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大以
来，全市新增人才资
源36.04万人，新增省
部级以上高层次人才
1772名，引进急需紧
缺人才1.71万名

2019 英才大会集中引
进紧缺急需优秀人才 683
名、项目 248个，涉及资金
647.7亿元，诺奖获得者莫
罕·莫纳什尼可持续发展应
用研究中心等7个高端平台
落户重庆

计划五年遴选支
持高层次人才 2000
名、团队 500 个。首
批遴选支持重庆英才
389人、团队95个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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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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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万名
专家人才和医
护人员投身疫
情防控

建立西部科技金融
路演中心，新增国家级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3
个。种子、天使、风投引
导基金规模达221.97亿
元。发放知识价值信用
贷款6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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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

周建庭

“近两年来，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人才工作，重庆人才配套
政策和体系不断完善，科技创新
氛围更加浓厚。”王智彪说，最让

他感动的是，2018年，市政府领导
专门为聚焦超声领域召开了专题工

作会。这场会议对他和团队来说，犹如打
了一针长效兴奋剂。

今年，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医学工程国
家重点实验室获得科技部与重庆市政府
联合批准建设运行。

王智彪说，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医学

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不仅能吸引国内顶
尖的人才加入，更能吸引全球的专业人
才来渝参与聚焦超声领域的研究，干好
中国原创聚焦超声事业。近期，他的团
队已先后引进师咨博士后等科研人员
15名。

“重庆对博士后的政策也非常好，有
利于让人才安心在我的团队尽情施展才
能。”王智彪举例说，比如，新引进的博士
后，都能享受日常的经费补贴，且不用去
自行申请，同时还解决了他们住房、出行
等问题。

“优质的平台为人才创新创
业提供了良好的舞台和载体。”
张杰说，就拿国家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来说，它的成立给他的团队
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人才平台，
吸引了不少相关领域人才的加
入。同时，重庆轨道集团在资金、
物资、场地等政策方面都给予了
大力支持，工作室发展十分迅速。

去年，张杰的工作室来了两名
大学毕业生。通过一年多的培养

和他们自身的努力，前不久，两位
青年人才已经走上了管理岗位。

“由此可见，一个平台对于人
才培养的作用巨大。”张杰说，近
年来，在重庆重视人才大背景下，
不仅是技能大师工作室，各级政
府部门都出台了相应措施，为各
领域各层次人才搭建了越来越多
的平台，让不同类型的人才各尽
所能，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力量。

“回重庆之前，我其实收到
了很多其他运动队、大学以及
培训机构的邀约。”李雪芮说，
但重庆是她的家乡，且她能真切

感受到重庆的人才政策、就业创
业平台、人才发展环境都是非常不

错的。特别是她在参加2020年重庆
英才·青年拔尖人才的选拔时，深切感受
到了重庆对人才的支持力度和诚意，所以
拒绝了其他邀约，决定留在家乡创业。

李雪芮透露，大渡口区政府将建一所
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体育运动学校，这让她

十分感动。
“不仅能感受到家乡对我创业的支

持，更觉得是一种荣誉。”她表示，不能辜
负家乡对自己的支持和帮助，一定要为重
庆体育和重庆羽毛球事业贡献自己的力
量。

她说，未来，学校将以羽毛球为主，
面向全国招生，并成立青少年体育培训
中心，进一步强化青少年业余训练体系
建设，构建高水平专业教练员团队，为重
庆和国家培养输送优秀的体育后备人
才。

“我能深切感受到，重庆良
好的‘软环境’氛围正日益浓
厚，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也在日
益增长。”周建庭坦言，从争取山

区桥梁及隧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
室，到最终成功获批，这一路都离
不开重庆市委、市政府以及相关
部门的重视、关心和帮助，让他倍
感温暖，激励他和团队未来将更
加奋发努力、刻苦攻关。

