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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人才新政补贴预计下月底开始申报

人才福利加码 申报条件放宽
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金湾区“请”来四名教育专家

“为了让人才免去居住等后
顾之忧，金湾区正探索共有产权
房和人才公寓相结合的住房保
障模式。”金湾区相关人士介绍，
目前金湾区在辖区九个地块中，
分别按配建面积的 10%随机抽
取作为金湾区共有产权房，到
2023 年预计共配建 979 套人才
共有产权房，在 2021 年 12 月前
投入使用的预计超过 560 套。
在人才公寓方面，金湾区目前已
在青湾花园和珠海国际健康港
建成 297 套人才公寓。在建的

“金湾人才港广场”占地 70292

平方米，是一个集住宅、商业街、
写字楼、幼儿园等为一体的大型
综合体，将建人才公寓 960 套、
公共租赁住房304套，预计2021
年底竣工验收。

金湾区相关人士介绍，按照
相关政策，金湾区产业人才库人
才、高层次人才以及博士后人才
子女可优先安排入读金湾区义务
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若被成功
认定为珠海市高层次人才，其还
可在全市范围内为子女选择公办
幼儿园。2016年至今，金湾区共
为超过200名符合条件的人才子

女解决入学问题。与此同时，金
湾区还为产业人才建立健康档案
和就医绿色通道，每年为产业人
才及其配偶免费进行一次健康体
检，并为产业人才购买健康保险，
其中，体检和购买健康保险的服
务期为五年。

金湾区相关人士介绍，金湾区
产业人才“1+7”新政目前已经由
金湾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将
于近日开始实施。金湾区科技工
业信息化局将于本月启动今年《金
湾区产业发展重点企业名录和创
新驱动企业名录》的申报工作，只

有进入该《名录》的企业员工，才能
享受金湾的人才政策。需要注意
的是，纳入金湾区产业人才库的员
工方有资格享受产业人才工作津
贴、购房补贴、技术技能提升奖励
等补贴政策。该人士介绍，金湾区
计划在10月底公布今年《金湾区
产业发展重点企业名录和创新驱
动企业名录》并开展各项补贴的申
报工作，有关金湾区产业人才“1+
7”新政的更多详情，有需要的人士
可以通过金湾区人民政府网站或
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金湾人才”了
解。

采写：本报记者 廖明山 罗汉章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城市发展离不开产业基础，
产业发展以人才为重要支撑。
过去三年，金湾区发放各项产业
人才政策补贴金额分别为952
万元、1875 万元和 2927 万
元。随着对人才重视力度不断
增强，人才红利对于产业发展的
反哺效果也在逐渐显现。近三
年，金湾区产业人才库入库平均
增长率44.46%，越来越多“新”
“老”人才落户金湾和留在金湾。

记者近日从金湾区了解到，
在原有人才政策的基础上，金湾
区开展科学调研，对标先进，结
合实际，即将出台2019年产业
人才“1+7”新政。在原有政策
基础上，新政在提高补贴标准的
同时，还将降低申报门槛，为金
湾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
支撑。目前，新政策已经由金湾
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
近日开始实施，预计下月底即可
开展各项补贴申报工作。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体
验健康手环、快速检测营养、观
察模拟X光骨骼……9月7日，
三灶镇50对亲子家庭前往汤臣
倍健营养探索馆，体验尖端科
技。

据悉，“探索营养世界，追寻健
康梦想”活动由三灶镇青年之家主
办，来自三灶镇企业的50对亲子

家庭，先后游览体验了汤臣倍健营
养探索馆的健康检测、儿童星球、
艺术空间等版块，在趣味互动中认
知营养科学。

三灶镇青年之家负责人表
示，希望通过活动，让亲子家庭
在追求科技感的同时，也能享受
快乐，引导青少年对世界永怀好
奇心，并积极探索发现世界。

本报讯 记者赵岩 通讯员
张意报道：9月7日，金湾区教育
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聘任
仪式暨座谈会举行，4名国内知
名教育专家被聘任为金湾区首
批教育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他们将为金湾区教育把脉问
诊，推动金湾区基础教育高质量
发展。

据了解，截至2018年末，金
湾区共有中小学校18所，在校中
小学生近2.3万人，公办学校教职
工1384人，约1.4万名异地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入读义务教育阶段
公办学校。

金湾区相关人士表示，此次
聘请专家将进一步对金湾基础教
育领域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咨询
和指导，包括对基础教育发展规
划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就基础教
育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难点、堵点
等重大问题进行研讨，提出有针
对性的解决措施及建议；对基础
教育领域重大政策、重大改革事
项等提供战略咨询服务及评议论
证。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罗汉
章 通讯员李自龙报道：近日，金
湾区开展区内重点项目建设进展
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金湾区航
空新城产业服务中心、区综合档
案馆和区图书馆等区内重点项目
进行调研，了解各项目建设进展
情况。

