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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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除了此次放
宽产业人才入户条件，金湾区此前还
出台一系列人才新政，聚焦产业发展
需求，为各类人才提供更优质、更便捷
的专属服务。

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副局长龚亚雄在会上介绍，今年 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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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称“金英计划”）。“金英计划”共有
22条措施，涵盖了引才、育才、搭建优
质人才发展平台、提供精细化人才服
务等四大方面内容，相比以往的产业
人才政策，惠及面更广、针对性更
强。“金英计划”保留了“产业人才库”
认定，取消了部分与市级政策重叠的
政策，新增了面向珠海市高校毕业
生、技能人才以及港澳人才的就业奖
励补贴。

“金英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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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对于进入“金湾区产业人才
库”的人才，除可享受货币补贴外，还
可以享受“优先、优惠和专业服务体系
（即双优一专）”的人才专属服务。

优先方面，金湾区统筹教育、医
疗、政务等部门资源，为产业人才子女
入学、医疗健康、文化政务等提供“绿
色通道”服务；优惠方面，产业人才可
享受餐饮、娱乐、消费等方面的专属优

惠福利；专业方面，产业人才可享受
专业的咨询服务。此外，金湾区还
积极打造“金英荟”产业人才活动品
牌，定期举办人才交友、培训、趣味
运动会、企业参访等人才活动，丰富
人才业余生活。

“近年来，金湾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我
们重视人才，将服务人才工作作为
地区产业发展的重点来抓，热诚地
欢迎广大人才来到美丽宜居的珠海
金湾就业生活。”发布会最后，李成
铿向天下英才发出“英雄帖”，欢迎
人才来金湾。

多措并举突出“引育留用”

建设有金湾特色人才集聚新高地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8月 25
日，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西南大学等知名高校的39名优
秀学子齐聚金湾，共同参加中航通飞华
南飞机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公
司”）首个“企业开放日”。

华南公司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旗下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
司，成立于2012年，是集通用航空产品市
场营销、设计制造、试飞交付、客户服务为
一体的综合性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在
研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

“鲲龙”AG600是我国首次自主研制的、
为满足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和自然灾害防
治体系建设需要的重大航空装备。

开放日当天，同学们参观了该公司
展厅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AG600总装生产线，近距离了解“大国
重器”和该公司发展情况。

随后，在职业辅导环节，各业务部门
领导、技术骨干带来了干活满满的分享，
以亲身经历向同学们传授职业发展的规
划选择、成才经验。“平台决定高度”“稳
定的环境助人成长”“开放与变革赋予成
才之路”“服务保障、业余活动为工作赋
能”……分享的内容也引发了同学们的
思考与共鸣。

据了解，此次“企业开放日”活动，仅
仅是金湾企业引进人才、构建人才供应
链的其中一道缩影。金湾区人社部门相
关人士表示，本次活动让大学生走进
AG600研制一线，有效拉近高校学生与
企业的距离，进一步加深了大学生对金
湾企业及AG600产品的了解。

全国名校学子齐聚金湾

走进AG600研制一线

39名优秀学子齐聚金湾，参加中航通飞华南公司首个“企业开放日”。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8月 26
日，三灶镇联合三灶派出所、金海岸派
出所、三灶镇消防救援分局、三灶镇应
急办、三灶社区、金海岸社区等相关部
门，对辖区内的出租屋开展消防安全联
合执法行动，对出租屋房东进行开设逃
生窗的动员宣教和劝导，其间对1家出
租屋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房东们纷
纷表示将尽快联系施工方落实逃生窗
口开设。

据介绍，2022年初，为降低消防安全
隐患，珠海市政府将全市登记在册居住类
出租屋开设逃生窗，列为2022年十件民

生实事之一，作为消防安全重点工作任
务推进，在全市各镇街发起整改行动。

近期，三灶镇对出租屋开设逃生出
口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再落实，在
全镇范围开展出租屋开设逃生窗口专项
行动，督促全镇出租房东年内完成开设
防盗网逃生窗。经过工作人员的发动宣
传后，已有不少出租屋房东，完成开设逃
生窗和消防隐患整改工作。

