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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计划到 2025 年吸引各类人才 30 万人以上

大师级人才工作 8 年送房产
南 国 都 市 报 7 月 10 日 讯（记 者 孙 学
新）记者今天了解到，《三亚市落实“百万
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20182025 年）》 出炉，三亚计划到 2025 年吸引
各类人才 30 万人以上，打造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港）人才高地。
方案提出，三亚将实施重点产业、重
点领域人才引进计划，经认定的急需紧缺
人才及其团队享受相应层次的住房保障、
科研资助、绩效奖励等待遇。
实施青年人才引进计划。引进 300 名
能突破关键技术、带动新兴学科、引领产
业发展的杰出青年人才，引进 1000 名具有
较高学术技术造诣、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
青年创新创业人才。经认定的青年人才可
向有关金融机构申请最高 200 万元、最长
5 年期限的信用贷款或保证担保贷款，可
在入驻园区申请 100 平方米以内、3 年内

零租金的办公用房。积极引进高校毕业生
落户三亚工作，推进琼籍人才回流工程。
实施“三亚名家”培养计划。面向教
育、医疗、文化、种业等重点领域，着力
培养 100 名左右具有进入“南海名家”培
养计划和成长为国家级人才项目人选潜力
的人才，给予一定额度的人才补贴。优先
推荐“三亚名家”培养计划入选者申报省
级、国家级人才项目并给予配套人才补贴。
实施“三亚英才”培养计划。有针对
性地培养 100 名左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技术与产品属于三亚重点支持方向、能带
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创业人才，给予一定额
度的人才补贴。
实施“三亚工匠”培养计划。重点培
养 200 名左右具有进入“南海工匠”培养
计划潜力的技能人才，给予一定额度的人
才补贴。重点建设一批技能大师工作站

（室）和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符合条
件的给予经费资助。对于获得“中华技能
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奖”等奖项、称号的个人或团队给
予适当配套奖励。
放开人才落户限制。具有全日制大专
以上学历、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技师
以上职业资格或执业资格的人才，可在三
亚工作地或实际居住地落户。各类高层次
人才、硕士毕业生、“双一流”高校和海外
留学归国本科毕业生，以及拥有重大科研
成果的创新人才、产品符合重点产业支持
方向的创业人才可在三亚任一区落户。
加强人才安居保障。为经认定的大师
级人才、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分别提供建
筑面积不超过 200、180、150 平方米的人
才公寓，8 年免收租金，全职工作满 5 年由
政府无偿赠与 80%产权，满 8 年无偿赠与

100%产权；为经认定的 50 岁以下拔尖人
才 、 其 他 类 高 层 次 人 才 提 供 每 月 30005000 元住房租赁补贴或每年 3.6-6 万元购
房补贴；为 40 岁以下全日制硕士毕业生、
35 岁以下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和具有中级专
业技术职称的人才提供每月 1500-2000 元
住房租赁补贴或每年 1.8-2.4 万元购房补
贴。住房租赁补贴累计发放不超过 36 个
月，购房补贴累计发放不超过 3 年，住房
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不得重复享受。按片
区布局建设 1 万套人才周转房，加强各类
人才房的分配、管理和流转工作。引进的
各类人才自落户之日起在购房方面享受本
地居民同等待遇，柔性引进的高层次人才
经认定也可享受同等待遇。
此外，三亚还将积极探索解决人才子
女就学，解决人才配偶就业，加强人才医
疗保障。

三亚打造海绵城市

27 个小区完成“海绵化”改造

三亚公益诉讼线索
可“微信随手拍”举报

南国都市报 7 月 10 日讯（记者谭琦/文
刘孙谋/图）“昨晚下雨，今天早上出门时没
有积水，变化太大了。”三亚南电园小区的
居民邢宇说的变化，源于小区进行了“海绵
化”改造以后，从前一下雨就浸水的小区路
面，现在已经告别了积水的“梗塞”。
近年来，三亚建成了丰兴隆生态公园、
红树林生态公园等一批海绵典型工程，“海
绵城市”从一个建设理念慢慢融入到三亚发
展的细枝末节。现在，海绵化的改造已经走
进小区，三亚计划进行海绵化改造小区 53
个，目前已完工 27 个，逐步实现全市海绵
化改造。

