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100个“人才团队”
●海南省100个“储备人才团队”

◆10个人才团队入选海南省 100个“人才团队”

◆11个“储备人才团队”入选海南省 100个“储备人才团队”

占据全省“双百”人才团队 10.5%

崖州湾科技城 21家人才团队入选海
南省首批“双百”人才团队名单海南省“双百”人才团队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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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7 月 8 日，
记者从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获悉，经
过申报受理、行业主管部门推荐、专业
评审、综合评审层层审批，崖州湾科技
城 21 家人才团队入选海南省首批“双
百”人才团队名单，占据全省“双百”人

才团队10.5%。
据悉，海南省“双百”人才团队分

别是海南省 100 个“人才团队”和 100
个“储备人才团队”。其中，崖州湾科
技城10个人才团队入选海南省100个

“人才团队”，11个“储备人才团队”入

选海南省100个“储备人才团队”。
申报团队类型围绕海南自贸港三

大产业类型、十个重点领域、十二个重
点产业等发展需要，海南各级各类用
人单位引进或在建的重点产业人才团
队，申报人才团队类型具体涉及旅游、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互联网、医疗健
康、现代金融、会展业、现代物流、油
气、医药、低碳制造、教育文化体育、房
地产及规划建设等，还有海洋、航运、
航空、电信、维修、法律、会计、社科、智
库等其他人才团队13个类别。

我省公布首批“双百”人才团队名单

崖州湾科技城21家人才团队入选

最近，“95 后”快递小哥李庆恒被评定为杭州市 D 类高层次人才，并获得杭州市一百
万购房补贴，引发社会关注。同行的三亚快递小哥们也为此感到兴奋，在快递行业中工
作奋斗更加充满信心和动力。

“95后”快递小哥李庆恒被评定为杭州市D类高层次人才的
消息在三亚快递行业中引关注——

“快递哥评上高层次人才，这是社会进步”
见习记者 李响

三亚韵达分公司 快递员张
启泉：

“机会多，
要好好奋斗”

三亚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 快
递分拣员王华辉 ：

“跑出速度,
与城市一起成长”

本报讯（记者赵庆山 通讯员 符
转）9日，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
解到，为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海南环
岛高铁7月10日零时起实施新列车运
行图。

据了解，海南环岛高铁新列车运
行图开行“C”字头动车组列车 47.5
对，其中东段本线 27 对，西段本线 3
对，三亚至三亚环岛列车 10.5 对，海口
东至海口东环岛列车 7 对，较旧图增

加 2 对。新图仍分为日常图和周末
图。日常图开行 C 字头动车组列车
36.5 对，其中海南环岛高铁东段本线
23 对，三亚至三亚环岛列车 7.5 对，海
口东至海口东环岛列车 6 对，较旧图

增加 3 对；周末图开行 C 字头动车组
列车 39.5 对，其中海南环岛高铁东段
本线 23 对，三亚至三亚环岛列车 10.5
对，海口东至海口东环岛列车 6对，较
旧图增加3对。

此次运行图调整是根据前期对
旅客出行需求进行调查，针对性做了
调整和优化，增加环岛列车开行对
数，并增加 3 对西段本线车作为高峰
线开行。

7月10日零时起

海南环岛高铁实施新列车运行图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实习
生 陈婕）“感谢三亚调解员为民
解忧，让我拿到了拖欠薪水……”
近日，在市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
员会调解员的调解下，海南某贸
易有限公司向离职员工王某支付
了 5557.5 元工资。对此，王某十
分感谢三亚调解员为民解忧。

王某于 2017 年 7 月入职海
南某贸易有限公司，被公司派遣
至三亚某酒店从事客房服务类工
作。近日，其离职后，公司一直以
酒店未结算外包服务费用为由，拖
欠王某 5500 余元工资，双方因此
产生纠纷。于是，王某向三亚市劳
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三亚市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
员会调解员立即与公司相关负
责人取得联系。在调解过程中，
该负责人告诉调解员，王某是公
司派遣至三亚某酒店的员工，他
的工资一直是从酒店给公司结
算的外包服务费中扣除，由于该
酒店未能按时给公司结算外包

服务费用，所以公司未能及时给
王某发放工资……调解员在听
完后认为，王某虽然实际在该酒
店工作，但与王某建立劳动关系
的是公司而非酒店，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
八条第一款“劳务派遣单位是本
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
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第
二款“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
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
酬……”因此，公司属于《劳动合
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按
月向王某支付劳动报酬，不能因
为酒店未结算劳务外包费用而
拖欠王某工资。该负责人听完
后表示，公司愿意根据实际情况
先发放一部分工资，剩余工资将
如期付清。

调解员向王某传达了公司的
解决方案后，王某表示理解并接
受该公司的方案，双方就分期付
款时间、金额达成一致。

解忧！离职遭遇欠薪调解员帮讨回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实习
生 陈婕）近日，因琐事发生纠纷，
一男子在冲动之际，踢了他人一
脚。然而就是这一脚，他被三亚
警方拘留5日。

