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关于开展海南省人才团队申报认定工作的通

知》（琼人才办通〔2020〕6号）要求，经申报受理、行业

主管部门推荐、专业评审、综合评审等程序，产生首批海

南省100个“人才团队”和100个“储备人才团队”拟认

定名单，现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公示期限：2020年7月8日至7月14日

联系电话：（0898）66235892 66235836（传真）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 69号海南广场 9号楼

458-2室 邮政编码：570203

海南省“双百”人才团队拟认定名单（按产业类型排序）
一、100个人才团队名单

公告公示
2020年7月10日星期五 责编/叶光 苏晨 姜宇轩 美编/颜鹏

T02

产业类型序号 团队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研究团队 海南大学 旅游

槟榔谷非遗团队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旅游

海南省琼菜产业研发团队 海南三厨新海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旅游
热海院旅游人才团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旅游
海南粮食作物绿色高效产业化
提升工程人才团队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
粮食作物研究所 热带高效农业

热带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创新团队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

热带高效农业

水稻精准设计育种团队 中国科学院海南种子创新研究院 热带高效农业
南繁生物安全技术保障团队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三亚研究院 热带高效农业
热带农业绿色发展人才团队 三亚中国农业大学研究院 热带高效农业
海南海洋食品营养与健康创新团队 三亚原海高慧科技有限公司 热带高效农业
橡胶树遗传育种团队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 热带高效农业
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团队 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 热带高效农业

香蕉产业技术创新团队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热带高效农业

热带观赏植物产业技术创新团队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热带高效农业

热带海洋生物种质资源
与遗传育种创新团队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热带水产研究开发中心

热带高效农业

海南地方猪资源保护与利用创新团队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 热带高效农业

热带农林经济管理理论创新与
产业实践人才团队

海南大学 热带高效农业

功能基因组学在热带绿色高效
农业中的创新利用团队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热带高效农业

名贵海水鱼繁育技术团队 海南永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热带高效农业

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经济人才团队 海南生态软件园集团有限公司 互联网

物联网传感芯片创新创业团队 海南睿懿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

信息感知融合与智慧服务团队 海南大学 互联网
天涯社区互联网人才团队 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互联网
物流区块链与车联网关键技术团队 武汉理工大学三亚科教创新园 互联网
银风互联网教育团队 海南银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互联网
阿凡题人工智能教育科技团队 海南阿凡题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
悠桦林互联网服务与应用人才团队 悠桦林信息科技（海南）有限公司 互联网
儿童健康与儿童早期发展
（生命1000天）团队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医疗健康

急救与创伤研究团队 海南医学院 医疗健康
激光精准诊疗及无创光疗
医疗健康应用创新团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海南医院 医疗健康

神经医学人才团队
海南省人民医院
（海南医学院附属海南医院）

医疗健康

上海九院驻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多学科医疗团队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医疗健康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院 骨科团队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院

医疗健康

移植医学团队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医疗健康
海南干细胞标准化体系
及临床转化应用团队

海南省人民医院
（海南医学院附属海南医院） 医疗健康

热带特色中医药（民族医药）
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的开发研究团队

海南医学院 医疗健康

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团队
海南省人民医院
（海南医学院附属海南医院）

医疗健康

中医药防治慢性重大疾病研究团队 海南省中医院 医疗健康

热带病防控关键技术与转化创新团队 海南医学院 医疗健康
海南省热带眼病研究团队 海南省眼科医院 医疗健康
心血管疾病外科诊疗与研究创新团队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医疗健康
肝胆胰疾病诊疗新技术研发
和应用转化团队

海口市人民医院 医疗健康

海南金融战略研究中心团队 海南省金融发展促进会 现代金融
海南国际旅游消费金融创新团队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代金融

海保人寿管理团队 海保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现代金融
兴福村镇银行人才团队 兴福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代金融

中远海运博鳌团队 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 会展业

武汉理工大学
港口物流工程研究团队 武汉理工大学三亚科教创新园 现代物流

福源灏互联网+冷链物流团队 海口福源灏股份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
海南炼化乙烯及衍生物人才团队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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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类型序号 团队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51 海南华盛碳3产业链（聚碳酸酯方向）
创新团队 海南华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油气

富岛人才团队 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 油气

齐鲁药物研究院海南分院团队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医药

普利医药人才团队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

健康葫芦娃团队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际化研发团队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

抗感染药物生产研发团队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

博鳌一龄精准医学
创新靶向药物研发团队

海南一龄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医药

特色南药研发制造创新团队 海南太极海洋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

沉香等特色南药产业化技术创新团队
中国医学科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 医药

金盘科技研发创新团队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低碳制造
非织造新材料人才团队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低碳制造
海南清洁低碳核能人才团队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低碳制造
功能性降解材料产业应用团队 海南赛诺实业有限公司 低碳制造
一汽海马新能源汽车制造团队 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低碳制造
智慧教育创新团队 海南师范大学 教育

热带疾病组学大数据创新研究团队 海南医学院 教育

基础教育卓越教师培养
改革与创新团队

海南师范大学 教育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律创新团队 海南大学 教育

图论与最优化方法 海南大学 教育

海南省颜业岸舞蹈美育名师工作室 琼海市嘉积中学 教育
药学教育人才团队 海南医学院 教育

海南省学前教育社会服务团队
海南省直属机关第二幼儿园
（教育部领航工程李琴园长工作室）

教育

动漫创作人才团队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

海南柴艺坊黄花梨艺术创作
及其产业化研发团队

海南柴艺坊艺术品有限公司 文化

蒙麓光艺术团队 海口市演艺有限公司（海口市艺术团） 文化

海南雕塑文化创研团队 海南凌博雕塑艺术有限公司 文化
麻双鸣雕刻艺术文创产业团队 三亚麻雕艺术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文化
琼中女足人才团队 琼中女足管理中心 体育

热带园林景观与生态修复工程
技术创新人才团队

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 房地产

热带建筑科学研究团队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海南分院 房地产
深海深潜特种大型装备研发
运维与应用团队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海洋

深海立体观测与信息服务团队 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 海洋

热带海岸保护工程
与海洋生态修复团队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 海洋

海南海洋卫星遥感创新发展人才团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海洋
海南省深海科技研发及产业化团队 海南省深海技术实验室 海洋

智慧海洋物联网重大工程研发团队
中船重工（海南）工程有限公司
智慧海洋研究院 海洋

深远海空间观测团队
三亚中科遥感信息产业园
投资有限公司

海洋

天基时空信息服务产业技术创新团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 航运、航空、航天

基于北斗高精度位置测量及
5G技术的物联网综合平台研发团队

海南耐威科技系统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 航运、航空、航天

海航技术航空一站式飞机维修及
培训团队

海航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航运、航空、航天

智慧港口航运团队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航运、航空、航天

海洋信息安全管控与应急响应 中电科海洋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电信
海南移动自贸港5G联合创新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电信

中兴财光华会计人才团队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

会计

会计集中核算管理模式下
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研究及应用团队

海南大学 会计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研究团队

海南师范大学 社科

迟福林团队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智库
中国南海研究院智库人才团队 中国南海研究院 智库
自贸港融媒体国际传播人才团队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宣传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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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海南省“双百”人才团队
拟认定名单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