，最近开始关注海南的科
研岗位。何然所关注的水下机器人、水
下科考等科研方向，在海南有广阔的试
验和应用空间。

“在今天的招才引智活动现场，我与
海南的科研高校有了初步接触，也找到
了自己专业对口的研究岗位。”何然说，
希望在活动结束后能够与更多海南海洋
领域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深入沟通交
流，期待有机会能在海南实现学术抱负。

用人单位——
引才海南 充分准备

招才引智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高规格、
大规模的招聘活动让用人单位也摩拳擦
掌，纷纷拿出“含金量”高的高端岗位，为
加快自身发展求来一只只“金凤凰”。

“武汉高校聚集，人才济济，海口江
东新区在新金融、贸易、医疗、教育等领

域对专业人才需求迫切，所以这次我们
也是充分准备，主动出击。”海口江东新
区管理局企业服务部副部长李思捷说，
这样一场高质量的招聘活动给用人单
位也带来了许多机会，不仅可以宣传自
己的招聘需求，也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海
口江东新区的快速发展。

“为了招才引智活动，我们特意梳
理了区内职位需求，带来了更多高质量
岗位。发布的1300个岗位平均年薪有
18万元。武汉站活动是我们走出海南
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会带着江东新区
的企业走进更多城市和大学，加强校企
合作交流，让每一次专场活动的热度都
能持续不断。”李思捷说。

人才对于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而
言至关重要，他们不仅需要“专”才，更
要“优”才。海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
的招聘团队一行6人早在10月25日就
来到了武汉，当天活动前，他们已经走
进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和武汉大
学医学部进行了宣讲。海南医学院人
事处副处长李秀兰说：“以往我们都是
参加各个高校的学校招聘会，今年跟着
省里一起过来做专场活动，不仅给我们
提供了便利，如此高级别的招聘活动也
让我们的招聘需求传播得更广。”

28日的活动上，多家重点园区、医
疗机构、院校等开展直播招聘，在现场
的许多同学热情高涨，听完了全天的宣
讲。不少人在宣讲结束后，向用人单位
现场了解更多信息。

高校——
联系海南 长期合作

这是一场活动，也是一次优质合作

的开端。对于武汉多所高校就业指导
中心的老师们而言，宣讲只是开始，他
们期待的是未来与海南自贸港展开更
加务实、长远的合作。

武汉大学大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
中心主任龙滔介绍，学校第一时间通
过官网官微以及各培养单位的发布平
台等将武汉专场活动信息发布给全校
学生。“我们还根据海南的产业特点和
学校的学科特点，重点面向医学、生命
科学等专业的毕业生进行了推广和动
员，对求职海南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在
校园内视频收看咱们专场活动直播。”
他说。

“此次活动规格高、层次高，我
们看到许多岗位都是针对高精尖类
专业人才的。”围绕专场活动，华中
农业大学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副主
任任丹还有更多期待：“学校将此次
活动作为与海南展开人才合作的一
个良好开端，希望借此与有着旺盛
人才需求的海南企业建立联系，打
通对接渠道。特别是围绕学校的农
业、生命科学领域等重点学科，将海
南相关企业以及他们的人才需求直
接引进校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就业指导服务
中心主任温习说，此次活动是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与海南开展深入合作的前站
与契机，后续合作空间广阔。学校欢迎
海南的党政机关、优秀企业前来举行招
聘宣讲会、就业双选会，甚至可以探索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等机制，让更多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能到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岗位上去，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

（本报武汉10月28日电）

2021年海南自由贸易港招才引智活动武汉站引发热烈关注

海南，为青春开启更多可能

关注2021年海南自由贸易港招才引智活动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金昌波

“今天的启动仪式上，听到咱们海
南的领导说，欢迎我们年轻人去跟海南
组‘CP’（配对、情侣）。听到这话时，我
俩都忍不住笑了，我们这对CP已经迫
不及待要去跟海南组‘CP’了。”

10月28日，2021年海南自由贸易
港招才引智活动武汉站现场，一对可爱
的情侣耳机套，让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
了这对年轻的情侣——来自华中农业
大学的女孩王怡璇和她的男朋友周
强。两个人牵着手来参加这场招聘活

动，希望获取更多关于海南的就业信息
和相关人才政策。

“我们不是说来简单了解一下，有
去海南工作的意向。我们是真的已经
有实际行动了哟。”学习风景园林设计
专业的研三学生王怡璇说，她已经面试
了海南的一家国企，正在等待回复。她
和学习城乡规划的周强相识于内蒙
古。本科毕业后，王怡璇考取了华中农
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周强在成都和同
学开办了自己的设计公司。目前，正在
为出国留学做准备的周强为了女朋友
来到武汉，一边陪伴她，一边准备自己

