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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化视角” 下的海南自贸港海外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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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国家重要的战略部署。 在海南日趋国际化的进程中,对海外高水平人才的需

求越来越旺盛,本地政府致力于发掘更多的海外优秀人才并鼓励其到海南来工作。 该文以海南新时期的人才引进
举措为研究路径,重点分析海南在自由贸易港的机遇下该如何通过多层途径来吸引海外英才,为本土发展与改革
实践提供对策与思路,使海南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抢得先机,探索适合自由贸易港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海南
经济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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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是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大势所趋

人士。 与内地其它发达省份相比,海南海外高层次
人才的引才工作起步较晚,经验不足,对海外人才在
海南工作、信息输入、留学管理、平台搭建、居留管

自由贸易港建设是海南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理、生活保障等方面的管理与服务机制仍不成熟。

在“ 一带一路” 大背景下,海南需要加强对海外高层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大势

次人才的引流力度。 2015 年,海南省颁布了《 海南
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实施办法》 ,是海外引才的
有力支撑。 2019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 7 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支持海南开展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实施方案》 。 在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历史新机下,在此展开海外高层次人才引
进的创新试点,能够更好地发挥当地的区域优势,以
吸引优秀人才作为加快探索、彰显信心、推动经济发
展的重大举措。

所趋,只有优化引才、使用、服务、保障等相关环节,
带动更多国际人才来琼工作或者创业,才能使海南
在国家“ 一带一路” 图景中发挥更大效力,进而为自
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储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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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作为战略规划来

部署
海外高层次人才具有丰富的海外学习与工作履

就全球范围而言,中国定位海外高层次人才,主

历,掌握较多世界前沿的知识理念和突出的专业技

要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类是指具有雄厚的科研成果

能,海南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过程中应把其作为

与极强科研能力的专业人士,有曾在海外知名学术

一种长期的人才储备战略规划进行部署。 只有把人

机构工作和具有教学科研工作的背景;第二类是指

才引进作为一种战略来部署,才能为海南引进更多

已在发达国家知名高校取得博士学位、具有相关领

国外的先进技术,补充日益增长的高水平人才需求

域发展潜力与创新能力突出的人士;第三类主要指

的缺口,吸引更多的人才落户海南,长期居留。 高层

在跨国公司和国外知名企业里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

次人才引进,还应具有“ 国际化” 的视角。 有步骤、
分层次、分批次、有规划、高效率的引进,能较快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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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各个部门要意识到海外高层次人才回流的紧迫
性与重大意义。 在具体操作步骤中,能进一步解放

4. 1

65

打造自贸港全球高水平人才集散地
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高水平人才竞争中具

思想,完善各种引才机制,健全相应的政策法规,以

有明显优势,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和

更开阔的思路和宽阔的视界为本土海外高层次人才

多元包容的文化,越来越多的海外英才选择到中国

引进做足功课。

发展事业。 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应充分利用气候、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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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观光、健康、养老等优势吸引全球的高端人才。

历史新机下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顺利出台,标

同时,在未来的 5G 时代,高科技人才短缺,如何利
用自贸港的优惠政策,吸引海外互联网精英和来自

志着海南的发展迎来了新时代。 方案对海南扩大对

世界各地的高新技术创造者,海南应有新的对应思

外开放、国际旅游岛进程推动及本土的经济发展有

路。 利用自身优势,给高端人才提供平台,推动生产

着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 海南岛地理位置特殊,在

专利转换,加快孵化有潜力的创业项目,打造海南创

新的时期,从中长期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的需求看,

新驱动发展的新高地。 在此背景下,只有促进自由

只有有计划、有目标、分步骤地引进海外高层次人

贸易港的人才科技创新与服务、匹配热带高效农业

才,才能补齐海南海外优秀人才稀缺的突出短板。
全国各个省份都在高层次人才引进过程中下大
功夫,尽全力为本省争夺更优质的海外人才资源,因
此形成了各省之间的“ 人才争夺战” 。 显而易见,高
层次人才被吸引,是因为这个省能为其带来职业前
景更为广阔的职位和更优异的物质条件。 海南近年
虽出台了很多政策吸引人才,但与中国其他东部沿
海发达省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引才过程中,具体
的一些流程缺乏透明度,海外宣传力度不够,政策评
估与监督机制完善度低,使得海南省引才政策仍有
较大的改进空间。 以科研视角为例,高层次海归人
才在开展创业创新实践时通常会以原有的自主科研
成果为基础,但海南现有条件下的自主知识产权保
护和成果转化标准都较为模糊。 另外,本土大多数
高校的科研环境与科研制度不够健全,与人才的技
术水平要求差距较大,对接相对困难。 也由于人才
培育体系和评估体系不够健全,使得一些长期在海

