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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宁波我选宁波 我我才才““ ””现现
20192019，，宁波引才品牌续宁波引才品牌续写精彩篇章写精彩篇章

猪年新春伊始，一场全市最大规模的毕业生招聘会——宁波市第30届高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

已近在眼前。将于本周五拉开大幕的毕洽会有近千家企事业单位参会，推出近2万个岗位需求人数。

与此同时，由宁波人力社保部门着力打造的“我选宁波，我才甬现”全国巡回招聘，也已蓄势

待发，在2019年一整年间，这一品牌引才活动预计将组织2200家(次)企事业单位赴国内40个城市、

90余所高校开展100场招聘宣讲活动，为城市的发展、为企业的明天，争取更多的优秀人才。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人才从来都是发展最重要的资源

之一，从日益闪亮的宁波引才品牌到适应人才发展规律的政策体系构建，引才、用才、留才，我市

正在几大关键点上全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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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杭州

香港

西安

黔西南州

上海

长春

成都

武汉

上海

长沙、湘潭

合肥

青岛

赣州

杭州

衡阳

绍兴

黔西南

杭州

南昌

西安

上海

合肥

武汉

长春

哈尔滨

哈尔滨

马鞍山

杭州

杭州

上海

天津

北京

重庆万州

舟山

金华

绍兴

黔西南州

地点

2019年浙江省春季人才交流大会（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

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西安交通大学

黔西南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

长三角地区人才交流洽谈会（上海展览中心）

长春工业大学、长春理工大学

2019浙江-成都人才招聘大会（四川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湘潭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

青岛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赣南师范大学

2019年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实习专场公益性招聘大会
（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

湖南工学院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2019年浙江省秋季人才交流大会（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

华东交通大学、南昌航空大学、东华理工大学

2019浙江-西安人才招聘大会（西安交通大学）

2019年浙江-上海高层次人才洽谈会（虹桥郁锦香宾馆）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

武汉轻工大学、湖北大学

长春工业大学、北华大学

哈尔滨工程学院

2019年浙江-哈尔滨人才招聘大会（哈尔滨工业大学）

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皖江工学院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

天津大学

2019年浙江-北京高层次人才洽谈会（友谊宾馆）

重庆三峡学院

浙江海洋大学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黔西南州人社局

“21 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
才！”若干年前贺岁片中的经典台词，
如今，早已成为各地发展的金句。

在结束不久的 2018年，我市
制定出台了 《关于宁波市集聚全
球青年才俊打造青年友好城的实
施意见》，围绕“青·英”“青·归”

“青·创”“青·苗”“青·匠”等五方面
人才，完善政策体系。

由市人力社保部门聚力打造
的“我选宁波、我才甬现”招才
品牌，精准聚焦产业发展对人才
的实际需求，着力开展全方位引
才。曾带队参加“我选宁波、我
才甬现”巡回招聘会安徽大学专
场的宁波金鸡强磁股份有限公司
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是做
磁性材料的，已经建有院士工作
站和博士后工作站，但是磁性材
料、稀土工程方面的后续人才招收
不易，在一场经过精准匹配的“我
选宁波、我才甬现”赴外专场招聘
中，他们收到 28 份简历，“这样的
招聘效果让我们很满意。”

在“我选宁波、我才甬现”前往

武汉进行巡回招聘时，由董事长亲
自带队的浙江润业建设有限公司，
急需补充一批道路桥梁、工程造价
等岗位专业人员，在武汉专场中，
他们一口气与 20多位来自当地不
同高校的毕业生达成初步意向，让
企业负责人连呼“不虚此行”。

记者了解到，基于精准的岗
位和专业匹配，过去的一年间，

“我选宁波、我才甬现”已日渐形
成品牌效应，巡回招聘会先后开
到了香港、北京、武汉等 35个城
市的 84所高校，共推出岗位总需
求 4万余人，洽谈异地人才 2.5万
余人次，达成意向 1.02 万余人
次。招聘城市、高校、场次、参
会单位、需求人数、洽谈人数和
达 成 意 向 数 同 比 分 别 增 加
16.7% 、 50% 、 36.4% 、 28.1% 、
43.6%、15%、54.5%，均创新高。

与此同时，毕洽会、高洽会
等一系列引才大活动也争相放
彩，结合着我市的产业发展，为
我市各企事业单位搭建起链接人
才的精准网络。

心头大事——引得准
去年下半年，在世界“宁波帮

帮宁波”发展大会的致辞中，省委
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讲述了一
个宁波“爱才”的故事。这个故事
里提及的，正是我市在全省率先出
台并实施《宁波市专家服务管理办
法》中的一系列服务内容。在这个
故事中，一位在宁波工作发展的人
才用许多个“没想到”形容宁波这
座城市对人才的关心爱护。把没想
到的做到位，把有缺位的做完美，
这是宁波尊重人才、礼敬人才的一
贯态度。如今，以组织部门牵头、
人力社保部门综合服务管理、职能
部门保障服务、主管部门统筹落
实、专家所在单位具体负责的全方
位、多层面、系统性保障服务体系
已然形成。19 个部门和单位建立
专家服务管理联席会议制度、联手
打造“最强服务团”，从交通出行
到体育健身，从知识更新到配备助
手，一份涵盖了 20 多项保障的生
活工作服务大礼包，正以制度的力
量，把人才们的一个又一个“没想
到”变成“更完美”！

