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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近日，纳瑟夫在对他位于海口复兴城互
联网信息产业园的办公室进行扩张装修，完
成后，他准备进一步扩招员工。“在海口有关
部门的推介与扶持下，我们与多家供应商、
贸易公司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纳瑟夫表
示，他在海南找到了创业的激情。

要让人才进得来，更要让人才留得住。
我省着力营造人才发展宜居宜业环境，多项
贴心举措让外籍人才感受到海南对他们的
重视与关怀，增强国际人才扎根海南、建设
海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这一点，在海南工作、生活10余年的白
俄罗斯人康津晟深有感触。外籍身份曾为
他带来许多不便，“比如以前我们买高铁票
只能去高铁站窗口买，无法在网上买，后来
在海南省政府与广东铁路部门的协调下，外
籍人士可以在网上买高铁票了。”康津晟
说，买票事小，却实实在在解决了他们出行
问题，也释放出海南越来越关心在这里生活
的外国人的友好信号。

不仅如此，康津晟和团队曾撰写过一
份关于海南入境旅游品牌再造计划的报
告，得到了省里相关部门的批示，他还向省
政府提交过建言海南引才机制的报告，也
很快得到了回应。“这让我感受到，海南政
府部门对外籍人士非常重视和关照，我们
提出的想法、建议，他们会认真聆听并给出
答复。”康津晟说。

细心的埃瑞娜·斯坦内斯库发现，全面
准确的外语标识标牌，出现在海南各个公共
场所。

而在过去，海南省缺乏有力的统筹协调
机制和管理机制，也缺少符合地方需求、统
一的公共场所标识标牌英文译写地方标准，
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建设基础十分薄弱。

随着越来越多外籍人士来琼考察投资、
交流学习、旅行度假，海南国际化程度越来
越高，“倒逼”海南打造国际化的语言“软环
境”，擦亮海南自贸港“门面招牌”。2020年
4月，在省委外办的牵头并统筹推动下，海南
启动全省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建设
工作。截至2021年6月底，全省18个市县
及洋浦经济开发区交通、旅文、教育、医疗卫
生、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等5大重点领域的外
语标识标牌规范建设工作基本完成，实现以
上重点领域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建
设全省覆盖。这大大增强了外籍人士在海
南工作、生活的便利化程度。

“这块小小的外语标识标牌，为外国人
提供了大大的便利，尤其是不懂中文的外国
人，可以根据标识标牌找到地方。它也提升
了我们对海南的好感，拉近彼此的距离。”埃
瑞娜说。

海南也在积极打造配合国际人才引进
的国际学校、国际社区等，推进国际人才在
公共服务和社保方面的无缝衔接，建立完
善国际人才就业许可、职业资格认证、出入
境、停居留等政策。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建立‘国际人才社
区’。”省科技厅引进国外智力服务管理处负
责人表示，省科技厅计划在1至2家重点园
区建立国际人才社区和国家引才引智示
范基地，构建更加开放的引才引智制度，
推动外国人来琼工作管理服务引领区
建设。此外，还将继续为有实际需求的
重点园区下放工作许可审批权限，提
升外国人来海南工作的便利度。

（本报三亚1月26日电）

埃瑞娜是陵水蓝湾未来领导力学
校的一名英语教师，2019年，当她踏上
海南这片土地，就打心眼里喜欢这里的
自然风光和生活方式。她说，海南是个
富有潜力的地方，尤其是自贸港建设开
展以来，很多国际学校都到这里发展事
业，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机会。

“我所工作的学校是一所国际学
校，涵盖3岁至18岁全学段，按照国际
标准配备教学设施、教学课程和师资力
量。”埃瑞娜说。截至2021年12月，该
校共签约外籍教师24人，来自11个国家
和地区，分别从事语言、文化艺术、体育等
方面教学。

外籍人才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省按
照“举全国之力、聚四方之才”的要求，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招才引智，打造
人才集聚高地。一项项关于人才引进、
培养、服务的有力举措，正推动更多的
国内外优秀人才把对海南的关注向往
变为奔向海南的实际行动。

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
案》）发布。3个月后，来自非洲国家科
摩罗的纳瑟夫不远万里奔赴海南，创办
了海南纳世通国际商务有限公司，主营
进出口贸易代理和国际海外商务顾问
业务。

“海南自贸港建设让我看到了海

南的潜力。”纳瑟夫说，海南自贸港建
设在金融、贸易、物流等多个领域都有
千载难逢的机会，再加上税收减免、市
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等多方面的政
策红利，“在海南发展事业，让我充满
期待！”

根据自贸港对外开放要求，海南
要树立国际化眼光、全球化视野，更
大力度地引进国际人才。《总体方案》
提到“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人员担任
海南自由贸易港内法定机构、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基于这
一人才政策，来自新加坡的林月文被
引入海南。

受到海南自贸港政策吸引，林月文
选择投身于海南免税行业，成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以来，首个担任省属国企下属
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外籍人才。“未来很长
一段时间，我都将在海南奋斗。”林月文
说，他很快就被评为海南省高层次人才，
从申报到通过评定，仅用了2个工作日。

