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产业发展所需

金湾区发布22条“人才新政”

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

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源源

不断的人才供给是一个社会

持续进步的根本动力。

近日，金湾区出台《金湾

区深入实施“金英计划”加快

人才集聚的若干措施》（以下

简称“金英计划若干措施”），

旨在为金湾进一步优化人才

政策体系，全力建设珠海西部

人才高地提供政策保障。

此次发布的“金英计划若

干措施”围绕人才引、育、用、

留提出22项措施。新政实施

范围将由原金湾区（三灶镇、

红旗镇）扩大到金湾区、珠海

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体化运作

后的四个镇（三灶镇、红旗镇、

南水镇、平沙镇）。在扩大覆

盖范围的基础上，新政亦着重

考虑服务产业发展、政策务实

创新、突出精准有效等三方

面，体现出金湾区对做好人才

工作的诚意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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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才、惜才、容才一直是金湾区的
优良传统和追求目标。

2019年，金湾区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金湾区创新驱动发展产业人才
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及7个配套暂
行办法（简称“‘1+7’政策”）。自“1+
7”政策实施以来，金湾区产业人才库
入库人数持续快速增长，2021年共有
8505人进入产业人才库，在引才留
才、技能技术提升等方面取得显著成
效，为金湾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人才支撑。目前，“1+7”政策有效期
即将届满，“金英计划若干措施”就是
对金湾区原有人才政策的延续和升
级。

什么最能吸引人才？“让英雄有用
武之地”是引才的关键。

当前，金湾区正在加快构建规模
体量更壮大、产业结构更优化、竞争优
势更明显的“5＋2＋N”现代产业体
系，加快打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
药、高端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产业集群
主阵地，迫切需要人才提供引领和支
撑。为此，金湾区聚焦产业发展所需，
加大对产业人才、创新人才扶持力度，
在人才新政中出台凸显金湾特色的专
项政策。

对金湾区急需引进服务于重点产
业发展的高层次人才，可采取一事一
议的方式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同
时，对符合金湾产业发展导向，在金湾
区产业发展与自主创新方面作出突出
贡献的人才，根据相应标准给予奖励。

此外，“金英计划若干措施”积极

探索“政府+企业”引才模式，提高企
业引才积极性。企业如从金湾区外
全职引进符合金湾产业发展需求的
高端人才，所引进人才经金湾申报获
评为珠海市高层次人才的，根据相关
指标每年最高可申报20万元的引才
补贴。

在区级产业人才队伍建设方面，
金湾区将实施产业人才倍增计划。根
据“金英计划若干措施”，上一年度在
纳入金湾区《产业发展重点企业名录
和创新驱动企业名录》的企业工作且
计税工资薪金达到20万元及以上、40
万元及以上、80万元及以上的员工可
申请成为C级、B级、A级产业人才，
纳入区级“产业人才库”。金湾区每年
为上述入库人才发放产业人才卡，实

行产业人才卡积分制度，产业人才凭
产业人才卡和积分可享受系列配套优
惠政策和服务。

高校毕业生和港澳人才是金湾区
人才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金英
计划若干措施”提出，对符合条件的高
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2000元就业奖
励，符合条件的港澳人才除了享有上
述就业奖励外，在金湾区连续缴纳两
年以上社保或个税可再给予一次性
2000元生活补贴。

英雄不问出处，人才不限领域。
对教育、卫生、文化、旅游、金融、农业、
社会服务等领域人才，“金英计划若干
措施”提出要建立健全各领域人才引
进和培育机制，推动加快集聚优秀人
才，不断优化人才队伍结构。

完善人才招引体系 夯实产业发展基石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 通讯员三灶镇
宣传办报道：近日，2022年珠海市“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三
灶镇“乡村振兴 非遗同行”主题活动，在
定家湾工业园区大门口湿地公园举行，
并颁发市级第十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在不少居民游客印象中，大门口湿
地公园只是个看风景的公园，今年该公
园推出的非遗文化活动让居民游客倍感
新鲜。活动现场，三灶鹤舞、三灶狮舞、
三灶民歌、三灶剪纸、三灶竹草编织技
艺、定家湾茶果六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名录齐聚大门口，还有传统龙舞、三
灶故事、三灶糖画的助阵，让三灶的端午
节充满浓浓的传统文化气息。精彩的表
演、精湛的技艺、精美的食物，让居民游
客赞不绝口。

