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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本报记者 王 芳
□摄影：本报记者 吴长赋

“回到祖国去”，成为新的风尚，珠海正成
为人才竞相创新创业的沃土。

12月的珠海繁花似锦。4日-5日，“第
二届高端人才珠海创新创业交流大会暨中国
海外学子报国行”活动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

“发展中的珠海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
人才，珠海一定能为海内外英才提供施展抱
负、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珠海也一定会在广
纳英才、创新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珠海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青川说。一年前，珠海
向天下英才发出邀约，诚邀各方英才共襄盛
举，共赢发展，共谋未来。

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深度探讨珠海城市发
展的未来，12款“珠海智造”科技产品惊艳亮
相，23个项目将在珠海落地生根，结出硕果，
36位海归博士携高科技项目登上珠海大舞台。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在港珠澳大桥通车
运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时代下，珠海吹
响“二次创业”的号角，扬帆再起航，广大人才
必将大有作为，从珠海驶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珠海之邀，应者云集。
200余名海外人才携项目踊跃

报名，36名留学博士携高科技项目
与珠海产业发展需求高度契合。
珠海路演“舞台”上的37个项目主
要集中在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经
过现场路演答辩及评审合议等环
节，“柔性电子产品制造”“工业CT
高精度智能测量系统”“八联肺炎
病原体快速诊断试剂的产业化开
发”等14个科技项目入选预评审
资助范围，项目落地后符合条件
的，最高可获100万元创业项目资
助。

同步开展的“最具成长潜力的
留学人员创业企业项目路演”也备
受关注。10个创业企业应人社部
留学人员服务中心邀约而至，10家
企业极有看点，具有高成长性，创

业团队综合实力较强，技术创新性
强，产品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项目评审专家、珠海中科先进
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姜长安表示，参
会的海外学子们充分利用了人工
智能、材料、信息、医学行业的最新
科技突破，结合自己的设计理念，
开发出一系列充满个性和潜力的
新产品。其中突出、亮眼的项目有
10多个。希望这些项目在未来取
得商业成功，而且能对多个产业的
发展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何蕾是来自美国的博士，她
带来的路演项目是“柔性电子产
品制造”，目前已研发生产出第一
代可弯曲、可折叠、可拉伸的电池
产品，主要应用于医疗、大健康、
可穿戴等方面。“以前我也来过珠
海，感觉珠海生态环境良好，城市
优美，但交通不方便。现在港珠

澳大桥通车了，从香港到珠海非
常方便。”何蕾说，我打算让项目
在珠海“安家”。记者了解到，该
顶目已在珠海找到了合作伙伴。
此外，还有4个人才项目已基本达
成意向，计划落地珠海。

诚意满满的交流大会上，结
出了累累硕果。横琴创意谷、南
方软件园、清华科技园（珠海）、高
新区创服中心、中科先进院等机
构引进的23个重点人才项目正式
签约落地。签约落地项目涵盖新
一代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生物医
药、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领
域，其中不乏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项目。

5日，参加项目路演的海内外
高层次创业人才将走进留创园、规
划展厅……通过实地考察，深切感
受珠海发展的脉搏。

海内外精英齐聚 各方发力促发展

启航新时代，英才共成长。“第
二届高端人才珠海创新创业交流
大会暨中国海外学子报国行”活动
由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专家指
导委员会、人社部留学人员和专家
服务中心、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珠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珠海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合承办。

珠海再一次站在历史和发展
的潮头。随着港珠澳大桥建成通
车、横琴自贸片区加速开发、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全面推进，珠海正面

临新一轮发展机遇。珠海发出宣
言，将全力打造成为珠江西岸核心
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高地。

在交流大会上，吴青川说，珠
海拥有自贸区、自创区、国家级人
才管理改革试验区等平台载体，
具备机场、深水港口、口岸等交通
资源优势，预留了高新区、西部生
态新区等宝贵的土地资源，是一个
宜居宜业宜创新的现代化城市，具
备了良好的创新创业综合环境。
港珠澳大桥已正式通车运营，珠
海成为唯一一个与港澳相连的城
市，集聚高端创新要素的优势更

加突出。
在交流大会主题演讲环节，中

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地区所副
所长、研究员申兵表达了对珠海的
发展充满了期待，“在知识经济发
展的时期，好的生活环境更容易吸
引到科技创新的人才。珠海要抓
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我相
信像珠海这样一座宜居宜业的城
市，肯定会对各类科技人才和创新
人才更具有吸引力。”

新时代催生新活力，珠海比任
何时期都更需要广开进贤之路、广
纳天下英才。

本报讯 记者王芳报道：记
者近日从“第二届高端人才珠
海创新创业交流大会暨中国海
外学子报国行”活动中获悉，今
年珠海新获批6个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新招收培养35名博士
后。截至目前，珠海累计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数量已达58家。