的英语考试。
“我们俩都特别喜欢海南，之前去

海口、三亚、陵水旅游了一趟，更让我们
坚定了去海南工作的决心。”周强说，参
加过武汉站活动后，他对去海南工作更
加有信心。海南建设自贸港，两个人的
专业可以很好地契合海南需求。他相
信在海南能够拥有一片可以作为的“新
天地”。

事实上，对于与海南组“CP”的这
份“迫不及待”，周强早有行动。今年上
半年，他根据“离校三年内全日制本科
以上学历人才落户”政策，通过海口市

椰城警民通平台，完成“不见面审批”，
顺利拿到了从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
寄来的崭新户口本。如此快捷方便的
服务，更是让两个人对海南自贸港的发
展充满期待。

“受到疫情影响，我去国外读书的
计划一直在推后，现在，我的户口已经
落到海口，等我从国外读完一年书回
来，海口就是我的目的地。”周强坚定
地说。

“我会先行一步，在海南等他回
来！”一旁的王怡璇甜蜜地说。

（本报武汉10月28日电）

武汉情侣牵手来到招聘活动现场

迫不及待与美丽海南组“CP”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条例》及有关规定，现将拟任干部人选
情况予以公示。

邢清江，男，汉族，1977年6月生，
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委
组织部干部四处处长，拟任地级市党委
常委。

吉小妹，女，汉族，1973年3月生，
中央党校研究生，农工党党员，现任农
工党省委会副主委、秘书长，拟提名为
地级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陈 伟，男，汉族，1970年9月生，

大学，经济学学士，民进会员，现任民进
省委会秘书长、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
地级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唐 泽，男，汉族，1968年5月生，
大学，理学学士，致公党党员，现任省统
计局人口就业处（社会科技处）处长，致
公党省委会副主委，拟提名为地级市政
协副主席候选人。

李若平，男，黎族，1976年7月生，
大学，中共党员，现任三亚市育才生态
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拟任县（市）党委
副书记、提名为县（市）人民政府县长

候选人。
周 俊，男，汉族，1973年7月生，

大学，在职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
任三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拟任省直副
厅级单位正职。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选
政治表现、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
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问题可以
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网上举报等方式
进行。举报人应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
提倡实名举报。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
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公示期限：2021年10月29日至11
月4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
（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69号海南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
干部监督处（邮编：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
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21年10月28日

公 告

本报海口10月 28日讯（记者李
磊）10月28日下午，省长冯飞在海口
会见怡和集团执行主席班哲明·凯瑟克
一行。

冯飞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班哲
明·凯瑟克将海南作为此次来华考察
的第一站表示欢迎和感谢，并向他介绍
了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进展亮点、优惠政
策和投资机遇。冯飞表示，《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市场

主体和人才不断向海南集聚，为各国企
业提供了巨大发展机遇，希望怡和集团
发挥自身优势，在旅游、商贸等方面寻
找投资商机，共享自贸港发展新机遇。

班哲明·凯瑟克说，怡和集团在华
历史悠久，对海南自贸港未来发展充满
信心和期待，将积极整合集团旗下商业
综合体、零售、酒店等优势资源，加大在
琼投资力度，实现共赢发展。

省领导倪强参加会见。

冯飞会见怡和集团客人

⬆10月28日，2021海南自由贸
易港招才引智活动武汉站，武汉高校
学子关注海南就业政策信息。

⬅10月28日，2021海南自由贸
易港招才引智活动武汉站重点园区专
场，园区、企业进行宣介。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海口10月 28日讯（记者金
昌波 通讯员代龙超）10月 28日，海
口市新海反走私综合执法站揭牌仪
式在新海海岸派出所举行，标志着全
省64个反走私综合执法站开始全面
正式运行。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星泰，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闫希军出席
仪式，并为新海反走私综合执法站
揭牌。

刘星泰在仪式上强调，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做好反走私综
合执法站建设工作的认识，加快反走
私综合执法站建设进度，加强岸线管

控，全力服务保障海南自贸港各项政
策落地和海南全岛如期封关运作。要
充分认清反走私综合执法站工作面临
的形势任务，聚焦存在的突出问题，立
足各自职能，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发
挥好反走私综合执法站效能，切实筑
牢海南自贸港走私风险防控的“铜墙
铁壁”。要对标自由贸易港国际先进
水平，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好每一个反
走私综合执法站，推广试点工作经验，
规范落实反走私综合执法站勤务工作
模式，为反走私综合执法站配备与任
务相匹配的装备和信息化手段，不断
提升执法能力和水平。