接下来，三灶镇将继续加大力度推
进出租屋开设逃生窗，及时整改消防安
全隐患，降低广大居民居住类出租屋火
灾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灶镇开展消防安全联合执法

督促出租屋开设逃生窗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8月 27
日下午，2022年金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系列活动暨金湾区文化馆暑期公益
培训舞狮少年班结业仪式在金湾区文化
馆一楼举行。

鼓声响起，披挂上阵……金湾舞狮少
年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舞狮表演。从练习开
合步到交叉步的基本步法，从学习三拜礼
到敬礼的舞狮礼仪，经过5天的紧张学习
和训练，小学员们基本掌握了舞狮的基本
动作要领和技艺，鼓点整齐有力，步法轻快
灵动，模仿狮子的表情动作惟妙惟肖。

培训中，学生们每天坚持训练，锻炼
了身体、磨练了意志，培养了吃苦耐劳的

精神、绝不服输的毅力。
为弘扬岭南文化，让更多学生学习

粤语，来自夏国璋世界狮王技艺培训展
示基地的教练们用粤语讲述舞狮精神，
带领学生用粤语朗读《柔功门师门十
诫》，带领学生学习“要有恒心毅力、戒自
满、戒贪婪”等舞狮规矩。经过几天的学
习锻炼，这一群活灵活现的小“狮子”赢
得了满堂喝彩。

汇报演出结束后，培训师还为学员
们颁发了结业证书，小“狮子”们顺利出
师！此外，现场还举行了捐赠仪式，珠海
健康云公司和热心市民为金湾区文化馆
捐赠舞狮教具共6个。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 通讯员黄锐、
卢彬报道：8月28日，记者从市公安局
金湾分局获悉，该分局持续深入开展“百
日行动”，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近日，金湾分局小林派出所结合部
署开展了校车驾驶员禁毒知识宣讲暨安
全培训活动。

新学期开学在即，为保障师生出行
安全，强化校车驾驶员的安全责任意识，
切实消除毒驾等安全隐患，8月24日下
午，金湾区教育局、红旗镇禁毒办、小林
派出所、小林辖区各学校联合开展校车
驾驶员禁毒知识宣讲暨安全培训活动，
辖区校车驾驶员2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
训。

培训会上，工作人员给广大驾驶员

上了一堂生动的毒品预防教育课，详细
介绍了毒品的种类和危害，结合近年来
毒驾造成的交通事故，重点讲解了驾驶
员吸毒的社会危害性，普及了相关法律
法规。警示驾驶员远离毒品、拒绝毒驾、
珍爱生命，鼓励驾驶员积极举报涉毒线
索，一旦发现贩卖、吸食、注射毒品等违
法犯罪行为要主动制止，并及时向公安
机关举报，争做“禁毒使者”。

同时，民警结合“百日行动”，对参加
培训的驾驶员进行安全知识宣讲，倡导

“文明驾驶·平安护学”，现场发放了安全
知识问卷、禁毒宣传资料等。最后，民警
和工作人员对校车驾驶员进行了吸毒重
点筛查检测，有效落实减少校车安全隐
患，为师生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金湾校车司机来上课

警民共筑禁毒安全线

金湾舞狮少年班举行结业仪式

“雄狮少年”展现岭南文化风采

学员们在结业
仪式上进行舞狮表
演。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人才兴则产业兴，人才强则城市强。近日，金湾区聚焦“产业第一”发展目标，出台了《珠海市
金湾区人民政府 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放宽产业人才引进核准条件的通
知》，进一步放宽金湾区产业人才入户条件，加快推进产业人口集聚，助力产业发展。

8月26日上午，金湾区人民政府、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产业人才引进新政专场新闻发布
会，由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人对金湾区产业人才相关政策进行解读。

