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城市之间竞
争加剧，招才引智工作传递出
一系列新信号，重点则包括加
大海外引才力度，而大数据、
人工智能成为重点领域。

在重庆，几乎每个季度会
有海外引才活动，重庆市拟定
的引才线路覆盖四大洲的 20多
座城市，每条线路均标注了当
地人才的集中领域。以汽车制
造为例，就纳入了底特律、东
京等线路。在当地宣传重庆人
才政策的同时，高校毕业生、
带项目人才等成为重点吸引人
群。作为重庆开发开放的重要
平台，两江新区对海外高端人
才的需求更为旺盛。“去年起，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绘制人才分
布图谱，首先找到人才在哪
里。”两江新区组织人事部相关
人士表示。

据悉，在海外引才方面，
两江新区未来两年将跑遍 5 大
洲，重点选择 15个国家、30所
大学，开展政策宣讲、环境展
示、产业优势推广等活动；此
外将在五大洲设立 10个海外引
才工作站，并通过引才机构组
织海外人才两江行活动。

在重庆今年的海外引才计
划中，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已成
为热门领域。

“以人工智能为例，全球相
关人才主要集中在美国、日
本、印度、新加坡等国家，我
们将前往一批重点城市进行推
介。”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相关人士称。

在青岛，一天之内 49名海

外院士“落户”青岛国际院士
港。“不光有外籍院士，还有企
业、高等院校、金融机构，实
现了四合一，就是既招才引
智 ， 又 招 商 引 资 ， 通 过 才 、
智、商和金融四位一体，形成
特殊的科技生产力，真正给山
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新动
能。”青岛市李沧区委书记王希
静说。

在福州，当地人社局、财
政局印发了 《福州市海外引才
大使认定与奖励办法》，进一步
大力拓展海内外资源，引导多
元引才。根据办法，福州市海
外引才大使引荐海外高层次人
才来榕可获得 5 万元到 20 万元
的引荐奖励。对聘用的福州市
海外引才大使按绩效给予工作
经费补助，每年工作经费补助
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将
优化海外人才管理服务体系，
实施海外猎头工程，努力使上
海成为一流人才的汇聚之地、
培养之地、事业发展之地和价
值实现之地。

在陕西，分布在欧洲和北
美地区的海外招才引智工作站
已达 7 家。据悉，陕西还计划
把高校海外引才范围拓展到欧
洲地区，注重发挥各校校友会
的作用，形成引才长效机制，
继续实施高校青年杰出人才计
划，加大政策、经费、项目的
倾斜力度，使引进的人才真正
能留得住、干得好。

（易鹤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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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引才释放新信号

8-10

8 NINGBO DAILY开放周刊·大聚焦
2019年9月2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易 鹤

电子邮箱/84833097@qq.com

大聚焦·FOCUS

汇聚全球才智共筑宁波未来

宁波如何打造海外引才升级版

见习记者 张凯凯
记者 易 鹤
通讯员 曹 盛 田美玉

说起海外人才与宁波的故事，
人们常常提起成路集团，在“成
路”，全球首套“碳纤产品智能成型
线”成功完成，困扰塑机行业多年
的连续碳纤维在线混注塑成型技术
得以一举攻克，由此带来了销售额
的直线增长和行业话语权的掌握
——这些，都是有着 30 多年注塑机
行业研发经历的德国专家汉斯带给
成路集团的变化。

海外人才一直是宁波发展的活
力源泉之一。上周，市政府常务会
议通过了 2019 年“茶花友谊证书”
获得者名单，至此获得这一荣誉的
外国专家已达 170 位。截至目前，
在宁波的人才大军中，海外高层次
人才已经超过 1 万人。近年来，随
着一批新型引智平台、国际人才社
区纷纷搭建，一条涵盖了职称评
定、绩效工资、人才安居等“引
才”新政在内的人才生态链，正在
助推宁波成为海外人才“引育用
留”的新高地。

不拒众流，方成江海。在高质
量发展的赛道上，这些来自五湖四
海的“洋专家”为宁波奋勇争先作
了哪些贡献？宁波如何打造海外引
才升级版？

全球精英带来“专家效应”

“引进外国专家开展技术研究，
协助突破一批技术瓶颈，能够实现
我市产业技术从‘跟跑’到‘并
跑’，甚至‘领跑’的‘跨越式’发
展。”宁波市外国专家局相关负责人
的话掷地有声。

