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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怎样才能吸引人才

首期 12A 茶座财经主题沙龙嘉宾纷纷支招
打好“组合拳”，
形成人才
“生态圈”
记者 薛智谊 见习记者

马欣宜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当前，人才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被日益拔高。与此前
多在招商引资方面角逐不同的是，去年以来在各大城市上演了“抢人”大战。在此背景下，昨天下午，由甬商总会、市
社科院、东南商报联合主办的首期 12A 茶座财经主题沙龙举行。本次沙龙的主题是“抢人才中的经济新思维”，来自政
界、企业界和学界的代表纷纷表示，在这次抢人才中，宁波需要各方发力打好“组合拳”，形成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
“生态圈”
。

12A 茶 座 ， 为
财经主题沙龙，隔
周举行，常设地点
在和丰创意广场意
庭楼 12A 楼。
每次我们将精
选一个大家关心的
话题，邀请商界、
学界代表及政府相
关部门决策者或相
关政策制定者，于
轻松闲聊间，增进
沟通，碰撞出思想
的火花，助力我市
“六争攻坚、三年
攀高”。
12A 茶 座 将 聚
合甬商总会对全球
甬商的影响力、社
科院对学界的凝聚
力、东南商报的媒
体传播影响力，强
强联合，聚合产生
裂变，打造宁波最
具影响力的财经主
题沙龙。

界共和谐，希望这个平台能产生更多的思想碰撞与共鸣。”
她说，12A 茶座财经主题沙龙的举办可以说是一个水到渠
成的事情，今年是东南商报转型的一年，东南商报从一张
都市报变成了一份财经类周报，并且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联合成立了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打造成为智库型
媒体，有责任参与搭建这样一个高端交流平台。

（排名不分先后）

12A 茶座
开张啦

昨天是 12A 茶座财经主题沙龙的首次亮相。作为沙龙
发起方之一，宁波都市报系董事长唐慧卿首先向来宾们介
绍了 12A 茶座的缘起。
“我们与甬商总会、社科院一起建设一个平台，大家来
一起探讨宁波经济发展中的一些话题，很有意义。在这
里，播下甬商文化的种子，商界与学界共携手，业界与政

与会嘉宾

12A 茶座财经主题沙龙“首秀”

陈利权
唐慧卿
李 宁
胡学健
韩树成

市社科院院长
宁波都市报系董事长
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副处长
甬商总会副秘书长
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办主任、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宁波人才工作呈现“3 个前所未有”
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副处长李宁首先介绍了宁波人
才情况和人才政策。他表示，当前宁波人才工作形势呈现
出“3 个前所未有”
。
一是对人才工作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年初以来，市
委向全市各级发出“抢机遇、抢人才、抢项目”动员令，
首次开展人才工作专项述职评议，市县两级全面升格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在全市上下树立了人才强市的鲜明导向。
二是人才竞争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宁波 2003 年出台
了本科生可直接落户政策，2015 年以来还给大学生 2%的
购房补贴。但去年以来，各地都出台了抢人才的政策。南
京、武汉、成都、西安等城市，更是使出各种引进人才
“大招”：低门槛落户、买房打折、租房补贴等，从人才引
进、就业创业、落户、住房、医疗和子女就学等各个维
度，增强城市对于人才的吸引力。
上海一年多以前发布人才“30 条”后，陆续出台 69 项

配套政策确保执行落地。深圳去年将落户门槛降低到大专
学历，并给予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广州去年年底发布系
列人才政策，拟 5 年内投入约 15 亿元，为高层次人才提供
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子女入学、创新创业、资助补贴等
方面的待遇。
不难看出，在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中，人才的价值被
各城市推到了突出的位置。
三是各类人才的集聚速度前所未有。今年一季度，我
们实现两个“20%”增长，即：户口迁入我市的人口数同
比增长 22.4%、接收高校毕业生数同比增长 20.64%，为近
年来最高增幅。特别是顶尖人才集聚方面，我们在多年仅
有 1 位全职两院院士的基础上，近期先后成功全职引进 2 名
两院院士、3 名外国院士。今年我们的“3315”系列计划
共吸引 1247 个海内外高端人才团队申报，同比增长 44%。

宁波人才承载力需进一步提升
李宁表示，因历史原因，宁波大院大所、知名高校等
高能级人才平台缺乏，仅中科院宁波材料、兵科院宁波分
院较成规模，宁波大学刚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国
内副省级城市排头兵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下步，宁波将聚焦补齐高能级平台短板，高水平谋

划甬江科创大走廊、宁波前湾新区等战略平台，实施
“名校名院名所名人”引进工程，加快推进浙江大学宁波
“五位一体”校区、国科大宁波材料工程学院、北航宁波
创新研究院和研究生院建设，推动行业龙头企业打造高
端创新平台，持续提升平台对人才的虹吸效应。

“3315”系列计划资助“上不封顶”
李宁介绍，在吸引人才方面，宁波可以说也是花了大
力气的。宁波现行的人才政策有“1+3+x”
。
“1”是指 2015 年出台的人才新政，包括 25 条，明确
了人才引进、培养、发展等各方面内容，如博士落户宁波
可享受 15 万元安家补助+15 万元购房补贴。
“3”是指 3 个“3315”系列计划。一是“3315”计划，
重点围绕新材料、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先进制造业
和智能经济领域，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团队，对入选人才资
助 100 万元，对入选团队资助 500 万元~2000 万元。目前，
共有 450 名个人和 138 个团队入选“3315 计划”
，累计创办
企业 296 家，2 家上市 A 股，2017 年实现销售 54 亿元、同
比增长 44%，实现利税 8.7 亿元、同比增长 46%。二是
“3315 资本引才计划”，对获民间资本投资 300 万元以上的
创业团队，经认定可直接纳入现行“3315 计划”，并按实
际到位投资额的 30%给予资助，额度可达 2000 万元，充分