近日，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
局三亚湾派出所值班室接到市局
指挥中心报称，在天涯区解放四
路亿恒主题夜市有人打架。接到
警情后，该所杨宇行动中队立即
赶往调查。在现场，民警了解到，
当天16时 50分许，违法行为人李
某才和朋友王某利在夜市前的空
地摆地摊时，与在此地摆地摊的
林某政、陈某烟因琐事发生纠纷

继而争吵。由于夜市人比较多，
该夜市警保队员见状，便上前劝
阻，并且疏散群众，等待民警赶到
现场处理。但是在双方争吵过程
中，李某才用右脚踢了林某政腹
部一脚。

在 了 解 事 情 的 来 龙 去 脉
后，民警将李某才抓获，并依法
将其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经
询问，李某才对违法事实供认
不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三亚警方
依法对违法行为人李某才予以行
政拘留五日。

冲动！男子踢一脚“换来”拘留五日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实习
生 陈婕）近日，一名三“进宫”吸
毒女为逃避警方打击，竟然将体
毛全部剪个精光。但是让她没有
想到的是，三亚警方将其抓获后，
不但找到她丢掉的毛发检测，还
依法将其送去戒毒所强制隔离戒
毒2年。

近日，三亚市公安局禁毒支
队在工作中掌握到一条线索：一
名吸毒女子出现在乐东某小区
内。于是，该支队立即联合天涯
分局三亚湾派出所共同开展抓捕
行动。经过近 6 个小时的精心组
织、周密部署，最终三亚警方在该
小区某房间内将涉嫌吸食毒品的
李某娅(女、49 岁、贵州省人)成功
抓获。

令民警感到惊讶的是，该女
子为逃避警方的打击，在警方对

其抓捕之前，竟然将自己全身的
体毛全部剪掉。“她会不会把剪掉
的体毛通过窗户丢到外面？”于
是，民警立即将其带下楼寻找，最
终在草地的角落旁找到了被其剪
掉的毛发。

民警在经过对李某娅的毛发
检测后，发现检测结果为冰毒呈
阳性。经询问，李某娅如实陈述
其吸食毒品的违法行为。7 月 7
日下午，记者通过三亚警方了解
到，李某娅曾因吸毒被行政拘留
一次，强制隔离戒毒二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
法》相关规定，三亚警方依法对李
某娅予以强制隔离戒毒 2 年。目
前，李某娅已被三亚警方送往海南
省公安厅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戒
毒。

奇葩！“三进宫”吸毒女剪光体毛躲抓捕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实习生
陈婕）近日，一女子盗窃一服装店5
件短袖 T恤被抓。三亚市公安局
天涯分局友谊派出所依法对其予
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并罚款500元。

近日，天涯分局友谊派出所接
报称，在三亚市红树林酒店某服装
店发现一名偷衣服的小偷。接警
后，该所指令杨磊行动中队赶到现
场调查。在该服装店店员的指认
下，民警抓获了这名涉嫌盗窃的嫌
疑人，并在其身上缴获未买单的五
件短袖 T 恤和一个钥匙装饰品。
民警依法将其传唤回友谊派出所
接受调查。

经调查，当天 10 时 30 分许，
嫌疑人裴某娇到三亚市红树林商
业街某服装店内假装购物，随后

拿了 5 件短袖 T 恤和一个钥匙装
饰品带至试衣间。在试衣间内，
裴某娇将 5 件短袖 T 恤藏匿在腹
部处，用裤带勒住衣服，将钥匙
装饰品放在随身携带的手提袋
内。随后，其未买单便走出服装
店，但在经过店门口时，报警感
应器报警。服装店人员见状立
即将其堵住并报警。民警从裴
某娇身上缴获其偷盗的物品后，
其谎称是想到对面店看看衣服
后再回来买单。之所以把衣服
藏匿在腹部处，是想经皮肤测试
衣服是否为棉质材料的，若是皮
肤过敏就不是棉质其就不买，否
认其是盗窃行为……

目前，裴某娇已被警方拘留，
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失算！偷服装店衣服藏腹部难逃报警器

Sy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本报讯（记者 蔡炳先）7月 9
日，参加高考的考生在考场里奋
笔疾书，为梦想拼搏。当天，教育
部公布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包括
普通高等学校 2740 所，成人高等
学校 265 所，其中海南省高校有
21所。高考结束填报志愿时考生
务必擦亮眼睛，选取名单中的高
校填报。

教育部公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
3005 所 ，其 中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2740 所，含本科院校 1258 所、高
职（专科）院校 1482 所；成人高等
学校 265 所。名单未包含港澳台
地区高等学校。

