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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地点
时 间 ： 2017 年 12 月 7 日

（周四） 9:00-17:00
地点：宁波国大雷迪森广场

酒店二楼四季厅
（二）主办单位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宁波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宁波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
（三）决赛项目
1、薪福多——人力资本金

融服务平台
2、蓝金领人力资源智慧服

务平台
3、佰职
4、4565分时专家
5、保准牛雇主保
6、企飞人力资源服务项目
7、“毕业邦”高校毕业生精

准就业服务平台
8、小爱人力资源智能服务

平台
9、“支教之旅”公益服务项

目
10、城市魔方City Cube
11、发工资网
12、知了背调
13、离职保
14、“科言”全球高端科技

人才社交网络
15、“银巢”养老——老年

文化教育服务平台
16、飞凡心理——开启员工

EAP大共享时代
17、赢在职场校园招聘平台
18、“救在身边”——互联

网大众互助急救应用
19、上齐猎人才商城
20、猿云平台
——打造细分 IT 的人才中

介与技术教育结合的平台

项目巅峰对决项目巅峰对决 大咖论道大咖论道““创新创新””
宁波人力资源服宁波人力资源服务业共迎年度盛事务业共迎年度盛事

如何用一站式的国际化人才信息服务平台“黏”住更多的国际英才，让他们为城市带来创新和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怎
么样通过互联网共享许多从业经验丰富的“中年后资深专家”，打造企业和专家间的自由职业平台？“互联网+薪酬管理”，又
能给企业和员工带来什么样的新体验，新变化？

别以为只有“黑科技”才能让你有“脑洞大开”的感觉，在宁波，作为和人打交道的人力资源服务业，如今也正以不断
的创新，刷新着职场中的人际交往方式和城市发展的底色。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如今，在宁波，人
力资源服务业正不断迈出跨入新时代的步伐。从政策引导、平台搭建到市场培育、服务保障，宁波正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
加大市场开放力度，构建多元化的市场服务体系。“一核驱动多组团”发展原则下，我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正进一步聚集，涌
现出更多抱团前行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

宁波，正向具有国际水准的长三角南翼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高地迈进！

今年 10 月 11 日，全国人力资
源服务行业迎来利好消息，国家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人力资
源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0 年，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规模要迈入“2万亿”门槛。在港
城宁波，助推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快
速前行的脚步，早已迈出。2016
年 3月，我市出台 《关于加快发展
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及相
关实施细则，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
的快速前行添薪加火。

我市所出台的 《意见》，对于
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支持可谓不遗

余力：建立宁波市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基金，鼓励风险投资或天使基金
等社会资本投资人力资源服务业，
对 无 政 府 基 金 参 与 、 基 金 总 额
3000 万元以上的宁波各类投资机
构，在投资创新型初创人力资源服
务企业比例超过基金总额 30％，
或者累计投资上述类型企业超过
3000 万元的，可申请财政补贴，
财政补贴金额最高可达投资总额的
6％；对挂牌国家、省、市级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区的，会给予 100
万元到 200万元不等的奖励；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推荐引进符合我市人

才发展新政相应条件的顶尖人才、
特优人才、领军人才并和本市企业
签订 5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最高可
获 10 万元引才资助；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帮助我市整体引进科研大院
大所或是特别高端的智力项目，还
可按照“一事一议”原则获得奖励
支持......

行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培养，
《意见》 中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对
于我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采取各种
形式引入高级管理人员，我市将按
每人 5万元的标准予以奖励。人力
资源服务行业优秀人才攻读硕士、

博士的，在毕业后，我市将给予培
养人选50％的学费补贴。

这份《意见》及实施细则还将
对行业的扶持落实到了点滴细致之
处：我市将通过搭建各类合作对
接平台，推进“人力资源服务＋
资本＋互联网”信息平台建设，
助推行业发展，并通过举办中国

（宁波） 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大
赛和人力资源服务供需对接会，
吸引更多创新人力资源服务业态
的出现，让人力资源服务和我市
经济发展联系更为紧密，并加强
国内外交流合作，鼓励有条件的
本 土 人 力 资 源 服 务 机 构 “ 走 出
去”，与国际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开展合作，在境外设立分支机
构。

政策

根据宁波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园发展规划，近年来，我市正按照

“一核驱动多组团”的园区发展原
则，加快推进全市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建设。提供人才公共服务的中
国宁波人才市场、孵化行业新业态
的高端孵化基地、集聚专业机构的
八骏湾、汉德城园区、享有诸多海
外资源的国际化人力资源产业园江

北产业园等，正一同组成宁波人力
资源产业园核心集聚区，而由北仑
产业园、保税区产业园和杭州湾产
业园组成的北片产业园区和以奉化产
业园为代表的南片产业园区，则多区
域组成宁波人力资源服务产业“一园
多区”布局。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
人力资源服务各园区建筑面积总和
超过 12 万平方米，已集聚 160 余家

国内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016 年
实现产值超过 50亿元，实现利税超
过 1 亿元，正形成体现宁波特色的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集群概念。

“一核驱动多组团”的园区发
展，正让我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

“雁阵”不断成形壮大，并带动着
行业的全速前行：2014-2016年三
年时间，全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就

