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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规划"#我省将努力培养和
造就一支能够支撑和引领国际旅游岛
建设发展$规模较大$结构合理$创新
力强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在以旅游
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热带现代农
业$新型工业$海洋产业等特色产业和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形成
人才发展的相对优势#人才聚集效应
明显增强%

依据!规划"部署#到$%&'年#全省
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总量预计达($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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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年#专业技术人才队伍预计达
到()万人#高$中$初级专业技术人才
的比例为*!(!+# 全省从事研究开发的
人员达到(万人年以上#其中科学家和
工程师达到$万人年以上%

BCDE8FGHIJ

KLMNOPQ

!规划" 提出# 要建立以素质能
力建设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体系% 改
革人才培养模式# 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提高人才的专业基础素质$职业
实践能力% 探索建立人才终身自学
的有效激励机制# 构建分层次的专
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体系# 全面提
高专业技术人才的学习能力% 提高
专业技术人才的实践能力# 大力发
展创新载体# 建设人才创新创业基

地# 扶持专业技术人才开展科研活
动和创建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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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还提出要围绕重点项目$

重点学科建设的需要# 加大人才引进
力度#着重培养信息产业$海洋工程$

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医药等等极具发
展潜力领域的一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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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提出#研究制定完善海南
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制度的实施方
案#改进评选方法#严格选拔条件#强
化考核激励#废止荣誉待遇终身制#以
'年为管理期#实行动态管理% 依托我
省重大人才工程$ 重点项目$ 重点企
业$重点研发平台#造就一批具有国内
先进水平的科学家$ 拔尖的工程技术
专家$科研管理专家$宣传思想文化高
级专家等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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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产学研合作# 支持企业与高
等院校$ 科研院所共同建设各种科技
研发平台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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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博士后资助制度#扩大
博士后科研人员培养规模# 推动青年
专业技术人才向企业聚集% 依托有关
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大型企业

现有施教机构# 建立若干个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争创一至二个国
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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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大投入为根本# 完善专业
技术人才保障激励机制% 努力提高
专业技术人才工作$生活保障水平#

进一步优化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吸
引政策#完善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
制度% 建立产权激励制度# 制定知
识$技术$管理$技能等生产要素按
贡献参与分配的办法% 研究制定人
才补充保险制度#支持用人单位为各
类人才建立补充养老$医疗保险#加
大对农业$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人才的社会保障覆盖面% 对到农村
基层和少数民族与贫困地区工作的
人才#在待遇方面实行倾斜政策#改
善生活和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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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善市场配置机制为导向#促
进专业技术人才的合理流动完善人
才柔性引进$柔性使用政策% 鼓励人
才柔性流动# 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
革#推行(人才居住证)制度% 在刚性
引进人才的同时#鼓励企事业单位柔
性引进和使用人才#采取更加灵活有
效的方式引才引智#合理使用#提高
人才效能%

" ,�345678F�;D���'��# !%'') !"!"1$ %��d�

! " ! "18F<=>��$ *A

,��d��wT�8F��

'%1��'$%%��8Y

!"!#$"#%&'()$

!"!

*+,-%&./01*+234

5,-&./01*+6789:,-;<=>*+,-#?@AB

CDEFG*+HIJK&LMNO&PQRSTUVW@9:'

依据!规划"我省将分三个层次梯
队培养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 $,&&-

$,$,年期间#计划实施两轮('&'人才
工程)%每轮培养造就+',名高级人才#

其中* 第一层次为',名',岁左右在我
省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重大的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领域里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
领军型专家+第二层次为&,,名.'岁左
右在各学科有较高学术造诣$ 起骨干
作用的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 第三层
次为'%%名.'岁以下在各专业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优秀后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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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高级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
才为重点#以新理论$新知识$新技
术$新方法为主要内容#在生物技术$

新能源$新材料$信息$装备制造$节
能环保$现代交通运输$海洋$农业科
技$防灾减灾$金融财会$社会工作和

以旅游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等重点
领域#分行业分专业#多层次多形式#

开展大规模的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培
训工作% 每年培训&(%%名高层次$急
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到$%$%

年累计培训&((%%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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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高专业技术人才管理的信
息化水平#分层次$分行业推进专业技
术人才信息库建设# 实现人才信息的
跨地区$跨部门共享和交流#为跟踪做