记者了解到，大门口湿地公园位于
三灶西端，以生态湿地展示、科普教育为
主，是兼具城市休闲功能的城市郊野湿
地公园。为弘扬优秀非遗文化，扩大非
遗传承覆盖面和影响力，依托乡村旅游
资源平台，自2022年3月起，三灶镇每
周六、周日在大门口湿地公园举办非遗
项目展示活动，让广大游客走进乡村旅
游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三灶本地非遗文
化的魅力。

近年来，三灶镇将非遗与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人文资
源和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贯通产加销、融

合农文旅，激发本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
活力，不断赋能各村居、各景点。非遗传
承人参与活动能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助，
从而调动村民广泛参与的积极性，让“非
遗文化人”真正靠本领吃上饭，让三灶优
秀传统文化在得到传承与发展的同时，
带动产业兴旺、村民致富。

同样受惠的还有在定家湾工业园区
工作的企业员工。端午节当天，来自外
地的小张利用难得的休息日，参加了一
次非遗体验活动。小张告诉记者，他在
工业园区的一家企业工作，员工宿舍也
在园区内，没来之前，以为园区生活会很
枯燥，没想到这里不仅有公园，公园里还
有热闹的活动。

定家湾工业区是三灶镇工业园区之
一，位于机场西路与大门口湿地公园之
间。目前，有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共
650个工业企业或项目在该园区落户。

近年来，三灶镇在各工业园区完善
相应配套设施，满足周边企业员工的精
神文化需求，仅定家湾工业园区就有榄
坑河公园和大门口湿地公园两大公园，
园区内还建设有多个公厕和休闲驿站。

目前，三灶镇共有综合文化站1个，
各村居、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文体公园各
8个，健身路径51处，篮球场29个，足球
场2个，乒乓球桌69张。三灶镇各工业园
区毗邻三灶镇各村居、社区，园区人员可
使用村居、社区的各类配套文化设施，从
而满足各产业园区工人的文化需求。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6月5日
下午，三灶镇海澄村接连开展两场亲子
活动，由珠海市慧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邀请心理专家冯连群为海澄村23个家
庭分别就亲子情绪管理、亲子全面性教
育两方面进行讲解教育，让孩子们明白
珍爱生命以促进亲子关系。

在主题为“情绪小怪兽”的亲子情绪
管理活动中，冯连群以互动游戏、讲解绘
本等方式，引导孩子们进一步认识情绪
和情绪的相应表达，并向孩子们分享“情
绪ABC理论”和“生气袋”两种应对日常
产生负面情绪的方法，让孩子们平日可
通过转变对“负面事件”的看法，以及正

确的宣泄方式释放负面情绪。
在主题为“我从哪里来”的亲子全

面性教育活动中，冯连群以破冰游戏
暖场后，通过肢体语言、播放动画并结
合可爱的小道具生动形象地让孩子们
了解到男生和女生的不同。随后，冯
连群又向孩子们讲述母亲的孕育过程
和分娩方式，传达出在孕育一个生命
过程中每一位母亲都很勇敢而伟大的
理念。最后，冯连群让孩子们分别扮
演爸爸、医生和护士，通过接生的情景
演练游戏，让孩子们体验迎接新生命
的喜悦，让孩子们了解到生命诞生的
过程。

三灶镇：

端午节碰撞出助推“产业第一”新火花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近日，
金湾区人民检察院与金湾区司法局联
合签订《刑事案件赔偿保证金提存工
作机制》，在全市率先探索建立刑事案
件赔偿保证金提存工作机制，积极推
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适用，降低诉前
羁押率，加强社会矛盾化解，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

据了解，建立赔偿保证金提存制度
是该院依法能动履职、联合司法部门积
极推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落地
生根、加强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的有益
探索之一，是发挥化解社会矛盾职能的
积极创新。

具体而言，该制度即为犯罪嫌疑人
自愿认罪认罚，有赔偿意愿且有赔偿能
力，但暂时无法与被害方达成赔偿协议，
向公证部门依法申请提存一定数额保证
金，检察机关据此综合考量犯罪性质、情
节、人身危险性等因素，依法采取非羁押