从不到百亿元的年营收迅速增长到
年营收 226亿元；年实现利税也从
1.5 亿元猛增到 6.43 亿元；从曾经
本土企业“单打独斗”到万宝盛
华、外企德科、科锐国际、中智集
团、上海外服等知名国内外机构纷
至沓来，行业集聚效应日渐凸显。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市已拥
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950家，今年
营业总收入达 245亿元，超过去年
全年营收水平，成为全市服务业领
域增速最快的行业，并已跻身华东
地区重要的人力资源服务供给区。

园区

行业发展，人才先行。在助
推我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进
程中，我市正尽一切可能拓展培
训渠道，培育结构合理的行业人
才。

今年4月，近40名我市各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在深圳参加
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高管创新能力
提升训练，在当地标杆企业比亚
迪、腾讯，分享了比亚迪文化创
新、成功转型的奥秘，也分享了腾
讯的创新文化、互联网+、粉丝经
济与社区运营以及腾讯人才梯队建
设等内容。8月底，40余名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高管，又携手来到中国
人民大学进行访学。从服务宁波经
济转型升级到创新驱动发展，人民
大学商学院与公共管理学院的知名

教授，为大家捧上了六大类的课
程，让参访学员大呼“收获满满”。

除了为行业高端人才搭建提升
平台，行业基础人才的培训力度

也正在不断加强中，我市探索通
过政府适当资助的方式，鼓励机
构从业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和专业
深造，培养我市人力资源服务业

骨干队伍，并通过改革行业从业
人员资格培训考证形式，采取考
培分离方式，进一步完善培养课
程设置、考试题库建设和培训讲
师选择，提高从业资格的培训质
量和考试水准，为我市行业发展
提供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人
才队伍。

人才

2015年，以“互联网+人力资
源+资本”为主题，中国 （宁波）
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大赛扬帆起
航。大赛致力于打造“互联网＋”
背景下的人力资源服务业态模式创
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服务创
新平台，推进人力资源创新项目和
资产的对接融合。

两年多来，大赛成效正日渐凸
显，辐射带动了一批人力资源服务
新业态。大赛的举办不仅极大促进
了宁波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而且
给整个浙江省乃至华东地区行业融
合创新、项目引进、人才培养、行

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一大批人
力资源信息服务、互联网招聘、猎
头电商、在线职业培训、薪酬服务
设计等在内的新业态、“互联网+
人力资源服务”新平台的参赛，为
整个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转型升级
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在赛事的
推动下，一批人力资源服务新技术
正不断升级应用，大赛充分利用互
联网平台转型升级的机遇，大力推
动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智能化发展，
以互联网+猎头的智囊团网、互联
网+培训的创媒工场、互联网+云
计算的 SAAS 平台等专业服务平台

为代表的一批人力资源企业正将新
一代信息技术融合进传统模式中，
将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等新技术相互融合，进一步驱
动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引擎。大赛同
时还吸引培养了一批人力资源服务
高端人才。两届参赛项目团队成员
均具备高学历和丰富人力资源服务
行业从业经验，团队储备了大批高
端人才，如博士汇项目拥有的博
士、博士后人才就有 4500 余人，
按 7%可流动人才计算，每年可引
进人才逾 300人，这些高端人才的
引进和本土人才的培养将进一步推

动高端人才服务业的发展，为社会
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赛事
的有效与否，另一个直观目标就是
项目实体的落地情况，过往的两届
大赛中，一大批人力资源服务项目
实体在我市落地。在大赛期间，我
市专门安排参赛创新项目与资本、
产业园区对接交流，并组织决赛
项目针对性赴产业园区进行实地
考察，深入了解企业人力资源服
务需求。依托宁波良好的创新创
业环境，目前，入驻宁波的获奖
项目落地率高达 55%。大赛还吸
引了全国各地近 50 家投融资机构
参与，据跟踪统计，大赛获奖项
目后续融资累计已超过 3亿元，极
大地促进了人力资源服务业和资本
的融合。

大赛

（一）时间、地点
时 间 ： 2017 年 12 月 8 日

（周五） 9:00-12:00
地点：宁波国大雷迪森广场

酒店 2楼四季厅 （鄞州区海晏北
路800号）

（二）研讨会议程
一、大赛颁奖典礼
二、主旨报告
1、人力资源服务业与浙江

经济协同发展
袁中伟 浙江省人民政府参

事、浙江省人力资源服务协会会
长

2、人力资源服务产业新经
济的动力与变量

张锦荣 万宝盛华集团大中
华区副总裁

3、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
与创新

田永坡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
院人力资源市场研究室主任、副
研究员

三、主题演讲
1、创新推动人力资本服务

新增长
杨伟国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

人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人
力资源开发

赖德胜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
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长江学者

3、构建人力资本与经济协
同发展的人社政策体系

刘杰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副厅长

4、人力资源服务业如何服
务产业国际化

朱庆阳 上海人才服务行业
协会秘书长

5、如何更好服务企业、服
务人才——世界知名人力企业给
我们的启示

聂有诚 亚太人才服务研究
院院长

6、人力资源在分享经济发
展的新增长新动能

方晓 上海中蕴企业服务外
包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力成
本精算专家

7、推进人才结构和产业结
构协同优化发展的宁波探索和思
考建议

童明荣 宁波市农村发展研
究院院长

人力资源与经济协同发展研讨会

2017中国（宁波）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A

B

C

D

篇

篇

篇

篇

培育新增长 形成新动能
资本·共享·人力资源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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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丰富的活动和培训各类丰富的活动和培训，，助推着我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升助推着我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升。。

本版文图 周琼 任社

以大赛和高端论坛为媒介，为我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吸引和注
入更多的创新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