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张根苗
记 者 张伟海

近日, 位于泗洲头镇工业园
区的宁波托达家具有限公司厂区
来了几位客人, 公司董事长朱福
云老远就认出该镇的联企干部来
了。“正准备抽空去镇政府找你
们，公司目前面临一些小困难，希
望能帮忙出谋划策。”镇联企干部
迎上前去说：“只要企业需要，镇
里一定全力支持配合。”镇干部认
真诚恳的话语使企业主朱福云信
心满满。

泗洲头镇有关人士介绍，朱
福云是今年该镇从上海引进“浙
商回归”的优秀企业家。针对已
经回来的浙商该镇开展“保姆式
服务行动”和“一对一”服务。

据了解，泗洲头镇将人才工
作纳入党委政府工作全局，坚持
“党管人才”，做到“一把手”高度
重视、“一班人”齐抓共管、一套制

度形成规范，在人才工作上做到
有计划、有班子、有措施。按照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分工，做
到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形成了政
府重视抓好人才工作，积极主动
做好人才工作，社会各级参与人
才工作的格局。

同时，该镇注重多渠道引进
人才，打破地域间限制，面向全国
引进人才、鼓励外出务工人才返
乡创业及立足发掘本地优秀人
才。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开
展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活动。今
年安排专家入企讲课，培训农村
电商人才 50人次，农村实用技术
人才 300人次。

1.高层次创业人才能享
受哪些政策？

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团
队）在象山创办新材料、新
能源、新装备、海洋生物
（生命健康）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企业，经认定入选县级高
层次人才计划的，给予 500
万元以内的创业启动资金资
助；创办企业自成立之日起，
五年内成长发展较快、对象
山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较大
的，经认定后再给予企业
500万元以内的奖励。对引
进的国内顶尖、世界一流的
创业团队实施“一事一议”，
最高给予 1亿元的资金资助。

2.人才政策重点倾向扶
持哪类产业？

我县将围绕打造海洋科
技小镇，做优做强海洋科技
人才创业园，重点扶持一批
海洋装备、海洋生物类企
业。对入园培育企业免三年
房租，海洋生物类企业可延
长一年。对申请入园的海洋
生物类项目，符合条件的，
可直接参加县级高层次人才
计划专家答辩评审，入选后
创业启动资金资助一般不低
于 200万元。

3.工业企业人才取得技
术职称、中高级职业资格有
哪些补贴？
鼓励工业企业对新取得

工业工程类高级技术职称的
人才设立岗位津贴，给予每
人每月不超过 1000 元的补
助，期限三年。鼓励工业企
业对新取得工业工程类高级
技师、技师等职业资格的高
技能人才设立岗位津贴，分
别给予每人每月不超过
1000元、500元的补助，期
限三年。

4.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
方面有哪些补助？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
到我县企业工作，给予博士
每月 2000 元、硕士每月
1000 元、本科每月 300 元
的生活补助，期限三年。
定期组织开展大学生创业
大赛，经认定的大学生创
业项目，给予 10—50 万元
的创业启动资金资助；对
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可给予
最高 200 万元的创业资金
资助；自行租用生产、办
公用房的，给予实际支付

年租金 30%的补贴，每年
不超过 5万元，期限三年。

5.社会人员帮助引进高
层次创业人才，有哪些鼓励
措施？

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
个人参与高层次人才引进培
育，引进后 5年内入选国家、
省、市“千人计划”“万人
计划”或其他相当层次的人
才支持计划的，分别给予推
荐方 50万元、20万元、5万
元的奖励；新引进国家、省
“千人计划”、市“3315”计
划人才以及其他高层次人才
（团队）落户我县，并入选县
级高层次人才计划的，分别
给予推荐方 10 万元、5 万
元、2万元、5000元奖励。

6.企业人才除享受人才
公寓政策外，是否有其他购
房补助措施？

企业新引进到我县落户
并与用人单位签订五年及以
上服务期限合同的紧缺型高
层次人才，工作满三年后，
在本县范围内首次购买商品
住宅的，经认定，给予博士
或正高职称人才最高 30 万
元、硕士或副高职称人才最
高 20万元的购房补助。购房
补助与人才公寓政策不重复
享受。

7.对无法用职称、学历
来界定的人才，是否有具体
的对应政策？

下步，将制定企业工匠
评选办法，对产业发展急需、
现行目录难以界定的“偏才”
“专才”，分类评选各行业金
匠、银匠，经认定后，可享
受最高 B类人才绿卡的优惠
待遇。实施文艺类、农业类
等民间优才自主评价机制，
遴选 100名左右县级民间优
才，加大培养力度，扶持建
设一批民间优才工作室，激
励支持民间人才扎根基层。

8.在象山籍人才回归方面
有哪些具体措施？

政策明确，要建立国内
外象山籍人才信息库，探索
创新回归路径，吸引实用紧
缺型象山籍人才创业创新。
搭建回归平台，建立象山籍
在外人才联络中心，在重点
城市成立以象山籍高校毕业
生为主的联谊会，视活动开
展情况每年给予最高 2万元
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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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金旭

