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市县、重点园区企业首席服务专员人才工作服务团队联系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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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
周廉芬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人才
发展局局长

0898-65359063
许鸿楷

省委人才发展局综合处副
处长

0898-66235302
谢文成

省委人才发展局干部
15010701006 hnrczhc_rcj@hainan.gov.cn

2 中共海口市委人才发展局
黄娟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0898-68725001

吴如翔
市委组织部人才一科科长

0898-68725026
18217844771

杨晨 
市人才发展中心主任

0898-
66720783

15248926292
zzbrcyk@haikou.gov.cn

3 中共三亚市委人才发展局
刘晗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才发展
局局长

0898-88825505
王锋 

市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主
任

0898-88278783
13698918010

谢智勇
市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

科员

0898-
88278783

15008908660
gccrcfwzx0898@163.com

4
中共海南三沙市委人才发

展局
郑德波

市委人才发展局局长
0898-66726398

罗昌恒 市委组织部
干部二科（人才科）科长

0898-66706522
18089882297

周有国
二级主任科员

0898-
66706522

15120757544
15120757544@163.com

5 中共儋州市委人才发展局
王贤明

市委人才发展局局长
0898-23328366

汤祥
市委组织部人才三科科长

0898-23328366
15595976979

胡亚楠
市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

0898-
28835769

18389468614
zzbrcj_dz@hainan.gov.cn

6 中共琼海市委人才发展局
蔡大刚

 市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
0898-62932145

严献良 
市委组织部人才室主任

0898-62932682  
18976660998 

胡冬梅                         
市人才发展服务中心主

任

0898-
62932682 

13876219088
zzb62920559@126.com

7 中共文昌市委人才发展局
刘小刚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人才发
展局局长

0898-63332311
杨勇

市委组织部人才室主任
0898-63332355
18976617011

王飞
市人才服务中心主任

0898-
63216172

16689753000
12405050@qq.com

8 中共万宁市委人才发展局
王俊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人才发
展局局长

0898-62239801
魏亚蕾

万宁市委组织部人才二室
主任

0898-62239801
18089897787

黄立新
万宁市人才发展服务中

心主任

0898-
62226996

13138917508
wnzzbrck@163.com

9 中共东方市委人才发展局
王专明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才发展
局局长

0898-25506818 
陈瑛   

市委组织部人才室主任
0898-25505946 
18976269498

吉训灿  
市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副

主任  

0898-
25513929   

17789831555
dfsrck@163.com

10
中共五指山市委人才发展

局

张琼华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才发展

局局长、公务员局局长
0898-86635986

王明慧
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室主

任

0898-86635986
15091956944

曾维智
市人才服务中心主任

0898-
86622457

18289201118
wzsrcfzj@163.com

11 中共乐东县委人才发展局
韦忠民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人才
发展局局长

0898-85528420
原晓辉

县人才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0898-85525022
18898233133

吴祥艳
县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

0898-
85525022

13876435686
rc85525022@163.com

12 中共澄迈县委人才发展局
袁亮

县委组织部部务委员、人才发
展局局长

0898-67610068
金斌伟 

县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室主
任

0898-67622239 
18889808522

邓陆煌 
县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

0898-
67622239 

15808936530
cmxrc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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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共临高县委人才发展局
周玉晖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0898-28371766