省科技厅引进国外智力服务管理处
负责人介绍，在琼工作的外籍人才来自
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部分来自
美国、俄罗斯、韩国、泰国、加拿大等；他
们活跃在旅游、教育、商务服务、科技、医
疗、交通、文化等领
域，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发展注入了更多国
际活力、国际智力。

因好管理、好服务而
体制机制不断创新，激起国际人才发展“一池活水”

“卜老师不仅是我们的工作搭档，
还是贴心的生活管家，帮助我们解决在
海南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埃
瑞娜说，学校各方面的关心，让他们能
够安心在海南工作、生活。

埃瑞娜口中的卜老师，是陵水蓝湾
未来领导力学校人力办公室中方负责
人卜凡。工作中，卜凡负责协助外籍教
师申请取得外国人工作许可和工作类
居留许可、申报外籍人才认证等工作，
生活里，她做好外籍教师后勤保障工
作，从衣食住行、子女教育、课余活动等
方面为他们免去后顾之忧。

“过去，我需要先在‘外国人来华工
作管理服务系统’上提交材料，拿着纸
质版材料到业务窗口办理‘外国人工作
许可’，再到出入境管理部门签证窗口
办理‘工作类居留许可’，在2个部门之
间来回跑，要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卜
凡说。

而现在，她只需在网上提交材料，
收到受理短信和电话后，通知外籍教师
带好材料前往政务大厅“联审联检”窗
口，即可同时办理“外国人工作许可”和

“工作类居留许可”。
这得益于海南创新外国人在琼工

作审批流程新模式，首创外国人工作、
居留许可联审联检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集成创新跨部门审批制度，实现了
外国人工作许可、居留许可信息共享和
联审联检。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第九批6项制
度创新案例中，外国人工作、居留许可
联审联检一体化名列其中。“制度实施
后，对在琼外国人申请工作许可、居留

证件实现了‘一次提交、一网联审、一窗
办理’，有效解决外国人来海南工作办
理相关手续繁杂、耗时较长的问题。”省
科技厅引进国外智力服务管理处负责
人说。

该负责人介绍，为持续优化工作许
可和居留信息共享和联审联检制度，
2021年，省科技厅在开展“查堵点、破
难题、促发展”活动中，联合省公安厅等
单位解决了工作许可和工作签证办理
流程衔接不畅等相关问题，进一步提升
了外国人才出入境和停居留便利化服
务水平。

站在自贸港建设的新起点上，海南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急需人才、渴
望人才。着眼于外籍人才工作需要，海
南加大探索力度，通过各项制度集成创
新，不断激起国际人才发展“一池活
水”，聚四海之才共建海南自贸港。

从2019年8月开始，省科技厅（省
外专局）陆续在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口
江东新区、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
园、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和陵水黎安国际
教育创新试验区等5个重点园区，设立
办理来华工作许可服务窗口试点，承担
本园区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预审职能，
为外国人才提供工作许可办理、人才认
定咨询等服务，提升外国人来海南工作
便利度。

事业单位聘用外国人、外国人来琼
工作许可、外籍“高精尖缺”人才认定标
准、出入境与停居留、开放境外人员参
加职业资格考试等若干政策相继出台，
随着人才体制机制不断创新，海南国际
人才的集聚效应显著增强。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省已
有1559人持外国人工作许可，其中外
国高端人才（A类）267名，外国专业人
才（B类）970名，其他外国人员（C类）
322名。

因好氛围、好环境而
海南提升国际人才工作、生活便利化程

度，增强他们扎根海南、建设海南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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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人才数据】

截至 2021年底

我省已有 1559人
持外国人工作许可

夜幕降临，位于三亚市大东海的一家美式

餐吧热闹无比，其中有不少异国面孔，在此尽情享受

美酒佳肴。来自美国的埃瑞娜·斯坦内斯库很喜欢这

里，不仅能尝到地道的家乡美食，还能结识不同国家的朋

友，一起分享在海南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

海南正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人才创新创业的理想“栖息地”。

据统计，现在琼工作的外籍人才有1500多名，覆盖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他们喜爱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看好海南自贸港

发展前景，渴望在这片蒸蒸日上的土地上施展才干、大展宏图。

人才成就事业发展，事业发展造就人才。近年来，在中央和

国家有关部委支持下，我省陆续推出各项措施，在政策体系、事

业平台、营商环境等方面加大推进力度，努力搭建让外籍人

才各尽其用、各展其才的舞台，热忱欢迎各类外籍人才来

琼创新创业和工作，让外籍人才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同创海南美好未来。

【看制度创新】

外国人工作、居留许可
联审联检一体化

名列海南自由贸易港
第九批制度创新案例

在琼外国人申请工作
许可、居留证件实现“一次
提交、一网联审、一窗办理”

覆盖国家和地区

100多个

大部分来自
美国 俄罗斯

韩国 泰国 加拿大

活跃在旅游、教育、商务服务、
科技、医疗、交通、文化等领域

其
中

外国高端人才（A类）267名
外国专业人才（B类）970名
其他外国人员（C类）322名

在海南工作、生活10余
年的白俄罗斯人康津晟。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三亚此前颁发的第一
张外国人临时驾照。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陵水蓝湾未来领导力
学校英语教师埃瑞娜·斯坦
内斯库。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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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好政策、好前景而
外籍人才纷纷来琼就业创业，为自贸港建设注

入更多国际活力、国际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