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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
市场" 海口市人才市场等多
个单位了解到#继!月份举办
"#场各类招聘会之后#$月份
海口还将举办""场招聘会$

其中# 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
还针对各个行业# 将举办保
姆保洁%保安司机"教育"教
师" 培训机构等各大针对性
强的专场招聘会&

南国都市报提醒'海口市
人力资源市场位于海口市蓝
天路嘉华路"号金桃苑首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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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者可搭乘%!路%

"&路%!!路%!&路%$%路%'"路
公交车#在蓝天路南宝商场或
民生市场站下车可到达$海南
省人力资源市场位于海口市
白龙南路'!号 !

123&4

5

(# 乘坐&路%%%路%%!路%%$

路%%#路%!(路%!)路%$!路车
即可到达$海南人才招聘网现
场招聘会位于海口市滨海大
道海口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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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职者可以乘坐!路%#路%&

路%)路%"%路%"&路%!(路%!)

路%'*路%'$路公交车到人大
会堂下站#")路%$"路到会展
中心下车$

)

!"

*&

!"#!

#

$

$

!%

% &'( )*

&

+', -*

&

.$/

创业英才培养对象享受税收%配
偶子女安置等六项优惠政策%六项优
先服务#具体参照*海南省引进高层
次创新创业人才办法!试行()+将创
业英才培养对象纳入,海南省高层次
创新创业人才数据库-# 构建互动式
信息服务平台#及时发布创业英才培
养对象的创新创业动态#收集其生活
和工作方面的需求信息#实施跟踪管
理和跟踪服务&

创业英才培养对象所在的行业
主管部门要将创业英才的发展纳入
行业发展的有关规划和计划中#制定
工作计划#落实经费"人员等各项保
障条件#定期组织创业英才培养对象
到国内外著名高校"科研机构和知名
企业参加各种专题培训和研修#开展

技术创新"科学管理等方面的交流与
合作#提高其掌握现代管理理论和世
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的能力+省高
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跟踪服务小组和
各市县"有关部门要主动关心创业英
才培养对象的工作和生活#切实帮助
解决创业英才培养对象在创新创业
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包括医疗"

住房"子女入学等方面的问题&

*实施办法)要求#各级组织人事
部门"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协调#

构建创业英才培养对象直接服务平
台&在办理居住"企业资格等相关证件
时提供便捷服务+在科研经费使用"工
作设备采购等方面# 由创业英才培养
对象所在单位按规定自主管理# 有关
职能部门加强服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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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国际旅游岛建设# 最缺是人
才#关键在人才&据了解#省委"省政府
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人才工作的极
其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确立在经济
社会中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 围
绕国际旅游岛建设#健全人才培养"引
进政策体系&

"**)年#我省出台*海南省引进高
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办法!试行()#提出
六项优惠政策" 六项重点支持和六项
优先服务等扶持措施&仅一年半时间#

为我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人#有
!人入选国家 ,千人计划-##人入选海
南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人选#并有#

个海外高层次创业人才重点项目落
地#政策效应得到充分体现&

据介绍# 但由于没有出台对我省
现有创业人才培养的政策措施# 使得
我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政策体系不
完善# 特别是影响到我省现有创业人
才创新创业发展的积极性& "*%*年召
开全省人才工作会议和印发了 *海南

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

"*"*年()# 将突出引进培养高层次创
新创业人才作为人才队伍建设第一主
要任务# 提出做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培训# 明确组织实施优秀企业家培养
工程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
程&因此研究制定*海南省创业英才培
养计划实施办法)#是推动我省现有创
业人才的队伍建设和创新发展提供政
策保障# 完善我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
才政策体系建设的形势需要&

据了解 # 依据 *实施办法 ) #

,创业英才- 指的是为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 技术与产品属于我省重点支持
发展领域# 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对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经济竞争力有
推动作用# 并在琼创办科技型企业#

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科技创新成
效# 为海南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的创业人才&

依据规划部署# 到"*"*年# 重点
面向科技型企业# 在我省重点领域"

优势产业和重点创新项目中选拔!'*

名具有较强技术研发和经营管理能
力# 敢于创业" 勇于创新的创业人
才进行培养& "*%"."*%'年作为实
施的第一阶段# 培养创业英才%'*

名# 其中第一层次创业英才培养对
象%*名# 为掌握国际先进的科技创

新技术# 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具有较强经营管理能力的相关行业
领军人才+ 第二层次创业英才培养
对象$*名# 为掌握国内领先的科技
创新技术# 具有较强经营管理能力
的相关行业拔尖人才+ 第三层次创
业英才培养对象%**名# 为掌握国内
先进的科技创新技术# 具有一定经
营管理能力的相关行业优秀人才&

*实施办法) 规定# 创业英才培
养对象每年选拔%次# 并对创业英才
培养对象的申报条件进行约定& 申
请者应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与经营管理能
力# 要拥有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或
掌握相关产业核心技术# 科技成果

或技术国内先进# 能填补国内空白
或引领相关产业发展# 有较大的市
场潜力和预期的经济效益# 并能进
行产业化生产& 在高等院校% 科研
机构或企事业单位从事科技研发或
管理工作!年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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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相
关领域# 有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