不贪多、不求全，但求实效，
这是宁波引才的一大特征。记者从
市外国专家局了解到，引进海外人
才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高端智力
加速推动宁波高质量发展。

象 山 县 是 我 国 著 名 地 方 良 种
——浙东白鹅的核心产区，有着多
年的白鹅养殖历史。作为浙东白鹅
种苗生产大县，今年象山县种鹅存
栏 达 30 万 只 ， 生 产 种 苗 500 多 万
只，远销全国 10 多个省市，撬动产
值1.4亿元。

但 10 年前，受困于养殖技术缺

陷，当地白鹅饲养量不断下降，高
价引进的法国鹅苗繁殖率、存活率
一直不高，一度成为当地养殖户的
心头之痛。回顾那段日子，象山县
农林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陈维虎
坦言，下定决心引进海外专家，是
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一步。

2011 年，时年 69 岁的法国农林
专家詹尼·皮埃尔第一次踏上象山
的土地。短短 15 天的考察期内，皮
埃尔就养殖场的建筑布局、通风条
件、饲养数量、性别配比等方面问
题逐一提出了解决方法，当即让不
少养殖户初生小鹅的存活率提高了
好几个百分点。

詹尼·皮埃尔带来的新技术解
了“燃眉之急”，随他而来的“专家
效应”则为浙东白鹅走上高品质发
展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丝不
苟，这是诸多养殖户对皮埃尔的第
一印象。“他对饲料的配比要求精确
到了小数点，营养液的添加也精确
到克数。”当地一位养殖户介绍。在
皮埃尔的带动下，“做一个管理精细
的现代农民”成为许多养鹅人的追
求，也成为浙东白鹅养殖转型发展
的开端。

以韩国籍专家高明焕为首的一
批外国专家把宁波视为“第二故
乡”。在高明焕的带领下，2018 年
LG化学丁腈乳胶项目落户宁波。公
司负责经营支援工作的刘志勇介
绍，丁腈乳胶作为医用手套的原材
料，比起 PVC 材料更为环保，又能
规避天然乳胶可能引起的过敏反
应，市场前景广阔。

除了推动优质项目落地，高明
焕还特别重视价值观的培养。去年
起，高明焕推动了“正道经营”生
活化，通过成立专门的组织，以部
门为单位对企业的各个生产经营环
节进行自查纠错，以确保公司可持
续发展。仅今年上半年，就有百余
个潜在风险得到了妥善解决。

宁波机遇吸引海外人才

人才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去年，宁波人才流入呈井喷式增
长，全年人才净流入率达 10.08%。

其中，海外人才是重要一极。以海
外工程为例，截至去年年底，宁波
共投入财政资金4.6亿元，资助企业
累计引进海外工程师超过1800人。

“我深感宁波的人才生态具有两
大优势：一是政府服务意识强，二
是民营经济活跃度高，为宁波吸引
人才、留住人才和用好人才打造了
广阔的平台，也为大的企业、科研
机构选择在宁波落户创造了条件。”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所长黄政仁说。

机遇造就人才，也吸引人才。
当前，宁波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
段，全方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加快培育

“246” 万 千 亿 级 产 业 集 群 ， 加 快
建设甬江科创大走廊、前湾新区
等重大平台，深入实施“科技创
新 2025”重大专项等都蕴含着机
遇，为来甬人才提供施展拳脚的
舞台。

此外，为解决我市企业特别是
中小微企业的引智难题，我市政府
相关部门正通过不同的市场化服务
平台，实现外国人才和智力的精准
对接。意大利综合技术研发中国中
心和老外滩国际人才社区等，正不
断发力，成为集项目对接、文化交
流、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海外
高端人才集聚平台。中芬全面合作
服务平台、宁波中星中东欧新材料
研究院等相关平台的落地，也为宁
波企业推开了对外交流合作的新门
户。

“引才文章”常做常新

“宁波要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
人才工作首先要走在前列。”前不久
召开的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上，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
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正确把握形
势，积极灵活做好海外引才工作。
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企业要发挥
主体作用，行业主管部门要发挥渠
道和资源优势，高水平实施“3315
系列计划”，做到聚焦准、视野宽、
方法活、氛围好，引进更多的海外
人才。