据悉，金湾区航空新城产业
服务中心项目总用地面积约3.6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1.64万
平方米。该项目由三栋单体建筑
及两层地下室组成。目前，A栋
的幕墙、精装修、机电安装等工程
均已完成绝大部分进度，建成后
将成为对外服务公众办事区，计
划明年1月投入使用。而B、C栋
目前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建
成后将被用作办公区、西部交易

中心、金湾区融媒体中心及配套
商业服务区等，预计今年年底项
目整体完工。在该中心完全投入
使用后，将提供便利的一站式行
政公共服务，为金湾相关创新创
业企业提供优质办公场所，助力
金湾产业发展。此外，金湾区综
合档案馆、区图书馆目前都已完
成主体工程建设。

调研组在调研过程中指出，
各相关单位及施工方要在保证质
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确保施工进
度，同时结合各入驻单位的情况
和功能，合理安排各建设项目的
内部布局。相关部门要以便利群
众为核心落脚点，在办事引导、业
务流程、等候环境等服务方面下
功夫，让群众在办理业务时，也能
享受到舒适的环境。

金湾开展重点项目建设调研
产业服务中心A栋明年1月投入使用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罗汉
章 通讯员曾翠琼报道：近日，金
湾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区人大代表
对辖区医疗机构建设进展情况开
展视察。记者了解到，目前金湾
区多个医疗机构建设项目正在有
序推进中，预计 2020 年投入使
用，为辖区群众提供更多优质医
疗资源。

当天上午，金湾区人大代表
一行先后到三灶镇卫生院、金湾
区精神康复医院、小林医院等建
设项目现场开展实地视察。据介
绍，为改善三灶镇卫生院的就医
环境，三灶镇卫生院新综合楼项

目于去年底开始动工。该新综合
楼将开设儿科、外科、妇产科等科
室，设置床位200张，预计2020
年底投入使用。金湾区精神康复
医院项目用地面积为6774.98平
方米，将按二级精神病院标准建
设，设置床位200张，预计2020
年底投入使用。

记者了解到，小林医院占地
面积5002平方米，设有急诊部、
门诊部、住院部、医技室等，共设
置床位80张。目前，该项目已完
成主体工程施工，预计今年底前
完成土建工程封顶，计划在2020
年10月底投入使用。

金湾区人大代表视察辖区医疗机构建设

多个项目将于2020年投入使用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9月
7日，由UIC中华文化传播研究
院与珠海城职院人文学院共同主
办的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学
术研讨会开幕。海内外专家学
者、师生代表等400余人齐聚一
堂，共同探讨船山精神的当代价
值和世界意义。

会上，来自海内外 10 余所
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14名专
家学者及人教社中华传统文化

“十三五规划”课题子课题组成

员、驻珠高校师生代表等400余
人齐聚一堂。专家学者从“船
山哲学的现实意义”等主题展
开热烈讨论，内容涉及船山的
诗教、乐教、礼学、春秋经学、宇
宙论以及船山思想的民间传播
等实践。研讨会期间，共举行
《船山诗学臆想》《船山思想论
纲》《精义入神 经世致用》《示
子侄》四场主题报告与学术交
流会，进一步发掘王船山思想
的当代价值。

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

海内外学者齐聚珠海共研传承

共同学习营养科学

50对亲子家庭体验高科技

亲子家庭前往汤臣倍健营养探索馆体验尖端科技。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产业强，则区域强；人才强，则
后劲强。金湾区建区18年来，一
批又一批金湾人以筚路蓝缕、栉风
沐雨的开拓精神，在产业发展等领
域取得诸多突破。依托航空、生物
医药、新能源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与传统优势产业的强劲带动，金湾
已形成发展后劲十足、创新要素突
出的“3+1”工业产业格局。在新
一轮大发展机遇面前，金湾区深知
要牢牢依靠搭建创新平台和引进
高端人才，实现产业集聚化发展和
人才吸引力增强的良性循环。

早在2016年1月1日，金湾区

就印发了相关产业人才政策，包括
1个总体实施意见和7个配套暂行
办法，该政策有效期截至2018年
12月31日。三年以来，金湾区发
放各项产业人才政策补贴金额分
别为952万元、1875万元和2927
万元，发放人次分别为1886人次、
3344 人次、5587 人次。统计显
示，以金湾区产业人才库增量为
例，2016年-2018年入库平均增
长率44.46%，表明政策留住人才
效果明显。在2018年申领政策补
贴金额排名前20名的企业中，有
16家企业进入全区纳税排名统计