力& 要为企业法人或主要负责人且
为第一大股东&

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的创业人选
可直接认定为第一层次创业英才培养
对象&但被认定为,海南省高层次创新
创业人才- 的人选不再参与创业英才
培养对象的评选&

*实施办法)提出#我省将对创业
英才培养对象创新创业项目实施一次
性资助# 第一层次创业英才培养对象
&*.%**万元%第二层次创业英才培养
对象'*.(*万元% 第三层次创业英才
培养对象!*.$*万元# 专项用于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新产品%新技术开发
与推广+ 鼓励和扶持创业英才培养对
象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和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扶持期限为!年+创业英才培养
对象所创办的企业承担国家级科研项
目!

<=

(的#给予项目!

<=

(经费$*,

的配套扶持# 最高额度不超过"**万

元+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

<=

(的#给
予项目!

<=

(经费"*,的配套扶持#最
高额度不超过'*万元# 配套扶持资金
专项用于科研项目!

<=

(的实施&

创业英才培养对象所创办的企
业获得批准设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 给予%**万
元的配套扶持+获得批准设立省部级
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

给予'*万元的配套扶持#扶持资金专
项用于科研项目实施&创业英才培养
对象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得发明专利
的#给予每项"万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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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获悉#海口市公共交通
总公司首辆引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环保节能公交车当天结束了其 ,试
营运-#在%)路和!*路线路上试运行
的三个月的时间# 为相关技术人员
提供了充分的研究数据# 同时也起
到了良好的节能效果和环保等社会
效应#通过数据分析得知#该辆车的
节油率在$*,以上&

本次试运行的-.#%"*/01型城
市客车是桂林客车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开发的插电
式混合动力城市客车& 与常规的内
燃机车相比# 混合动力车是将传统
的内燃机% 电力驱动和储能装置结
合在一起#主要工作特点是#采用了
高功率的能量储存装置向汽车提供
能量#可以减少发动机尺寸%提高效
率%降低排放#同时续航里程和动力
性能可以达到内燃机汽车的水平#

最大限度发挥内燃机汽车和纯电动
汽车的双重优点&

据了解#传统的%"米自动档客车#

在开空调的情况下# 百公里油耗为$$

升#按目前海口公交线路一天运营"&*

公里#需消耗柴油%"!2"升+此混合动
力车在同样的工况下百公里油耗为"#

升#则消耗的柴油为("2&升#一天节省
柴油'*2$升2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现今

油价(2)'元3升计算# 一天能省油费
$**2#&元& 如果每天晚上充('度电#按
公交用电价位*2(#元3度计算# 电费为
'(元#则实际最后一天节省!$!2#&元&

要是一年满勤运营#能省%"2'$万元#同
时减少一半的一氧化碳%颗粒物%氮氢
化合物等污染物的排放&如此看来#在
不改变汽车的性能% 降低可靠性及客
户的使用习惯下# 公交行业大量使用
混合动力特别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是一项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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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周六 ,众合职场++海南职业技能-第%%届综合大型人才交流会
$月%%日 周三 ,名企有约-专场大型人才交流会
$月%!日 周五 保姆保洁%保安司机类专场大型人才交流会
$月%$日 周六 ,众合职场.创未来%助梦想-第%"届综合大型人才交流会
$月%&日 周三 ,名企有约-专场大型人才交流会
$月"*日 周五 ,爱在教师-教育%教师%培训机构类专场大型人才交流会会
$月"%日 周六 ,众合职场.精英相汇-第%!届综合大型人才交流会
$月"'日 周三 酒店旅游%零售百货%连锁运营%收银%餐饮食品%旅游%

物业及服务业专场大型人才交流会
$月"(日 周五 机械%技能技术%自控%工业设计及五金模具类专场大型人才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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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周五 ,牵手天涯/飞扬职场-天涯人力网春季综合型人才交流会
$月(日 周六 海南职场/建筑装饰%物流%医药%生物类-大型人才招聘会
$月%%日 周三 海南职场/第""届综合性人才招聘会
$月%!日 周五 海南职场/第"!届综合大型人才交流会
$月%$日 周六 海南职场/投资%金融%外贸%物流%服务类-大型人才招聘会
$月%&日 周三 海南职场/第"$届综合性人才招聘会
$月"*日 周五 海南职场/汽车%汽配汽修%机械%技能技术%五金模具45通信%

光电数码%动漫网游%电子%家电及灯饰照明类专场
$月"%日 周六 海南职场/文秘%财会%设计%管理类-大型人才招聘会
$月"'日 周三 海南职场/第"'届综合性人才招聘会
$月"(日 周五 海南职场/酒店旅游%零售百货%连锁运营%收银%餐饮食品%

物业及服务业专场
$月"&日 周六 海南职场/45%通信%机械%医药%化工-大型人才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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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周四 *海南招聘快讯)综合性大型人才交流会!一(

$月"#日 周四 海南人才招聘网超大型人才交流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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