王小娜 
县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室科

员

0898-28269123 
18308935521

陈彦达 
县人才发展服务中心职

员

0898-
28280328

18976198366
zzb28280328@163.com

14 中共定安县委人才发展局
程浩

县委组织部部务委员、人才发
展局局长

0898-63832938
李秋丹

县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室主
任

0898-63832938
18876961203

杨锐
县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副

主任

0898-
63832938

18889208576
darcb314@163.com

15 中共屯昌县委人才发展局
郭泽程

县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0898-67812210

罗小妹
县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室一

级科员

0898-67813552
 18389506282

陈绵文
县人才发展服务中心主

任

0898-
67813346

13518022766 
tcxwrcb@163.com

16 中共陵水县委人才发展局
胡蝶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人才发展
局局长

0898-83326280
朱艳

县委组织部人才工作二室
主任

0898-83087955
13637683606

陈国伟
县人才发展服务中心主

任

0898-
83314265

15103054727
lszzbrck@163.com

17 中共昌江县委人才发展局
陈家鑫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人才发展
局局长

0898-26699555
吉家蓉

县委人才工作室试用期公
务员

0898-26699890
13876652780

吴克毅
县人才服务中心主任

0898-
26699890

13036088882
cjxrcb@hainan.gov.cn

18 中共保亭县委人才发展局
樊超

县委人才发展局局长
0898-83666082

林坊
县委组织部人才组组长

0898-83666083
13976165286

杨宝
县人才发展服务中心主

任

0898-
38660701

18078911116
btrcgzk@163.com

19 中共琼中县委人才发展局
邓江

县委组织部部务委员、人才发
展局局长

0898-86223969
王昌青

县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室主
任

0898-86223969
15203001104

黄晖妍
县人才发展服务中心主

任

0898-
86221928

18889871177
qzxrcb@126.com

20 中共白沙县委人才发展局
梁升再

县委人才发展局局长
0898-27726177

周雯
县委组织部人才室一级科

员

0898-27715695
15607545684

李业玉
县人才发展服务中心主

任

0898-
27715594

13876627601
bsxrcb@126.com

21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

业园
— —

周博
运营服务部副总经理

18689810267
郑云文

运营专员
19943350917 zhengyunwen@fullsing.cn

22 海南生态软件园管理局 — —
张琪 

综合服务部副部长
0898-36966111 
18289962807

姚丽娜 
综合服务部主管

0898-
36966111 

18689786787
ln.yao@hsahn.com

23 海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 — —
唐惠江

党政办三级主任科员
18889963837

朱师玉
党建指导员

13379824531 hkzhbsqrc@163.com

24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委会
— —

崔秋燕
人才中心主任

13627548118
吴焱

人才中心副主任

0898-
65682469

13698971305
gjgxqrlzy@163.com

25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先行试

验区管理局
— —

钟若芸
医疗发展处主管

15292297576
郑浩然

医疗发展处服务专员
13976921224 Lcylfzc@163.com

第 2 页，共 3 页

mailto:zhengyunwen@fullsing.cn
mailto:gjgxqrlzy@163.com
mailto:hkzhbsqrc@163.com
mailto:btrcgzk@163.com
mailto:lszzbrck@163.com
mailto:tcxwrcb@163.com
mailto:qzxrcb@126.com
mailto:bsxrcb@126.com
mailto:darcb314@163.com
mailto:cjxrcb@hainan.gov.cn


序号 单位
首席服务专员
姓名及职务

联系电话
协调员

姓名及职务
联系电话

 联络员
姓名及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26 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 — —
黄富

 审批服务主管
0898-63380900
 13637610012

朴希鹏
综合办公室主管

0898-
63380707

18876176024
418139488@qq.com

27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 —
李思捷

园区服务办副主任
18876731699

陈丽恬
人才专员

18217942968 jdxqqfb2020@163.com

28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 —
杨帆

人才工作站负责人
0898-88846041
13836010077

李丹丹
园区服务处人才服务专

员

0898-
88846041

18289854179
yazhouarc@163.com

29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 — —
庞妮

组织人事处负责人
0898-88660712
13700485427

胡智健
组织人事处人才专员

0898-
88660522

15501809111
SanyaCBD@126.com

30
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

新试验区管理局
— —

周聪 
政务服务部部长

13876552511
杨景瑶 政务服务部专员
马金龙 政务服务部专员

13159816669
13190046480

syqzwfw@126.com

31 东方临港产业园管委会 — —
林成波  

市政府办副主任
0898-25526165 
18876683315

陈贞武  
市政府督查室副主任  

0898-
25526165 

18689783708
41492919@qq.com

32
海南临高金牌港经济开发

区
— — 马宏瑞 主任 13518072700 王孔文 工作人员 15900136835 49455091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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