全省64个反走私综合执法站
开始全面正式运行

筑牢海南自贸港走私风险防控“铜墙铁壁”

全省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举报热线65332869、66810531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举报：966123

◀上接A01版
邀请广大优秀人才到海南施展拳
脚，干事创业，共享自贸港发展机
遇。

本次招才引智活动由人社部、海
南省政府共同主办，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首批发布3.6万个岗位，
广揽各类人才。活动将持续至2022
年6月，在电脑终端和移动App终端
同步展示、推送活动信息。用人单位

可登录“云招聘”平台录入招聘岗位
信息，求职者也可登录平台注册并填
写个人简历，通过各线上招聘专场，
选择心仪的岗位直接投递简历，线上
平台的网址为www.ihnhr.com。同
时，求职者可拨打引进人才服务“单
一热线”：4009-513-513，咨询相关
问题。人社部将在搭建招聘平台、组
织精准对接、提供便利服务等方面为
活动提供支持。

线上平台4天收到简历逾4万份

◀上接A01版
直接关系到对“国之大者”的践行能否
落到实处。唯有像三亚、保亭那样创新
实施生态补偿，真正让“受益者付费、保
护者受偿”，才能充分发挥激励效应，推
动各方踊跃投身生态环境保护中来，努
力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示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近
年来，海南高度重视跨区域生态补偿，

从补偿条例到实施方案等，出台了一
系列制度、举措。在此基础上，如何从
制度走向实践、从举措走向实效，是当
前亟待推进的重点所在。以三亚、保
亭的做法为借鉴，持续完善生态补偿
制度，深入探索多样化补偿方式，加快
形成生态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就一
定能够践行好“国之大者”，守护好海
南发展的绿色银行。

创新补偿机制
共护绿水青山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日前，农业农
村部对外发布首批全国休闲农业重点
县名单，60 个县（市、区）被认定为
2021年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我省三
亚市吉阳区、琼海市入选。

据了解，首批认定的60个重点县
呈现四大特点。一是县域资源特色鲜
明，兼具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农业产业
资源等资源多样性特征。二是业态丰
富集聚分布，打造农家乐、乡村民宿、休
闲农庄等，且大多有康养、科普教育基
地等新业态，成为县域优势主导产业。
三是带动增收效果显著，从事休闲农业
农民就业占比和收入平均水平高于全

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四是政
策创新先行探索，多地出台专门针对休
闲农业融资、用地、人才引进、提档升级
等方面的政策，加速资源要素向休闲农
业聚集。

“十四五”时期是休闲农业转型升
级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围绕拓展农
业多种功能、丰富乡村产业业态、拓宽
农民就业空间，启动开展了全国休闲
农业重点县建设工作，以县域为单元
整体推进休闲农业发展。“十四五”时
期将建设300个在区域、全国乃至世
界有知名度、有影响力的全国休闲农
业重点县。

农业农村部认定首批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

三亚市吉阳区、琼海市入选

我省1人1团队获国家级表彰
本报海口10月 28日讯（记者彭

青林 易宗平 通讯员潘勇）10 月 28
日，全国人社系统学习贯彻中央人才
工作会议精神暨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
才表彰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并
在会上为第六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
才和先进集体代表授奖。我省琼海市
嘉积中学特级教师颜业岸、海南大学
热带作物品质育种及绿色生产团队受
到表彰。

荣膺“第六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
才”称号的颜业岸，从事舞蹈教育近30
年，指导、创作舞蹈作品90多部，先后
获国家级一等奖8次、省级一等奖58
次，曾数十次带领琼海市嘉积中学男子
舞蹈团代表中国、海南，走进悉尼歌剧

院、维也纳金色大厅、尼斯歌剧院、联合
国总部演出，所教授的学生累计考入全
国重点艺术院校300多人。

荣膺“第六届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
进集体”称号的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品质
育种及绿色生产团队，建立了世界领先
的热带及南繁作物代谢组等多组学研
究平台，开发了适用于热带及南繁作物
的基因编辑体系，特别是首次克隆鉴定
椰子高矮决定基因，并大力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应用，在实现科技扶贫和产业扶
贫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悉，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表
彰活动每5年举办一次，今年全国共
有93名先进个人、97个先进集体获得
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