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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滨海主线
以酒店带为
支 撑 、蜈 支
洲 岛 为 支
点 、内 河 水
系为特色骨
架的旅游功
能主线。

主题活动绿楔
五条楔形绿化带顺应
山势，通向海滨，形成
保障各组团有效隔离
的绿化生态通廊，同
时结合周边实体功能
安排开敞式主题旅游
活动功能。

空间组团
铁炉港片区、林
旺片区、龙江片
区、风塘片区、
藤桥片区、东溪
片 区 、南 田 片
区、湾坡片区、
青田片区。

非建设空间
结合西部山体林地区域
统筹山地主题旅游区，
结合蜈支洲岛、后海半
岛和藤桥河入海口统筹
海洋主题旅游区，结合
椰洲湿地等区域统筹湿
地主题旅游区。

一线 五楔 九片区 三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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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三亚在人才工作中始
终以人才需求为导向，不断开展流
程优化和制度创新。开设外籍人才
工作、居留许可联审联检窗口，缩短
业务办理时限；疏通军队退役及外省
派驻三亚专技人才流动堵点；人才政
务服务“单一窗口”试行网上办理，着
力精简流程提高办事效率……一批

务实的政务服务举措，极大优化三亚
人才公共服务环境。

着力为人才解难题，发力为人
才优保障。目前，三亚积极打造“近
悦远来”良好生态环境，为人才安居
乐业和建功立业提供保障。

健全优化人才服务机制。安排
17名市领导联系124名重点专家，
推动党委联系服务重点专家工作制
度化、常态化；在重点园区、科研机
构等设立22个人才工作站，建立起
覆盖人才聚集单位的人才服务工作
网络；组建一支有120家重点单位
组成的130名联络员队伍，实行专
岗对接、专人对接、精准服务；实行
高层人才认定、人才租（购）房补贴
网上审批办理，打通人才服务“最后
一公里”。

全面落实人才服务政策。给予
符合条件的人才发放租（购）房补
贴，并在安居型商品住房项目建设
中配建人才公寓，统筹安排部分人
才子女入学，协调高层次人才配偶
就业；落实个人所得税政策，870名
高端紧缺人才减免税额7632.63万
元；在4家市属三甲医院开通高层
次人才就医绿色通道，为高层次人
才提供免费健康体检服务。

完善谋划人才发展战略。谋划
编制市场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形成
人才需求预测和宏观调控机制，保
障和扩大园区、科研院所、医院、企
业等用人单位在人才引进、培养、使
用、评价、激励等方面的自主权；在
编制和规定的岗位设置结构比例范
围内，允许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自主
决定合理配置各类各级岗位，对符
合规定条件的人员，实行协议工资
制、年薪制、项目工资，探索在事业
单位设置特设岗位引进急需紧缺的
高层次人才。

建好人才“蓄水池”，优化人才
发展生态，才聚天涯，智促发展，三
亚正呈现“招才引智与产业导向同
源共流”的发展新气象。

（本报三亚11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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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新增人才落户15902 人

其中新增认定高层次人才1430 人

较去年高层次人才总量增长77%

我省评定首批“双百”人才团队中

35个人才团队的依托单位在三亚

其中9个团队为院士领衔

各类国家级、省级育才项目中

三亚有65人入选“515人才工程”

7人入选“西部之光”访问学者

86人入选“南海系列”育才计划

3人入选省国家级人才项目人选配套资助

2021年以来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海南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近日评选出6个2021年“海南省优
秀人才团队”，三亚占据半壁江山，其中的两个国际先进人才团队全
部花落鹿城，才聚天涯引发广泛关注。

三亚着力打造自贸港建设标杆城市，重点产业提质增效，人才是
基础也是关键。三亚积极实施“人才强市”策略，以人才资源驱动城市
高质量发展，筑巢引凤，引育结合，高层次人才纷至沓来。

刚拿到永久居留证，我省B类
人才、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
司总经理吕玉平开心不已，“这下终
于可以安心在三亚创业搞科研了。”

作为国际知名的粮油作物生物
技术芯片研发专家，吕玉平2019年
被推介到三亚进行创业。短短的两
年时间，公司迅速成长为估值超过
10亿元并具有行业独角兽企业潜质
的高科技种企，这离不开三亚对人
才工作的鼎力支持，对此吕玉平如
数家珍：“三亚以全球动植物中转基
地的平台帮助企业进口了急需的科
研玉米种质资源；支持团队申报首
批‘双百’人才团队，积极帮助其申
请省级人才主管部门出具办理永久
居留证的推荐函……”

吸引人才，乃至吸引人才团队，
三亚加大招才引智的力度，吕玉平绝
非孤例。省内首个面向全球公开选
聘的国际高端管理人才、来自香港的
叶家霖，成为三亚最年轻机构——三
亚市旅游推广局的“一把手”，将在未

来三年内带领团队扛起三亚旅游转
型升级的重担；深海油气领域的知名
专家周国强带着国内领先的实验室
团队进驻三亚海洋油气研究院，助力
鹿城深海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来自
国内11所重点高校的1161名研究
生进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深耕深海
科技和种业科技……