性强制措施。
在以往司法实践中，对认罪认罚犯

罪嫌疑人，其认罪、悔罪态度主要体现
在对被害方的赔礼道歉或经济赔偿补
偿上。但由于诸多原因，犯罪嫌疑人与
被害方未能达成赔偿协议。如犯罪嫌
疑人有赔偿意愿，且能够按照法定标准
或略高于法定标准给予赔偿时，检察机
关据此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积极赔偿
的态度，从而在适用强制措施或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中予以考量。同时，双方最
初无法达成赔偿协议，但随着诉讼进程
进行，当被害方改变想法或主观意愿发
生变化时，即使犯罪嫌疑人入狱服刑，
被害方也能从事先提存的保证金中获
得赔偿。

该项工作机制建立后，该院已对一
宗交通肇事案启动了赔偿保证金提存，
并依法对一名羁押的犯罪嫌疑人适用了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金湾区检察院积极探索建立

刑事赔偿保证金提存工作机制

三灶镇海澄村开展亲子系列活动

三灶民歌展演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心理专家为孩子讲解绘本。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采写：本报记者 蒋毅槿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引进来”，还要“用得好”。为此，
金湾区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在培养提
升存量人才、搭建优质人才发展平台
方面精准发力，为“5＋2＋N”现代产
业体系高质量发展不断输送“新鲜血
液”。

“金英计划若干措施”提出，每
年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选拔支持
一批年龄在40周岁以下、具有较好
专业基础和较大发展潜力的优秀青
年创新人才成长，授予“金湾青年拔
尖人才”称号，并给予每人 10万元
奖励。同时，鼓励企业开展技能等
级自主认定，每年可推荐一定数量
的技能人才申报“金湾工匠”，获得
认定的一次性给予1万元奖励。金
湾区还鼓励产业人才 提升专业

水平，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人才给予
最高 2万元的专业技术提升奖励。
对于本土人才，金湾区将建设区级
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建立乡村人才
信息库和需求目录，实施农村技能
人才培育工程和农村专业技术人才
素质提升工程。

在校企合作方面，金湾区将充分
发挥辖区院校资源优势，探索以企业
为主体、辖区院校为主阵地的技能人
才培养模式。鼓励企业有计划开展职
工技能培训，对积极开展技能培训的
企业给予荣誉奖励。针对企业“招工
难”问题，鼓励辖区院校与企业联合办
学，积极引导专业对口技能人才留金
就业，向企业精准输送技能型人才，并
给予符合条件院校年度最高10万元

奖励。
人才需要“各尽其才”的广阔空

间。在搭建人才发展平台方面，金湾
区将加大力度建设众创空间、科技企
业孵化器、科技企业加速器等创新创
业载体，完善创业孵化服务体系，引导
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积极培育新兴产
业，并鼓励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向金
湾区上市挂牌培育库企业、经认定的
人才团队、孵化器载体内企业，拓宽人
才（团队）项目融资渠道，积极引导金
融资源向人才集聚。

良禽择木而栖，良才择地而居。
一座城市要发展，短期靠项目，中期靠
政策，长期靠环境。

在人才服务方面，金湾区着力解
决人才的前事之想、后顾之忧，让各类

人才来得放心、干得舒心、留得安心，
围绕人才关心关注的住房、就医、子女
入学、公共设施建设等问题，拿出“完
善产业人才优先、优惠和专业服务体
系（即双优一专业）”举措，打通产业人
才优先子女入学服务、优先医疗健康
服务、优先文化服务、优先政务服务等

“绿色通道”以及餐饮、娱乐、购物等优
惠福利。

记者留意到，金湾区提出实施
人才住房保障计划，支持产业人才
优先租住人才住房，妥善解决人才
安居需求。此外，“金英计划若干措
施”中明确金湾区将建立高效快捷
的人才服务体系，并将擦亮“金英
荟”人才活动品牌，不断加强人才交
流联系。

强化人才培育提升 做实做细人才服务

金湾区举行“粤菜师傅”培训现场。 高校毕业生是金湾区人才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金湾智造大街园内企业。

金湾区聚焦产业发展所需，加
大对产业人才、创新人才扶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