激发海内外各类民间资本投资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人才
项目活力。三是“泛 3315 计划”，面向海内外重点引进电
子商务、港航物流、金融保险、等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领域
高层次人才 （团队），对入选人才资助 50 万元，对入选团
队资助 100 万元~500 万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生产性服
务业人才保障。
三个计划对顶尖人才领衔的重大项目，均可实行一事
一议，资助额度上不封顶，充分表明了我市求贤若渴的满
满诚意和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
“X”是指各种各样的配套政策，包括子女入学、配偶
工作、落户、高技能人才的补贴等等。
“我们还在研究如何全面升级宁波的人才政策，不仅是
对院士、博士等顶尖人才，还会有针对大学生的人才政
策，宁波需要更多的大学生。”李宁说，下一步，宁波在人
才服务方面也会进一步升级。

陆玲玲
邵丽珍
姜正荣
柳 哲

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
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姜太公网 CEO
宁波 （中国） 供应链创新学院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

嘉宾为宁波抢人才支招
提升宁波城市整体形象
说到人才的话题，参加沙龙的几位嘉宾不约而同地谈到了
城市定位与城市形象。
浙江迈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匀视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创始人兼 CEO 姜正荣认为，宁波引以为傲的是港口优势和外
贸经济，“宁波港”“宁波制造”都是名片，但不能只盯着这一
优势，新兴产业特别需要政府引导和智库的支持，
“宁波城市发展中要有标杆和追赶对象，但到底对标什么样
的城市，值得考虑清楚，如果对标对错了，这不利于城市的未
来发展。”姜正荣说，宁波首先要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哪类人才适合留在宁波。
江丰电子人力资源部总监陆玲玲表示，宁波还需加强对城
市品牌的整体营销，像武汉、杭州等城市一样宣传好城市风
情、城市人文和创业创新的环境。

吸引人才更要用好人才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办主任韩树成认为，当下全
国有 20 多个城市加入了“抢人才”的队伍中，城市之间的竞争
激烈，增加了我们抢人才的难度。他认为，宁波要探讨宁波留
住人才的办法，特别是要关注在宁波的人才的现状，关心他们
的生存条件。
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唐慧卿的响应和赞成。唐慧卿认为，
在人才方面既要关心增量，也要关心存量，在千方百计吸引人
才的同时，也要关心已经在宁波落户、发展的人才。对政府部
门来说，要改善医疗、教育等软环境，形成吸引人才、留住人
才的良好的人才“生态圈”
。

用心营造企业文化
宁波对人才的吸引力，很难与上海、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相
比，但“抢人才”中不能就此止步，用心营造吸引人才的软环境显
得尤为重要。江丰电子总部在余姚，对一个县城来说，想吸引高
端的人才相对困难，公司不少高端人才的小孩在上海读书，有的
家人在美国，并没有定居余姚。但江丰电子迎难而上，通过塑造
独特的企业文化吸引了人才，
留住了人才。
“ 人才不是一挖就会来的，有一个人才我们等待了七八
年，他也一直在关注公司的文化，后来，公司的文化加上创
始人人格魅力的吸引，这位人才放弃了安逸的环境，加入了
江丰电子。” 陆玲玲用这个案例说明了企业文化在吸引人才

上发挥的作用。“同创业，共成功，做世界上最优秀的半导体
企业。这是江丰电子的目标和愿景。”陆玲玲说，江丰在人才
考评上并不一味地看重学历、职称等条件，而是综合性考虑
人才的各方面素质，一线员工学历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江丰
也视他们为公司的宝贵人才。2011 年，江丰电子通过股权激
励的方式留住人才，100 多位员工持股。

企业是人才引进的主战场
“姜太公网”CEO 姜正荣认为，企业是人才引进的主战
场，企业家是一流的人才，如何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企业和企业
家、吸引更多的人来宁波创业，这是最好的“抢人才”方式，
因此，宁波的营商环境要进一步完善，创造出更加公平公正的
市场环境。
姜正荣从事的是弱电领域，很早就被评为宁波十大青年企
业家。后来，姜正荣并购了从事工程支付的“姜太公网”。这个
平台相当于工程领域的支付宝，对改变工程行业三角债纠缠不
休的乱象很有帮助，而工程支付领域的规模在 10 万亿元，浙江
又是建筑大省，市场前景广阔，不少资本和企业也跃跃欲试，
要抢这块肥肉。姜正荣表示，目前公司拿到支付牌照有一些困
难，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
“在吸引人才上，我们不能与大城市比，要从自身出
发。”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邵丽珍表示，公司很多
人才定居在上海，来宁波定居的可能性很小。为了事业，好几
位都是每周开车往返于沪甬两地。公司上市后会并购一些企
业，但如何吸引被并购企业的人才到宁波来，还要不断优化留
住人才的方式。

主动出击打好“组合拳”
宁波 （中国） 供应链创新学院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柳哲介
绍，学院从日本引进的一位高端人才，是在一次论坛上由他人
推荐才关注到学院的。目前学院正在筹建航空运输研究中心，
希望政府部门能给予更大支持。
“客观条件没法比，但我们要积极应对。”市社科院院长陈
利权表示，在引才方面，政府和企业需要形成合力，主动出击
打好“组合拳”。除高层次人才外，宁波还需加强对大学毕业生
这类优质年轻人才的引进，在未来人口老龄化和城市竞争中，
以更广的范围和视野，做好对各类人才的培养、储备和使用，
形成人才各得其所的群落效应，为整个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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