采写：本报记者 蒋毅槿 实习生 陈泓宇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作为珠海‘产业第一’的重要战
场，金湾区正在全面实施全民招商、
全部门招商、多点多头招商，目标是
打造龙头企业引领、配套企业完善的
良好发展格局，可以预见，未来将有
更多优质的企业集群落户我区。”金
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
成铿在会上表示，企业发展需要更多
人才的支撑，但近年来金湾区人才引
进类入户数量较少，满足不了当前产
业发展的需求，为吸引产业人才，积
聚人才力量，服务产业发展，有必要
进一步放宽金湾区产业人才入户条
件。

“这次，我区在全市率先放宽产
业人才引进核准条件，目的就是更好
解决产业人才入户问题，加快推进产
业人口集聚，助力产业发展。”李成铿
说。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金湾此次出
台的新政策同原来政策相比，门槛更
低、覆盖面更广，其中覆盖企业从原
来500多家的重点企业库放宽到近
1.8万家企业；同时，新政策对申请人
只要求签订一年合同、购买半年社
保，其他如学历、技能方面的限制条
款全部取消，年龄要求也有所放宽。
此外，申报更加简便，由个人申报变
更为单位申报，将对符合条件的申请
人实现秒批。

据介绍，在核准条件方面，新政
策明确企业须有合法稳定的实地经
营场所（含政府认可的集中办公
区）；正常经营；正常纳税；企业与劳
动者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依法办
理就业登记和参加社会保险。申请
人（即金湾区企业引进的产业人才）
符合在金湾区企业就业，签订劳动

合同满1年，在同一企业购买社保满
6 个月，身体健康，男性 55 周岁以
下，女性45周岁以下的条件即可。
2022年9月1日起，企业可登录“珠
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
务平台”申请企业核准，核准通过
后，即可为符合条件的员工申报产
业人才引进。

值得一提的是，新政策对产业人
才引进所需材料及申报流程等进行
了再简化。据介绍，企业申报只需提
交企业照片、申报承诺书。企业正常
经营、正常纳税、与劳动者建立劳动
关系、办理就业登记和参加社保等内
容的核查，不用企业提供任何资料，
直接由金湾区人社部门会同市场监
管、税务等部门核查，最大程度简化
企业的申报手续和程序。符合条件
的个人向所在企业提出申请，由所在

企业统一申报。申报成功后，个人直
接在网上自助打印《人才引进核准证
明》，凭该证明到公安机关按程序办
理入户手续。

产业人才引进核准后，符合户口
迁移条件的，落户地址按照本市自有
房产、用人单位集体户、居民委员会
或村民委员会集体户的先后次序登
记。在珠海市有自有房产的市民，办
理户口登记业务时，应将户口登记在
自有房产处；落户单位的，提供单位
户口簿（新建立集体户单位可凭单位
申请书提出申请）；落户居（村）委会
集体户的，提供在珠海市无房证明及
单位不符合立集体户证明材料。在
发布会上，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副局长谭自成呼吁符合申报条
件的企业尽快办理集体户以便于员
工落户。

门槛更低、覆盖面更广、流程再简化

切实解决产业人才入户问题

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咨询电话：0756-6316703
地址：金湾区市民服务中心

金湾公安分局户籍窗口
咨询电话：
0756-6316705、6316706
地址：金湾区三灶镇金鑫路137
号金湾区市民服务中心A1栋7
楼公安综合业务大厅

高栏港公安分局户籍窗口
咨询电话：
0756-7757782、7228630
地址：金湾区平沙镇升平大道中
336号平沙镇党群服务中心或金
湾区高栏港高栏大道2073号新
源大厦1楼

政策咨询相关信息>>>

8月26日，金湾区人民政府、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产业人才引进新政专场新闻发布会。

金湾区进一步放
宽产业人才入户条件，
加快推进产业人口集
聚，助力产业发展。图
为汤臣倍健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