地上地下全面改造告别“梗塞”
在邢宇印象中的南电园小区，地面坑洼
都是黄土，绿化植被稀少，大雨后小区的积
水都没过脚面，一两天后才能退去。6 月底
的一场大雨，邢宇发现多年来的烦恼已经化
为乌有，小区除了大雨浇过湿漉漉的地面以
外，没有一处积水的地方。“积水都跑到新
建好的绿化带里面去了。”对于这样的变化
邢宇感到很高兴。
化解邢宇烦恼的是南电园小区今年 4 月
完成的“海绵化”改造工程，通过建设下沉
式绿地和铺设透水砖的方式，实现吸水、排
水的海绵化功能。
海绵化小区具体主要通过雨污分流改
造、雨水管网改造、景观绿化改造、道路修

三亚红树林生态公园。
复改造、绿色屋顶改造、生态停车场改造、
雨水收集回用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建设。
“我们通过调整绿地植被和小区道路之间的
高度差，使得雨水汇集到绿化的区域进行下
渗。”南电园海绵化改造项目负责人何国雄
介绍。

下雨时吸水蓄水 干旱时释放水分
家住在丰兴隆榆亚新村的李玉也感受到
海绵城市建设带来的幸福感。“一走进公园
就感到很凉爽，好像气温都降了几度。
”
公园的建设如何实现海绵城市的功能？
“原来的雨水直接排入河道，现在这里可以

收集公园和周边春光小区、榆亚新村等 32
公顷的雨水，进行净化后再排放。”丰兴隆
生态公园建设负责人郑能师介绍，汇集过来
的雨水在地下调蓄池、沉淀池初步沉淀净
化，再进入种有美人蕉和芦苇的生态滤池和
除磷池进行深度净化后再流入水系。
三亚通过打造海绵城市，制定 21 个汇
水分区和试点区域系统实施方案，落实了源
头减排、市政管网、沟渠、调蓄设施、泵
站、污水处理以及水体治理等项目任务，初
步形成海绵项目库。截至目前，三亚已完工
的海绵城市项目 46 个，已开工 45 个，已完
成投资 23.68 亿元。

南 国 都 市 报 7 月 10 日 讯（记
者 王天宇）近日，记者从三亚市检
察院获悉，该院在“三亚检察”微
信公众号增设“公益诉讼举报随手
拍”功能。只要是在三亚市范围内
发现的关于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致使国家
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
行为，均可向三亚市人民检察院举
报和控告。
三亚市民及游客通过微信搜索
并登录“三亚检察”微信公众号上
的“公益诉讼随手拍”平台，在填
写联系电话等内容后可上传随手拍
的图片，在举报内容处简要填写基
本情况，即可一键上传。
举报人可选择实名或者匿名举
报，实名举报检察机关将在查证后
给予情况反馈，如果根据其举报线
索查证属实并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提
起诉讼的，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给
予奖励。
除微信随手拍平台外，举报人
还可选择直接到三亚市人民检察院
进行举报和控告，亦可通过来信、
来电及最高人民检察院 12309 检察
服务中心进行举报和控告。

广告

招商公告
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用地一块，66 亩。现向社
会寻求合作伙伴。有意者请到海口市金盘路 30 号海南日报社新闻
大厦 11 楼房地产公司领取该项目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
李先生：17733151699
翁先生：13322095818
刘女士：0898-66810879
18976733779

2018 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文化惠民活动
—浙江小百花建团大戏
以“青春的名义”重塑经典

《梁祝》《五女拜寿》

主办单位：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承办单位：
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演出时间：
2018 年 7 月 17 日、
18 日 20:00
演出地点：
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 68 号）
票
价：
甲等 90 元（政府补贴 510 元） 乙等 70 元（政府补贴 530 元）
丙等 50 元（政府补贴 550 元）
售票热线：
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
2018 年 7 月 11 日至 7 月 18 日
售票地点：
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