好优秀人才的管理与服务# 加强人才
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测#创造必要的条
件和基础#以优化人才资源配置#提高
人才资源开发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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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记者获悉#

由!南方都市报"主办#海口华语金汇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海南和一文化传
媒公司联合承办的第十二届华语电影
传媒大奖落户海口#并将在'月(%日隆
重举行% 届时来自台湾$香港$澳门及
内地的知名电影导演和演员将汇聚海
口#共享这一华语电影盛事%

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是由!南方都市
报"于$%%%年发起主办的传媒评选的电
影奖项#是国内唯一将内地$香港$澳门
和台湾四地公映的华语片进行共同评
选的电影奖项%目前已成功举办过&&届#

每届报导媒体超过$%%家# 出席电影人
员累计超过.%%人#网络报道累计('%万

条#品牌价值超亿元%

记者了解到# 第十二届华语电影
传媒大奖参评影片约&%%余部#评委阵
容亦十分豪华# 由来自两岸四地的著
名电影人组成#其中包括著名导演$北
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 前台湾金马
奖主席$著名电影制片人$剧作家焦雄
屏#香港著名编剧$作家$戏剧导演林
奕华#香港著名文化人$香港商业二台
总监梁文道#前香港金像奖主席$著名
制片人文隽# 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
学院院长舒琪等%

同时# 还将邀请刘德华$ 刘青
云$ 林志玲$ 濮存昕$ 佟大为$ 杨
幂$ 章子怡等两岸四地的众多电影明
星出席颁奖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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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今年全国(两会)关注的海南
省旅游风险保障体系#已基本建设完
成并开始投入试运行% $/日上午#省
旅游委对该体系的建设情况进行综
合检查#表示将通过该项目的推出完
善我省旅游咨询$信息服务和完全救
援系统等旅游管理的服务能力#提升
海南旅游市场的国际化水平%

我省旅游风险保障体系的建立在

国内尚属首创% 在海南旅游风险保障
体系管理中心#记者看到这一旅游风险
保障体系将整合包括海南省旅游信息
服务平台阳光海南网$ 理赔服务平台$

救援中心$&$(%&旅游投诉中心#将可$.

小时为游客提供多语言的旅游咨询$旅
游投诉$旅游救援$旅游安全警示等多
方服务#实现对我省各旅行社$旅游景
点等的实时监控和管理#以预防$减少
旅游事故的发生#并在发生保障事故时

能够给予及时处理#协调解决游客和旅
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之间因保险
服务引发的矛盾纠纷%

同时#我省独创设计出针对海南
国际旅游岛定位的与国际接轨的旅
游风险险种*海南省专用的旅游意外
综合保险# 具体包括游客人身意外
险$旅行社责任险$旅游企业公众责
任险$旅游从业人员人身意外险及相
关旅游延伸的保险产品%保障范围将

潜水$攀岩等高风险运动所造成的被
保险人身故$残疾纳入赔偿责任% 其
中每个被保险人的理赔给付累计最
高为&%%万元# 赔偿额度在全国同类
产品是最高的%

据悉#首批由海南港澳国旅等旅
行社投保的十个客户的保单业已生
效% $0日#专门从事探险旅游产品开
发的海南原生态探险国旅成为首个
签约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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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日召开的三亚市文体工
作会议获悉#目前已建成全市+镇+(个
建制村农家书屋#配送'万多同农业科
技相关图书%今年#将继续完成..个建
制村和&&$个自然村农家书屋建设#以
解决农村群众借书难$看书难问题%

据了解#农家书屋工程是由政府统
一规划$组织实施的一项惠及广大农民
群众# 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的重大工程%

从$%%0年起#三亚市文体局积极开展农
家书屋的推荐申报建设工作#逐步给各
点统一配送书架$书柜$书桌$椅子$杂
刊架#并不定期增添$更新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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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民政厅批准$省
侨联主管的海南华侨文化产业交流
促进会$/日在海口宣告成立#该促进
会旨在凝聚海内外乡亲的智慧和力
量#激发华侨参与海南文化发展的热
情#助推海南国际旅游岛文化建设%

据介绍# 海南具有地缘优势和
侨乡优势% 与香港$台湾等发达地区
以及东南亚国家之间隔海相望#海
上交通十分便利# 地理位置相当优
越% 同时#旅居海外的乡亲较多#是
我国(三大)侨乡之一#有利于促进
海内外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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