三亚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透
露，为做好重点产业、行业的人才引
育工作，三亚坚持需求导向，推动12
个重大人才工程；全面梳理全市经
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及国家、省、市重
点项目人才入选情况，重点收集整
理其中678人次详细信息，初步建
立优秀人才数据库；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候鸟”人才、国际人才情况调
查，收集整理936名“候鸟”人才、
122名外籍人才、115名国际学生、
164名留学人员和10名港澳台人才
信息，进一步完善城市人才信息库；
不断巩固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成果，
构建三亚职称数据库信息平台。

引凤筑巢，发挥人才优势

作为首批海南省优秀人才团队
——国内领先人才团队的入选者，
由海南省“杰出人才”“万人计划”领
军人才赵玮领衔的深海立体观测与
信息服务团队立足三亚，在海洋技
术装备研发、深海立体组网观测、海
洋环境信息服务等领域，取得骄人
业绩。

“团队隶属于中国海洋大学三亚
海洋研究院，扎根在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得益于园区深海产业的不断发
展，我们也快速凝聚了一批相关领域
的老中青高端人才。”赵玮表示。

抓好重点园区这个自贸港建设
的重大功能平台，三亚积极打造人
才培育高端平台载体。今年以来，
三亚全市新增市场主体同比增长近
九成；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一周年
期间，三亚直接招商引资企业达
1825家，中国种子集团、中国农科
院、百胜集团等一批世界500强企
业、“国字号”大所大院落户重点园
区，吸引产业人才集聚。

“除了发挥园区汇聚人才的功
能，三亚还先后设立21家院士创新

平台，成立7个国医大师工作室、2
个国家级‘名校长（学科名师）工作
室’、2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家省
级高新技术产业园、5家‘海智计划’
工作站、1家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建成‘天涯创客’等2家科技企
业孵化器和6家省级众创空间，3家
省级“候鸟”人才工作站，为各类人
才搭建干事的平台。”三亚市委组织
部有关负责人透露。

在做好平台建设的同时，三亚
着力完善制度支撑，为人才干事创
业提供保障。在市级层面不断完善
顶层设计，出台《三亚市落实“百万
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2018-2025年）》《三亚市人才发展
“十四五”规划》两大纲领性文件；围
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及引进创
新创业人才等工作，先后出台了人
才住房保障实施细则、专项事业编
制使用管理办法及岗位设置、市委
联系服务重点专家工作实施细则等
一系列政策措施，最大程度构建了
市、园区联动的良好效应，立起全市
人才工作的“四梁八柱”。

筑巢引凤，人才智汇创新

近悦远来，构建人才乐园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日前，《三亚海棠湾
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以下简称《规划》）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实
施。根据《规划》，海棠湾将形成“一线、五楔、九
片区、三统筹”的总体空间结构。

《规划》明确，海棠湾发展定位为国家海
岸——国际旅游度假区，具体包括国际化的
一站式旅游目的地，立足南海面向国际的旅
游消费中心，立足三亚辐射南部省域的区域
性服务中心三大核心职能。

形成“一线、五楔、九片区、三统筹”总体空间结构

三亚海棠湾控规获批实施

本报讯（记者黄媛艳）三亚近日审议通过
《法治三亚建设规划（2021-2025年）》（下称
《规划》），该市将加快完善多个地方性法规规
章，健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机制，聚焦
企业生命周期开展服务，建立政府重大决策
主动向企业家问计求策的程序规范，推动形
成法治化营商环境，力促高水平法治成为城
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规划》，三亚将聚焦海南自贸港建
设重点领域、新兴立法领域立法，健全海上旅
游、邮轮游艇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科
技成果转换、知识产权保护、城市规划更新与
建设管理等地方性法规规章，完善生态环境
保护法规规章体系，加快构建地方特色的立
法制度。

为推进依法行政，三亚将规范和加强行
政应诉工作，健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机制，定期通报全市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工作情况，并将该情况纳入法治政府
建设考核指标，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无正当
理由不出庭通报机制，加快实现负责人出庭
应诉常态化。

三亚将逐步健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
法决策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决策法律专家咨
询机制，完善法律顾问、公职律师选聘、使用、
考核、评价程序，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公职律
师在重大决策中的作用；建立政府重大决策
主动向企业家问计求策的程序规范，最大程
度减少决策失误，增强决策的正当性和可接
受性，降低执行成本。

围绕“大三亚”法治建设一体化进程，三亚
将通过人才、机制、体制等不断融合互动，发挥
各地比较优势，强化在区域基层依法治理、跨
区域法律服务和惠民便民合作、重大法治问题
联合攻坚等方面深化法治协作、优化制度供
给，共同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的区域法治环境。