11月 25日，欢乐家园人才
租赁房举行租赁签约仪式，首批
12人签订入住协议并拿到租赁
房钥匙。据介绍，该房以解决引
进人才过渡性居住需求，目前推
出 100套。
“建造人才公寓，就是‘筑

巢’，为了吸引更多的‘凤凰’。”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
负责人说，为进一步改善全县人
才居住环境，近年来，县人社局
切实做好人才安居工作，使各类
人才安居乐业，以吸引更多人才
来我县创业、就业。

今年，该局出台二期人才公
寓销售办法，新增丹桂花园面向
社会销售部分剩余房源和欢乐
家园 100套房源。目前，经过申
报审核、摇号抽签公示等流程，
符合条件的 74 人参加摇号，34
人已先后完成选房。同时，该局
接管宁波东部新城启航家园 50
套房子，为服务于我县企业但工
作地点在宁波的紧缺人才提供
居住保障。

为促进人才服务精准化，该
局进一步深化“人才绿卡”制度。
按照人才分类目录，向重点人才
发放“人才绿卡”，同时，扩大服

务功能和领域，提供高层次人才
进修、疗休养、子女入学、配偶就
业等配套服务。目前，我县“人才
绿卡”持卡人才达到 429人，其
中 A卡 30 人，B 卡 399 人。今
年，落实持卡人才子女新入学 7
人，330余名人才参加体检。12
月份将组织部分绿卡人才外出
培训及疗休养。

同时，结合产业发展方向，
运用各类人才项目、孵化平台、
综合赛事，抓好创新团队、专技
人才、技能人才的集聚和培养。
今年，共完成海外工程师年薪
资助申报立项 11 人，成功申报
“3315 计划”项目 1 个，完成国
务院特殊津贴、省“151”、市突
贡等人才工程推荐选拔 5 人
次，创建市企业技术创新团队 1
家，新建技能自主评价示范企
业 8家，培训高技能人才 2200
人次。并与省人力社保厅合作
开展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活动，合作
共建省 151专家综合性服务象
山基地，目前已进入实质化建
设阶段。

据悉，今年，我县引进各类
人才 2400 余人，新增“四高”人
才 268人，接收毕业生 2200人，
目前，人才总量达 10.8万人。

记者 金旭

“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团队）在象
山创办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并入选
县级高层次人才计划，给予 500 万
元以内的创业启动资金资助。”“全
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到我县企业工
作，给予博士每月 2000 元、硕士每
月 1000 元、本科每月 300元的生活
补助。”近日，全县科技创新暨人才工
作大会召开，《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才
创业创新的若干意见》随之启动实
施。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

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而支
撑和推动创新的根本是人才。由县人
才办牵头制定的该《意见》，重点在发
挥企业主体作用、海外引才机制等
20个方面加大突破力度，着重通过
发挥人才政策的导向作用和杠杆功

能，推动人才工作实现预期目标。这
也是我县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坚
持精准研究、精准施策、精准服务、精
准发力，全力抓好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县把人才引进、发展、

培养等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围绕
“人才强县”的战略目标，人才发展环
境得到优化，人才引进途径得到夯
实，人才激励机制得到完善，为推进
“双突破双驱动”决策部署提供更有
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充分发挥
了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第一资
源”作用。

海外引智新突破。在今年举办
的县海洋科技人才创业大赛上，组织
189个项目参赛，最终确定大赛获奖
名单 11项，同时分类确定了具体创
业扶持额度，其中最高获 50 万元的
创业启动资金支持。进一步理顺海

洋科技人才创业园管理机制，在海洋
科技人才创业园成功落户集成电路
研发生产、茁-葡聚糖研发生产、金钢
石特种精密耐磨轴承、微生物生态处
理垃圾、太阳能电池正极银浆等 5个
项目，目前园内培育企业达到 11家，
园外扶持企业 6家。同时，以人才引
才的方式，发挥已落户国千、省千人
才的作用，引进 9个创业团队落户。

人才管理服务科学化。做好
2016年各级人才申报项目计划的宣
传、发动和指导工作，推荐潘承志、王

兆伟申报国家千人计划并入围答辩，
推荐 17个团队（个人）申报市创业创
新团队（个人）引进“3315计划”。实
施人才创业“政银担”贷款服务，出资

500万元成立人才创业“政银担”贷
款，为初创型人才项目提供创业贷
款，打通绿色通道。筹备做好象山籍
学子西安联谊会，建立离岸大学生创

业基地，吸引更多人才回巢创业就
业。开展企业技术创新团队创建，推
荐 4个团队参与市级企业技术创新
团队评选。

安居工程留人心。从实际出发，
逐步建立人才公寓、住房补贴、人才
周转房三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出
台《关于做好第二批人才公寓申购
工作的通知》，以分类确定优惠的形
式，向各类人才定位销售丹桂花园
282 套、欢乐家园 100 套，重点解决
毕业 5年内大中专毕业生的住房问
题。启动人才公租房，移交宁波东部
新城启航家园 50套公租房，新设象
山欢乐家园小区 100 套人才租赁
房，着力解决了引进人才过渡性居
住需求问题。同时，落实高校毕业生
购房补助政策，今年，共办理资格认
定 200 余人，受理补贴申请 165 人，
发放补贴 360余万元。