宁 波 如 何 打 造 海 外 引 才 升 级
版？今年 8 月，12 条移民与出入境
便利政策出台，涵盖了提高外国人
服务管理水平、放宽签发长期签证
和居留许可的对象范围等措施，引
进“外智”将更为便捷。政策中明
确规定，对外籍高层次人才、有重
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的外
国人才等，我市将为其提供申请办
理在华永久居留便利的服务。

除此之外，我市还重磅发布了
“1+X”人才生态建设系列举措。其
中，“1”指的是开放揽才产业聚智
若干意见；“X”则包括引进顶尖人
才、打造青年友好城、保障人才安
居、优化专家服务等一揽子实施办
法，为各类人才营造更好的“成长
环境”。

除了政府引导，相关组织也提
出了自己的海外引才高招。宁波海
外人才美国工作站的负责人表示，
宁波企业在引进海外人才时，除了
有 5 年至 8 年工作经验的青年人才
外，其实也可更多考虑刚毕业的博
士博士后，他们在国外实验室也已
工作 5 年以上，有了经验；还有 50
岁以上的人才，掌握先进技术的他
们不太会受子女教育等家庭因素困
扰。“另外，要更注重长远性和针对
性，充分做到一事一议甚至一人一
议，做好项目的跟踪和后期服务，
引才更要留才！”

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副会
长曹颖则告诉记者，多伦多有华人
70 万，当地也有很多顶尖大学，出
台政策吸引年轻华人归国创业、建
立与顶尖大学实验室的合作等都是
宁波可以考虑的引才方向。

据了解，近年来，宁波依托海
外侨团组织、留学生社团组织和国
外有关专业人才服务机构，先后在
欧美等发达地区设立了近 10 个海外
人才合作中心。这些海外工作站为
宣传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推介
宁波人才政策引入高层次创业创新
人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打造创新
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宁波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才会越走越有力，越走越
开阔。”业内专家如是说。

他山之石

我深感宁波
的人才生态具有两
大优势：一是政府
服务意识强，二是
民营经济活跃度
高，为宁波吸引人
才、留住人才和用
好人才打造了广阔
的平台，也为大的
企业、科研机构选
择在宁波落户创造
了条件。”中科院
宁波材料所所长黄
政仁说。

今年8月，12
条移民与出入境便
利政策出台，涵盖
了提高外国人服务
管理水平、放宽签
发长期签证和居留
许可的对象范围等
措施，引进“外
智”将更为便捷。

“聚天下英才
而用之，打造创新
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宁波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才会越走
越有力，越走越开
阔。”业内专家表
示。

在“人才就是生产力”的
思想指导下，中国各级政府和
整个社会充分利用了自改革开
放以来逐步积累而成的巨大中
国留学生资源库，释放了人才
红利。可以说，中国在争取海
归人才方面初战告捷。然而，
全球信息化和世界范围内的人
才争夺战，也赋予海归们更多
个人流动的可能和能力。此
外，我们还要看到我国在吸引
海外人才方面存在的问题。根
据全球化智库 （CCG） 与智联
招聘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在
被调查的 80后、90后海归群体
中，44.8%的人税后月收入在
6000 元以下，近七成海归认为
月薪低于自身期望。如何让海
归人才“进得来、留得住、用
得好”，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
挑战。

对此，我们要切实了解海
归人才在生活和事业方面的所
需所想，对他们最为关注的回

国落户、薪资奖酬、政策扶
持、文化适应等方面给予一定
的帮助和支持。不仅如此，海归
也是一个多元的群体，他们在学
历、专业、技能等方面各有所长，
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群体的不同
特点进行精准调配，鼓励和支持
个性化、多元化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
与地方各级政府多层次、全方
位的合力推进下，我国海归人
才引进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从目前世界发展大势来
看，中国在这场全球人才大战
中只是暂时领先了一步，能否
真正留住人才还需要长期努
力。只有“用得好”才能“留
得住”，只有“留得住”才能

“进得来”。就此而言，“进得
来”只是初战告捷，如何“留
得住”和“用得好”，才是中国
进一步做好海外人才引进工作
亟待思考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摘自《人民论坛》）

海外引才面临的挑战

外国专家在浦洛西凸轮轴有限公司研发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