前100名名单。
产业的快速发展急需与之相适

应的人才政策提供配套。去年正式
开港的珠海国际健康港，目前已吸
引总投资超过50亿元的13个项目
签约落户；完成智能制造产业链上
下游垂直整合的金湾·智造大街孵
化器和金湾·智造大街加速器，已实
现总产值5.79亿元……在产业发展
全面提速和原有人才政策到期等基
础上，金湾区通过科学调研、依据

“珠海英才计划”文件精神，结合金
湾区实际，计划出台金湾区产业人
才“1+7”新政。该新政相较于原有

政策，在提高补贴标准、增加柔性引
才福利的同时，还将降低申报门槛、
扩大政策受惠面。

金湾区相关人士介绍，金湾区
产业人才“1+7”新政立足金湾产
业布局和发展，明确《金湾区产业
发展重点企业名录和金湾区创新
驱动企业名录》内的企业员工，方
有资格享受金湾区产业人才政策，
该《目录》将每年由金湾区科技和
工业信息化局牵头制定。该人士
介绍，该举措更有利于发挥人才政
策的导向作用，提高人才引进的科
学性和精准度。

核心思想：

立足产业布局科学引才

门槛降低：

B级产业人才年薪、租房补贴要求放宽
记者了解到，金湾区产业人

才“1+7”新政包含《金湾区产业人
才库和产业人才卡管理暂行办
法》《金湾区产业人才工作津贴暂
行办法》《金湾区产业人才购房和
引进人才租房生活补贴暂行办
法》《金湾区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
暂行办法》等，涵盖工作津贴、购
房补贴、租房生活补贴、技术技能
提升奖励、博士后生活安家补贴、
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等。

该新政对产业人才的条件进
行了调整，将C级产业人才的年薪

范围由原来的12万元-30万元修
改为 12 万元（含）-22 万元（不
含），B级则由原来的30万元-60
万元修改为22万元（含）-60万元
（不含）。金湾区相关人士介绍，
降低B级产业人才的准入门槛，将
让更多符合条件的人才享受更加
优惠的政策。与此同时，市级同
类政策年薪门槛为“22万元”，该
调整将使新政更好地与市级政策
相衔接。

在引进人才租房生活补贴方
面，该新政在原有政策没有户籍

和年龄限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
放宽条件限制，取消了原有租住
在金湾区辖区范围内的要求。

在产业人才购房补贴方面，
新政将根据产业人才卡积分情
况，A、B、C级产业人才分别在金
湾工作满1年、3年、6年，即人才
卡积分达到30分后在金湾区首次
购房可申请30万元的购房补贴，
分五年发放。相比原有政策，A级
和B级产业人才申请购房补贴所
需工作年限均减少1年，C级减少
2年。

在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方
面，根据《珠海市人才分类目录》，
新政对顶尖人才和一类人才的奖
励标准由原来100万元和50万元
分别提高至200万元和150万元，
而且对该两类人才不作在金湾区
任全职工作的要求。金湾区相关
人士介绍，考虑到顶尖人才和一
类人才的稀缺性和工作特点，金
湾区作此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让更
多此类人才方便为辖区企业提供
技术指导等服务，“力争做到不求
所有，但求所用”。

标准提高：

租房补贴最高增加50%
“除了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

外，产业人才工作津贴标准和租房
补贴标准等也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金湾区相关人士介绍，以产业
人才工作津贴为例，原有政策发放
标准统一为在金湾区计税工资薪
金纳税额的15%，新政策在保持C
级产业人才发放标准不变的基础
上，将B级和A级分别调整为在金
湾区计税工资薪金纳税额的18%

和20%。
而在引进人才租房补贴方

面，原先每月补贴600元档的标
准 维 持 不 变 ，原 先 每 月 补 贴
1000元和2000元档的标准分别
提高至 1200 元和 3000 元，每月
发放，补贴周期仍为 36 个月。
金湾区相关人士介绍，调整后的
两档补贴标准按 3 年时间算下
来，将分别增加7200元和36000

元，将为新引进人才缓解“燃眉
之急”。

记者通过《金湾区支持开展
博士后创新工作暂行办法》了解
到，针对在站博士后和出站博士
后的生活安家补贴等方面的标准
同样有所提高。在站博士后和出
站博士后生活补贴由原来的同为
5万元分别增加至10万元和15万
元。对于建立博士后工作站、分

站、创新实践基地的企业，资助标
准也由原来的30万元（分两年发
放）、30万元（分两年发放）、20万
元（分两年发放）分别调整为50万
元、50万元、20万元的一次性补
充经费资助。值得一提的是，金
湾区对于设站单位以及从事博士
后研究工作的人员，将在市级同
类政策基础上给予叠加支持奖
励。

服务全面：

多措并举提供居住、子女入学等保障

金湾区依靠搭建创新平台和引进高端人才，实
现产业集聚化发展和人才吸引力增强的良性循
环。图为珠海隆华直升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汤臣倍健研
发生产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