博士后制度是我国培养高
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的一项重
要制度。近年来，珠海市深入实
施博士后培养工程，打造一流平
台，广纳天下英才，“以区域性工
作站为龙头、企业工作站为支
撑、分站基地相补充”的博士后
工作体系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已逐渐成为珠海市高层次创新
型青年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

2018年，国家人社部、全
国博管会组织开展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设立申报，全国共批准
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399
家，其中广东省37家，珠海获
批6家，获批数量位居全省前
列。这6家单位分别是：珠海
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珠海
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珠海

光宇电池有限公司、珠海欧比
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大横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同时，珠海狠抓实干推进
建设一批人才发展和服务平
台。从今年6月起，已启动珠海
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广东
省博士和博士后创新创业（珠
海）孵化基地、珠海市人才信息
系统等我市人才发展平台和服
务平台重点建设工作。预计明
年下半年陆续投入运营使用。

此外，珠海在人才工作方
面，扎实推进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审批及积极落实出入境
十六条新政。加强窗口作风
建设，增设 1 条咨询热线电
话。截至11月，共计发出外
国人工作许可证2524张，其
中A类高端人才527张；继续
开展广东省外籍高层次人才
认定验核工作，我市已有 24
人被认定为外籍高层次人才，
2人被认定为港澳台高层次人
才，并推荐1人申报2018年中
国政府友谊奖。

珠海新增6个博士后工作站
格力电器、华发等企业均获批

开放、包容、创新是珠海这座
浪漫海滨城市最鲜明的特色。从
曾是中国留学文化的发源地，到
领全国风气之先的“百万重奖科
技人才”；从率先在全国为人才立
法，到今年4月推出“珠海英才计
划”。珠海再次站在了人才竞争
的制高点。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珠海英
才计划”提出实施顶尖人才引育
计划、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海外
留学人才引进计划、产业发展与
创新人才奖励计划、博士和博士
后人才倍增计划、青年创新人才
培养计划等九大人才计划，并已
制定出台10多项配套政策。产业
发展与创新人才奖励、人才创新

创业基金申请、高层次人才公积
金贷款申请等多项配套政策已率
先落地执行，并扎实推进外国人
来华工作许可审批及积极落实出
入境十六条新政。

同时，珠海积极搭建招才引
智平台，广纳天下英才的大门越
开越大。珠海在欧美发达国家建
立了13个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工
作站，设立了7个留学人员创业孵
化基地，打造了留学人员珠海创
新创业洽谈会、珠海市高端人才
创新创业交流大会等功能互补、
特色鲜明的服务平台。承办了全
国“千人计划”服务窗口工作会
议、全省人才工作会议等国家和
省级会议。

体制机制顺，则人才聚、事业
兴。近年来，珠海中高端人才呈
加速集聚态势，人才资源总量持
续增长，珠海已成为广大人才尤
其是海外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重
要选择地之一。今年1月-11月，
珠海新引进各类人才2.5万名，预
计到年底引进各类人才将超过
2.7万名，同比增长51%。截至目
前，在珠海工作的院士 26人，在
珠海工作的博士达到4000余人、
硕士超过2.2万人、留学回国人员
超过8000人，位居广东省地级市
前列。

日益壮大的人才大军肩负着
时代使命，必将为珠海“二次创业”
注入蓬勃生机和强大动力。

珠海人才新政 加速集聚英才

视频高光谱卫星模型、鲲龙
AG600飞机模型、听风者M40无
人船模型、电子琴机器人、首台掌握
切片精度在10微米以下的3D打印
机、人机交互手势广告橱窗、致力于
3D数字化重建技术的“四维艺术”、
人脸识别智能门禁系统、智能光显
幕墙、纳米光学膜材料……

“珠海智造”体验馆展现的前
沿科技引人驻足，这是珠海人才创
新能力的成果展示，从产品到系统
研发、从企业创业到突飞猛进，珠

海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已经与世界
深度融合，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在
珠海汇聚，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这是国内外人才的机会，也是
在珠海企业、建设者们的机会，交
流大会精心打造的珠海市重点企
业中高端人才精准对接会，为不断
发展自身能力的珠海企业打开了
招才纳贤的窗口。华发集团、格力
电器、金山办公软件、中航国际、三
一海工、全志科技、联邦制药等35
家知名企业提供了344个中高端

人才岗位，400余名求职者到场。
为增强实效，现场设置了“珠海英
才计划”人才政策咨询台，市人社
局工作人员从政策福利上为企业
成功招揽中高端人才“加码”。

好平台就像磁石，能吸引人才
不断聚集。一位求职者现场表示，
非常看好珠海的未来和机遇，愿意
为珠海发展建设尽一份力。大量
人才表示愿意在珠海创新创业，体
现的不仅是珠海的吸引力，也是对
珠海这片热土的向往。

广纳四方人才“珠海智造”大有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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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授牌仪式。

科技体验展。

人才对接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