和海洋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为海南主动参与高水
平人才竞争,建立国际化平台引才,以重大工程和攻
关项目招才引智,才能积极争取创新发展提供“ 人
口红利” 。

4. 2

制定高效有序的长期规划和聚集平台

海外高水平人才引进是一项相对复杂和系统的

长期工程,应当包括有效的评定机制、简化海外人才
出入境签证、科学的创业就业管理、协助办理永久居
留、促进人才当地社会融入、保障生活合理需求等多
元化手段。 在成功引进了高端人才后,想要长期留
住人,除了提供健全的科研、设备、生活保障等配套
设施外,还需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形成可持续发展
的机制。 比如,尽快建立针对性的海外高层次人才
服务机构,由专人负责协调沟通,组织相关部门牵头
抓落实,人事部门负责信息把控,各部门密切配合。
对人才应讲究精准跟踪、专人联络、实时互动,确保
了解高水平人才的工作与生活无后顾之忧。 同时,
尽快建立海南海外高水平人才信息库,打造覆盖多

外工作生活的人才在当地出现“ 水土不服” 的现象。

行业、开放共享、收录全面的全球来琼人才信息平

如何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去分析比较不同省份的经

台。

验和做法,从而认清当前海南海外高层人才引进机

4. 3

制的现状及不足,才能持续进步与发展。

4

利用柔性引进政策加强人才吸引力
利用柔性政策引进海外高水平人才是一项创新

以“ 国际化视角” 占领“ 引才来琼” 高地

的举措。 人才引进来是第一步,但想要发展长远和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海南自贸港建设想

变通的制度。 比如在高校工作的海外人才,可考虑

要实现政策沟通、经贸畅通、民心相通、投资畅通、设

不受国内人事档案、回国时长、国籍归属、行政安排

施联通,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等影响,这些政策对海外高水平人才的回归有较高

海南如何以“ 国际化的视角” 来提升高、精、尖、缺人

的吸引力。 另外,可以通过和国外顶尖大学和科研

才的引进效果,主要有以下五点对策:

机构共建国内实验室与研发中心等多种合作方式吸

留出人才,必须为人才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和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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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才,减少引进成本。 再如政府可以发挥好调控

扶持中,应优先倾向海南目前急需的轻工业、电子信

的职能,对高水平人才的住房安置工作适当给予补

息集成、港口建设、生物医药、新化工材料、新能源发

贴,满足其家人生活需求,解决人才子女入学的难

展等高技术产业以及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物流运

题,探索更多的柔性引进办法,加强人才的归属感和

输等现代服务产业,推动企业的产业结构优化,提高

幸福感。 对于特别优秀的海外高水平人才,可开启

其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培养一批专业素质高、技术

人才“ 绿色通道” , 本着“ 重视人才、尊重人才、鼓励

前景外广阔、熟悉市场运作流程、深谙海外拓展的现

人才、服务 人 才” 的 理 念, 高 效 快 速 的 打 通 引 才 通

代企业创新型管理人才。

道,做好规范化管理和长期服务等工作。
4. 4

通过“ 以才引才” 拓宽多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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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troduction Path of High - level Overseas Talents
in Hainan Free Trade 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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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China. During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ere is a growing demand for high -level overseas talents in Hainan, and Hainan gov-

ernment is committed to attracting more excellent overseas talents to work in Hainan. In this thesis, taking talent
introduction measures of Hainan government in the new perio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how Hainan government
makes good use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to attract overseas talents through multiple approaches is analyzed,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ideas for loc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practice, so that Hainan can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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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d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explor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and promote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Hainan.

Key Words: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overseas talents; loc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