周建庭透露，山区桥梁及隧
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批准运行

后，迅速吸引了一大批高层次人
才加入。目前，他已经拥有了一
支年龄结构合理、跨学科的高素
质研发团队，总人数达到了76人。

接下来，他将带领团队，不辜
负重庆的好平台、好政策、好机
遇，不辱时代赋予自己的责任和
使命，围绕桥梁隐蔽病害诊断实
现产业化、标准化，持续开展特大
跨拱桥科技创新，为我国桥梁安
全运营保驾护航，为推动重庆高
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重庆医科大学教授、医学博
士、博士生导师，妇产科主任医
师，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得者。

原国家羽毛球队运动员，
奥运会女单冠军。

首届“重庆市杰出英才奖”获得者，重
庆交通大学副校长。组建全国山区桥梁
及隧道工程领域唯一国家重点实验室。

首届“重庆市杰出英才奖”获得者，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高级
技师，全国技术能手，“张杰国家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负责人

（本版稿件均由记者黄乔，实习生谭杰采写）

“这场会议，犹如打了一针长效兴奋剂”

“我决定留在家乡创业”

“重庆良好的‘软环境’氛围正日益浓厚”

“优质平台提供良好的舞台和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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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乔 实习生 谭杰

多士成大业，群贤济弘绩。
日前，首届“重庆市杰出英才奖”表彰人选

名单出炉，来自我市教育、医疗、农业、科技、艺
术等领域29名英才上榜。在2020重庆英才大
会开幕式上，重庆市委、市政府将为他们颁发
荣誉证书和奖章。

大力表彰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
贡献的杰出英才，只是重庆大兴识才爱才敬才
用才之风、营造创新创业良好生态的缩影。

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人才工作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
讲话精神，深入实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
计划，出台重庆英才计划，举办重庆英才大会，
积极构建“近悦远来”人才生态，人才资源总
量、质量和贡献全面提升。

截至今年10月，全市新增人才资源36.04
万人，新增省部级以上高层次人才1772名，引
进急需紧缺人才1.71万名。

四方英才聚，潮涌汇渝州。重庆人才队伍
规模质量不断提升，人才强市的宏伟蓝图正在
展开。

好政策
激发创新创业新活力

招揽人才，决心和策略缺一不可。
重庆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人才引领发展

的战略地位，坚持实事求是、需求导向，集中精
力、集中资源，培优做实以“重庆英才”为牵引
的人才政策、项目、活动，提升政策显示度和人
才集聚度。

党的十九大以来，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重庆市委、市政府出台《重
庆市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计划（2018—
2020年）》，谋划实施万名高层次人才集聚、十
万产业人才培养、百万紧缺实用人才开发等10

大行动。
从笼统招才到分层次识别人才，从盲目

引才到精准引才，从程序繁琐到开辟绿色通
道……重庆的引才策略，经历了蝶变。

2019年，《重庆英才计划实施办法（试行）》
实施，计划5年遴选支持高层次人才2000名、
团队500个。已评选出的首批389名重庆英
才、95个团队，正在我市各个领域发光发热，为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人才支撑。

今年，第二批重庆英才计划评选出401名
重庆英才，67个团队。

此外，我市还深入推动人才协同发展，召
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才协同发展联席会
议第一次会议，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
建立资源共享、人才共育、平台共建、协作共赢
的人才协同发展机制。推动成渝地区20所高
校成立联盟，启动联建27个“双一流”学科，与
四川大学签署市校合作协议。推动“天府英才
卡”“重庆英才服务卡”对等互认，成渝地区人
才协同发展逐步深入。

好品牌
打造引才聚才“强磁场”

去年金秋，写满求贤诚意的一份份“英雄
帖”从重庆发出，寄向海内外英才贤士。

这是我市首次以市委、市政府名义主办的
2019重庆英才大会，集结了180余名全球知名
科学家、大学校长等重要嘉宾和1.5万余名优
秀人才，他们带着技术、成果、项目参会。