记者 吴敏勇 通讯员 俞祥河

“定塘镇是我县重要的农业乡
镇，发展工业的基础条件较差，工业
总量少结构单一，经济发展后劲乏
力，致使人才流出大于引入，呈净流
出现状，人才队伍不稳定。”日前，
该镇组织办负责人分析乡镇人才
队伍流失情况。

针对人才引进瓶颈，定塘镇谋
划长期发展规划，抓好人才引进这
个牛鼻子，以人才引进项目带动人
才流、信息流，从而达到技术升级、
产业突破。人才项目引进和产业发
展是一个相对漫长过程，该镇依托
象政发[2013]号《关于鼓励海外高

层次人才创业创新的实施意见》，

吃透文件精神，在招商中大力运
用，以人才流带动人才流的做法，
目前已经落户海外高层次人才 7
家，目前这 7家企业正进入中试阶
段，一旦产业化，将可能显现出强
劲动力。

刘伟定是该镇最早引进的高
层次人才，从事海上运输船、渔船
转速补偿式恒频轴带发电机技术
研究，经过四年的精心研究设计，
实验效果非常明显，运用该技术，
节能效果在 20%至 40%。目前，该
企业第一台正式装机样品已经出
厂，将吊装上船运往上海。此外，同
磐机械研发环保型表面处理技术，

达到国外同类水平，符合当前环保
理念的新工艺，新的加工制造也将
在今年底到明年初投入使用；“国
千”人才计划陈棋的钙钛叠层太阳
能面板技术研发，已经注册落户；另

外 2 家生物研发、1 家海上船舶联
网项目，进入到中试阶段。
“我镇充分运足政策，在县人才

办、产业园区的扶持下，无偿提供实
训厂房，提供创业资金，为海外高层
次人才创业提供了基础保障。”该镇
组织委员郑新萍说。同时，定塘镇政
府也出台了相应的人才引进奖励资
金、为海外高层次人才进行租房补
助等政策措施，并帮助落户企业申
请宁波市“3315”等项目。

记者 郑丹凤 通讯员 钱冰洁

“要不是联企干部跑前跑后协
调，今年公司高层子女的入学有可
能就耽搁了，很感谢他们。解决了
孩子的读书问题，工作也能安心
了！”昨日，谈到西周镇联企干部
的人才服务工作，宁波威霖住宅设
施公司行政部经理沈雁作满口称
赞。

原来，今年 8月底，来自安徽的
威霖公司技术总监张兴年为女儿上
初中的事情很是发愁。镇里联企干
部获悉后，主动服务，多次与县经信
局、县教育局等部门沟通协调，帮助
他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

“如果连子女上学问题都解决
不了，西周引进和留住人才就是一
句空话。从政府层面来说，解决人

才的后顾之忧，增加人才的满意度
是重中之重。”西周镇相关负责人
说。以威霖公司为例，据统计，和
张兴年一样，在该公司任中层及以
上的外来技术人才有 20 多人，当
前年流失率仅为 1%。

帮助协调解决好人才的子女入
学问题，是西周镇人才服务一揽子
计划中的一部分。作为象山工业发
展的重要承载区，西周镇一直秉持
“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在人
才专项支持、人才激励、人才培养
平台、人才综合配套服务等各个方
面提供激励和保障机制。

在搭建载体方面，西周镇始终
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大
力开展招才引智活动，积极组织企
业申报“千人计划”、省“151”、
领军拔尖人才、“3315”计划等人

才工程；推荐设立院士工作站、博
士后工作站、创新团队、培训基地
和节能大师工作室等人才工作载
体。今年以来，就有威霖公司与浙
江大学共建了科技工作站，乐惠、
特雷姆申报市研究院，胜维德赫等
10家企业申报各级工程技术中心。
人才发挥作用的舞台愈加广阔。

同时，西周镇积极完善人才
落户后配偶就业、继续教育、房租

补贴、健康体检、疗休养等方面工
作，有效解决人才政策措施落实不
配套、不协调的问题。近 5年来，该
镇先后建成中心卫生院住院综合
楼和 17 个标准化社区服务站，投
入 1.1 亿元扩建西周中学、下沈小
学，建成华翔幼儿园、下沈幼儿
园，全镇卫生、教育设施环境进一
步优化。

“筑巢引凤”广纳人才

定塘镇：

“双驱动”措施为人才引进“添油助力”

西周镇：

一揽子“人才计划”助力企业招才引智

耘耕沃土 繁花满树

我县多措并举抓实人才工作

“人才新政 20条”解读
编者按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县战略，充分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动

力、创造活力，推动企业自主创新、产业转型升级，我县出台《关于进一
步推进人才创业创新的若干意见》。为便于读者了解具体内容，现将
“人才新政 20条”重点内容作一解读。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黄焕利向首批海外人才创业导师颁发聘书

泗洲头镇:
强化人才工作
服务镇域发展

mailto:jrxs12@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