教育部公布全国3005所高等学校名单，
海南有21所

高考填报志愿务必擦亮眼

扫 描 二 维
码 可 查 看
详 细 高 等
学校名单

近日，95 后快递小哥被评上杭
州高层次人才，并获一百万购房补
贴。这位快递小哥叫李庆恒，安徽
阜阳市阜南县人，从事快递分拣员
已经 5 年多的时间。

2019 年 8 月，李庆恒参加浙江
省第三届快递职业技能竞赛暨第二

届全国邮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浙江
省初赛，并获得了快递员项目的第
一名。这个比赛在全国快递行业中
规格高、含金量足。其实，李庆恒并
不是第一个拿到杭州市高层次人才
的快递员。仅在申通，这两年就有 4
名快递员凭借省级技术能手的称号

获评杭州市高层次人才。
从 2015 年起，杭州市将高层次

人才列为 A、B、C、D、E 五个层次，
目前已累计认定 17613 名高层次人
才，几乎涵盖各行各业。

按照杭州市高层次人才政策，
评上 D 类高层次人才，不仅可以优

先摇号选房、还可以领取 100 万的购
房补贴、3 万元车牌补贴，并享受“杭
州人才码”5 大类、27 小类百余项服
务。

杭州快递小哥李庆恒靠送快递
成“高层次人才”获百万房补

新闻多点料

“现在人们对快递员和快递行业有了更多
新的认识和理解，这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一个体
现。”来自河南洛阳的李明说，新的人才评价机
制能让快递人才迅速成长，为自己和公司创造
更大的价值，吸引越来越多高层次、高学历人
才加入快递行业队伍，服务百姓生活。

今年是李明入行的第8个年头。2012年，
他来到三亚，也是从一个普通的快递员做起，
收送包裹，一步一个脚印，凭借自己的勤奋努
力，在2017年全国邮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海南
省初赛中荣获个人一等奖。省邮管局和上海申
通总部分别给予了3千元和2千元的奖励。“干
一行爱一行，只要对自己有信心，对这个行业
有信心，谁都可以出人头地。”李明自豪地说。

李明告诉记者，申通快递员在每月的“菜
鸟星级快递评审”中，5 星可获得 500 元的奖
励。客户如果对快递员作出肯定的致电反馈，
一人一次性奖励200元。

“我们内部有自己的奖励机制，现在也需
要具有一定学历和层次的人才，通过分析总部
数据，优化配送流程，打造良好的快递生态
圈。”李明说，目前，他们正在推进各快递公司
的共配服务工作，6 月 1 日起建设的“快宝驿
站”也已完成 30余个点的覆盖，既能减少快递
员的配送压力，也是快递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这是快递行业一剂催化剂，让从事快递

行业的我们看到了奋斗的美好和生活的希

望。”来自海南临高的王华辉说，得知杭州的快

递小哥被定为高层次人才，获得高额住房补

贴，他打心眼里为之高兴，这是对快递员和整

个快递行业的肯定。

王华辉2011年进入快递行业，一开始负责

收发配送包裹工作，后来成为一名快递分拣

员。“现在每天入库的包裹件数在 17000 件左

右，经过我手的大概 1000 件。很忙碌，但是非

常充实。”王华辉说，他每个月都有 300元的绩

效奖金。只要勤奋努力，就像杭州的快递小哥

一样，有付出就会有收获。不管多少，无论是

物质还是精神上的奖励，都是对工作的一种肯

定，也能大大提高快递员的工作积极性。

“节假日或者年底旺季到来的时候，我会

跑市区送货，我们快递员之间经常互相帮忙。”

谈到未来的计划，王华辉说，现在大家的生活

越来越好，网络购物趋势日益明显，快递行业

也将快速发展，他在快递分拣员的岗位上会继

续奋斗，先立业，再成家。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三亚的快递从

业者们，正在用他们的努力和奋斗，跑出速度，

送出温度，和这座城市一起成长，共同发展！

“我也要努力，好好工作，争取拥有

自己的一套房。”看到杭州快递小哥的奋

斗故事，张启泉激动地说。

2019 年 10 月，张启泉只身一人从海

口来到三亚，成为了一名韵达快递员。

“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确实不太适

应，但是快递送多了，路跑多了，自然熟

能生巧。”张启泉说，快递员苦，他不怕，

多劳多得，多挣钱能让自己和父母过上

好生活。

每天早上 6 点钟，张启泉准时开货

车到分公司，将 1200-1300 件快递装上

车，分送到自己负责的 8 个网点。他自己

配送的快递每天也有 120 余件。

“疫情期间，我没歇着，初八初九就

开工了。现在疫情好转，快递也越来越

多，我每天忙得连轴转。”谈到下一步打

算，张启泉说，现在互联网购物普及到各

个角落，机会无处不在。他说，分送包裹

到各个网点后，他要多琢磨配送线路和

方案，争取派送更多的快递，赚更多的

钱。

三亚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
行政主管李明 ：

“干一行爱一行，
要对自己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