被重庆求贤若渴的诚意打动，此次大会集
中引进紧缺急需优秀人才683名、项目248个，
涉及资金647.7亿元，诺奖获得者莫罕·莫纳什
尼可持续发展应用研究中心等7个高端平台落
户。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并未
影响我市招贤纳士的坚定脚步——

我市把人才工作作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制定实施激励专家
人才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担当奉献的八
项措施。中国科学院院士卞修武领衔，建成世
界首个新冠肺炎病理样本库；重庆医科大学黄
爱龙教授团队集中攻关，研发出全国首个获批
上市的化学发光法新冠病毒IgM/IgG抗体检
测试剂盒。

把揽才活动从“线下”转为“线上”，举办
“百万英才兴重庆”系列线上招聘活动34场，持
续开展“重庆英才·职等您来”公共就业人才网
络直播招聘，17期直播吸引512万人在线观看
参与，实现3万余人就业。

聚焦重点产业、重点领域人才需求，举办
“智能制造”“博士渝行周”等专场招聘会200余
场，人才集聚的“磁场”更加强大。

好平台
形成群英荟萃聚核效应

两年前，重庆市政府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合作建设联合微电子中心。截至目前，已引进
人才300余名，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
套硅光工艺，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海纳百川，筑巢引凤。重庆坚持把拓展人
才培养、引进和发展平台作为重中之重，外引
内育，让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
空间。

深入推进部市合作、校市合作，与教育部
共建全国首个中外人文交流及法律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等17所国内外知名高校来渝合作办
学，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首批学生已报到
入学。今年全市新增ESI学科排名前1%学科
13个，重庆大学的工程学、材料学进入前1‰。
引进培育美国Cryptic Labs加密实验室等高
端创新资源65个，以及英特尔FPGA中国创新
中心、华为鲲鹏产业园、中国移动5G实验室等
企业研发平台。

同时，聚焦先进制造、信息网络、大健康、

新能源等重点领域，有序推进超瞬态物质科研
装置、无线能量传输及环境影响等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建设。建成超声医学工程、山区桥梁及
隧道工程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实现近10年

“零新增”突破，群英荟萃的聚核效应进一步
形成。

好环境
营造爱才敬才用才新氛围

优者当受厚爱，英才无后忧，方能安心创
新创业。

今年8月，我市印发《进一步加快博士后事
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推出18条政策举措，从
博士后引进、培育、评价等各环节入手，对博士
后科研人员较为关注的科研资助、研发平台、
安居保障、子女入学等需求给予重点保障，解
除博士后人才后顾之忧。

为让重庆英才怀有“吾心安处即故乡”之
感，我市以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为契机，积极
营造良好的人才生态，推动人才发展态势持续
向好。

实施人才安居工程，筹集人才公寓 2.6
万套，提供定向配租住房5.3 万套。出台重
庆英才分层分类服务办法，全面建成市、区县
两级“一站式”人才服务平台，提供医疗、子
女入学等便捷服务 1.8 万余人次，满意率达
99%。

向21所高校、4个区县投放周转编制近
4800个，增加高、中级岗位近6000个。出台

“1+10”人才分类评价改革实施方案，探索建立
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
价体系。畅通特殊人才职称评定“绿色通道”，
353名特殊人才获得高级职称。

推出“人才贷”服务，在量身定制相关金融
服务的基础上，提供机场要客通道等VIP服
务，增强人才荣誉感、成就感，识才爱才敬才用
才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

四方英才聚 潮涌汇渝州

3
20202020年年 1111月月2121日日 星期六星期六

主编主编 余虎余虎 编辑编辑 王晓军王晓军 美编美编 乔宇乔宇

英才话重庆

山
水
重
庆
。

特
约
摄
影

王
正
坤\

视
觉
重
庆

英
才
名
片

英
才
名
片

英
才
名
片

出台重庆英才
分层分类服务办法，全面

建成市、区县两级“一站式”
人才服务平台，提供医疗、子
女入学等便捷服务 1.8万余
人次，满意率达
99%。

CHONGQING DAI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