记者了解到，除了贴心暖心的
服务，我市还通过各种举措，加大
人才项目的支持力度，助推人才企
业的共同发展，我市的“泛 3315

计划”正成为留住人才在甬城大展
拳脚的新舞台，过去的一年间，不
少优秀人才在宁波这个舞台上放出
异彩，有 5人入选“万人计划”青
年拔尖人才，3人入选高技能领军
人才。我市探索创新的人才培养新
模式，使得不少优秀青年人才得以
链接高水平导师，包含 4名院士在
内的 24 名导师与 29 名青年人才成
功结对，有效的培养机制，正使得
一大批为事业奋斗的精英，在宁波
找到了干事创业的更大舞台。

在政府部门不断探索人才规
律，创新用人机制，构建符合要求
的人才制度体系的同时，越来越多
的甬企也把“人才驱动”作为企业
的重要战略，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
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
新事业中凝聚人才。不少企业采取
各种举措和员工分享企业发展成
果 ： 不 久 前 ， 双 鹿 电 池 砸 下 重
金，邀请 3000 名职工到五星级酒
店 吃 年 夜 饭 ， 并 提 出 给 全 员 加
薪；奥克斯集团则全员秉承“人
对了，企业就对了”的概念，倡
导“多拿奖金是贡献”，企业人均
收入连续 3 年提升超过 8%，企业
年会上更是豪掷千万为优秀人才发
放奖励。

共同心愿——留得住

人才渴望的是事业。
宁波海上鲜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的创始人叶宁是德国汉诺威应
用科技大学传感与自动化技术专
业硕士。2015 年，看到传统海鲜
行业中相关痛点的叶宁，开始了
自己在宁波的创业征程。从海上
WIFI通信终端到海鲜 B2B交易平
台，再到如今的供应链金融、保
险和海上物流，叶宁和他的海上
鲜在海洋经济发展大潮中摸索了
四年。如今，这个曾在 2016年度
中国宁波青年大学生创业大赛中
获得“最具投资价值奖”的项
目，已先后完成4轮近3亿元的融
资，其中不乏雷军的顺为资本、
阿里的元璟资本、卓尔控股等优
质的股东。海上鲜的商业模式不
仅通过了市场的考验，还在超万
亿的海鲜市场中成长为全国最大
的海鲜B2B交易平台。

不仅是叶宁，一大批的创业
者都有着这样的切身感受，在一
系列举措的助推下，我市的高层
次人才创业，正有着越来越高的
成功率。

除 了 在 创 业 中 寻 求 人 生 价
值，耕耘于各自工作岗位上的人
才，也正在宁波得到越来越多的
认可。此前不久，在慈溪市汽车
零部件行业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
评审中，26 名一线工程技术人才
凭着一身“真本事”拿下了工程

师职称。人力社保部门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我市探索推进
的职称评审社会化改革中，依托
行业龙头企业和行业协会制定符
合行业特色的评价标准，大胆地
将标志性成果或个人薪酬收入等
作为破格申报职称的重要依据：
在工作中取得业内公认的标志性
成果的，可直接申报工程师；连
续两年税前年薪达 30万元也可直
接破格申报。受惠于这一标准，拥
有两项发明专利、早已拿着 30 万
元年薪的宁波中骏森驰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智理，在评审
中破格晋升为工程师。

在我市蓬勃发展的专业化人
力资源服务，也不断成为“用好
人才”的关键。过去的一年间，
作为长三角南翼人力资源服务业
高地的宁波，已有超过 1000家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人才的引
进、配置、流动等提供各种各样
的精准服务，助推着不少甬城人
才的快速成长。

同 时 ， 记 者 了 解 到 ， 上 年
度，我市推进落实高校、科研院
所等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
政策，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允许
科研人员兼职兼薪，并探索试行
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额+X”管
理机制，充分发挥政策的激励导
向作用，激发各类人才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最大期盼——用得好

本报记者 周琼 通讯员 任社 宁波市人社局供图

2018年人才科技周期间，浙江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视察指导“技能宁波”交流
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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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我选宁波、我才甬现”全国巡回招聘计划（部分）

20182018““我才甬现我才甬现””宁波人才路演与对接洽谈会成功举办宁波人才路演与对接洽谈会成功举办。。

赴外招聘活动吸引不少外地学子关注赴外招聘活动吸引不少外地学子关注。。

““我选宁波我选宁波 我才甬现我才甬现””宁波—武汉大学招聘会宁波—武汉大学招聘会。。

周琼 任社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