《法治三亚建设规划（2021-2025年）》出炉

加快构建地方特色立法制度

三亚巾帼律师
公益服务站成立

本报三亚11月11日电（记者徐慧玲）11月9
日，在三亚市妇联的指导下，三亚市巾帼律师公益
服务站成立，将以海南同玺律师事务所为阵地，广
泛吸纳三亚多家律所的女律师，为三亚妇女儿童
提供高质量的普法和法律维权服务。

据悉，2018年，三亚巾帼女律师服务团成立，
陆续开展法治宣传、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等
服务，目前共有68名女律师加入。为实现维权服
务全覆盖，进一步整合律所和女律师力量，三亚市
巾帼律师公益服务站成立，下一步将推出普法讲
座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活动，同时为妇女儿童
公益维权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打造妇女儿童公
益品牌。

海南中华白海豚
或为独立种群

本报三亚11月11日电（记者黄媛艳）中国科
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李松海团队
的研究成果，近日以封面论文的形式发表于国际
海洋哺乳动物学会会刊《海洋哺乳动物科学》。
研究成果揭示了海南西南海域新记录的中华白
海豚种群哨叫声特征与其他中华白海豚种群以
及驼海豚其他物种哨叫声的差异，并指出中华白
海豚哨叫声信号特征揭示其或为独立种群。

中华白海豚是驼海豚属四个物种之一，是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该研究从海南西南海域采集
到的226个哨叫声信号中识别出6种信号类型。
海南中华白海豚种群哨叫声与其他地理种群的
哨叫声类似，但其哨叫声持续时间高于大多数其
他地理种群，哨叫声拐点复杂性低于除广西三娘
湾种群外的其他地理种群，表明海南中华白海豚
种群发出的哨叫声比除广西三娘湾种群外的其
他所有地理种群哨叫声更为简单。

李松海团队的研究表明，地理相邻的驼海豚
种群之间，哨叫声的时频特征更为相似。而在我
国水域内，湛江和三娘湾水域的中华白海豚种群
在哨叫声特性上比海南中华白海豚种群更相
似。由此推测海南中华白海豚种群与上述其他
两个种群间的个体和基因交换程度可能低于湛
江与三娘湾种群之间的个体和基因交换程度，因
此海南中华白海豚种群可能是与其地理相邻种
群相比较为独立的种群。

一涉诈洗钱团伙
被三亚警方抓获
涉案金额300余万元

本报三亚11月11日电（记者李梦楠 通讯
员陈俊锐 谭婕）11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
亚警方获悉，日前，三亚市公安局崖州分局成功
打掉一个涉诈洗钱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人，扣
押作案手机8部，银行卡15张，涉案金额300余
万元。

据悉，10月21日，崖州分局接到市局合成作
战中心下发的一条“断卡”线索，一名三亚籍男子
符某文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异常流入一笔2万元的
资金，存在涉电信诈骗嫌疑。接到线索后，崖州
分局立即组织刑警大队联合南滨派出所展开调
查，分析研判，固定相关证据。10月28日，民警
在吉阳区商品街将犯罪嫌疑人符某文抓获。经
过缜密侦查，循线深挖，一个以李某福为首的涉
诈洗钱团伙浮出水面，该团伙在三亚招募本地籍

“卡农”，并将“卡农”银行卡转卖他人用于实施电
信网络诈骗洗钱，以此获取高额回扣。

10月29日，民警在吉阳区商品街将“卡农”
庄某胜抓获；10月30日，民警在湖南省长沙市将
李某福抓获；11月3日，“卡农”董某干、董某特、
董某游、符某志被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三亚启动第二届
群众文化艺术季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日前，三亚市第二届群
众文化艺术季启动仪式在三亚市群众艺术馆举行。

本届群众文化艺术季将通过举办合唱、诵读、
美术、书法、摄影、舞蹈、征文、乐器、演唱、原创歌
曲、戏曲与曲艺十一大赛事与“艺术名家现场秀、
年度优秀节目&作品颁奖暨汇演”两大文化活动，
赋予传统群众文化赛事更多趣味性、艺术性、创新
性及可参与性，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艺术生
活。其中，艺术名家现场秀活动将邀请艺术、文
化、非遗、音乐等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活动现场
展示展演，与市民零距离互动，共同探讨艺术和旅
游融合的精品发展路线，让文化艺术和旅游巧妙
结合，促进三亚文化艺术事业和旅游产业的繁荣
发展。

与首届文化艺术季相比，三亚市第二届群众
文化艺术季在活动规划与比赛规则设计方面均做
出了升级调整，具有群众性、专业性、公益性三大
特点。活动涉及全省全市，历时3个月，是近年来
三亚市集中组织的活动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
的一次群众文艺交流和高雅艺术普及活动。同
时，多个比赛项目还将单独设置专业组，在提升比
赛专业性的同时，给观众更加丰富的审美享受。

11月8日，三亚天涯区妙山村农民在田间移植青瓜
苗。“立冬”过后，当地农民抓紧农时抢种冬季瓜菜。据了
解，三亚今冬明春计划种植冬季瓜菜约15万亩（含复
种），力争总产量突破47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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