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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圆桌 会云

两会代表、委员热议重庆人才生态，畅谈人才获得感——

近悦远来相互成就 英雄找到用武之地

好政策给企业带来真实惠

重庆日报：请问近年来重庆的人
才政策给您带来哪些实惠？如何评
价？

杜卫东：去年，重庆以市委、市政
府的名义设立“重庆市杰出英才奖”，
充分体现了对人才的高度重视。我
有幸成为首批29名获奖人之一。

近年来，我市大力培育“近悦远
来”的人才发展沃土，出台一系列政
策，如“人才贷”“人才安居”“英才服
务”等，很实在，贴心、暖心。

为充分用好用活我市人才培养

激励政策，我所在的企业联合高校、
职业学院、科研院所，推出了“校企合
作”“新型学徒制”“技能提升培训”等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项目，借助优
质师资力量和教育设施，开展了一系
列针对性、操作性、实用性都很强的
技术技能人员培养培训。通过职业
技能培训考试，员工获得国家认可的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此举既弥补了
企业自身教育资源不足的短板，也激
发了员工提升技能的热情。

人才是第一资源。我们将始终坚
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吸引人才、尊
重人才、成就人才，不断强化人才强

企的支撑作用，建设一支结构合理、
素质过硬、全方位发展的人才队伍。

政策实含金量高

重庆日报：近年来，重庆不断健
全“引育留用”人才政策体系。您认
为这些人才政策含金量怎样？

付文升：近年来，重庆逐步完
善人才政策体系，为来渝发展的
各类人才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优
越的条件。得益于重庆好的人才
政策，我留学归来后在职称评审
方面享受到了“绿色通道”待遇，
也为之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奠定了基
础。

2019年，重庆英才计划开始实
施；2020年，重庆英才计划又首次将
研究支持经费以“包干制”的市级科

研（社科规划）项目给予支持。我很
荣幸获得了2020年的重庆英才计划
支持，在科研经费使用上有了更大的
自主权。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人
才安居”“人才贷”等政策。这些政
策很好地解决了年轻人工作生活的
现实困难，有助于把人才留在重
庆。另外，允许市外人才依托在渝
单位申报项目，这一政策的含金量
也很高，让很多单位借助优惠政策，
把高水平的人才引进来、留住心、扎
下根。

可以说，是重庆成就了我。一山
相依，逐梦前行；一城而居，圆梦人
生。愿更多的俊杰翘楚安居重庆，愿
未来重庆能推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
策，不拘一格用好人才，助推更多人
才行千里、致广大。

好政策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两江
新区全球“云引才”的魅力有多
大？——一场活动吸引551.7万人
在线观看，线上引才专区浏览量超
30万人，直播结束半小时就收到近3
万份简历……1月18日，记者从两
江新区组织部获悉，该区实施的全球
引才战略，正吸引各方人才纷至沓
来。

最近一段时间，博士研究生杨云
仙在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两江
国际智能制造产业园内的实验室里
忙个不停。在获得两江新区90多万
元的建设经费支持后，她所在的实验
室很快就建好了，让她快速投入科研
工作。

签约杨云仙，是两江新区全球
“云引才”的成果之一。这个常态化
的引才活动，如今已成为我市知名的
人才品牌。2020年6月5日，两江新
区全球“云引才”系列活动首个专场
成功举办，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向
全球高层次人才伸出“橄榄枝”，本次

活动共吸引551.7万人在线观看直
播，线上引才专区浏览量超30万人，
直播结束半小时就收到近3万份简
历。通过一系列高效务实的引才方
式，两江新区收获了一大批高层次人
才。

两江新区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两江新区全面实施全球
引才战略，坚持以大数据智能化创
新为引领，着力构建产业链、创新
链、人才链的融合发展生态，实施更
加积极、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通过
重点打造两江协同创新区、礼嘉智
慧公园、数字经济产业园三大战略
创新平台，高标准建设两江国际合
作中心、欧洲重庆中心、中瑞产业
园、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
地等一批国际创新合作载体，为人
才的留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同时，两江新区一批高标准的国际
社区、国际学校、国际医院全面投入
使用，进一步提升了两江新区对全
球人才的吸引力。

两江新区：

“云”上引才
直播结束半小时收到简历3万份

英雄有更多用武之地

重庆日报：请问重庆引才育才平
台给您的事业发展带来什么帮助？

谭建旗：近年来，重庆扎实推进
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计划，爱
才、惜才、用才蔚然成风，人才发展环
境越来越好。作为一名创新创业者，
我感触颇深。

重庆不断深耕人才发展沃土，
为人才发展搭建良好平台。比如在
去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重庆充
分发挥专家人才的作用，在全国率

先出台激励专家人才在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担当奉献的8项措施、
加强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18条
措施等，为人才施展才华提供了广
阔空间。

这些年，重庆坚持创新发展，大
数据智能化方兴未艾，创建了一大批
创新、科研平台，建立了一大批重大
科学装置，为人才引进和人才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环境和要素条件。

我所在企业是一家新材料研发
制造企业，过去因地理位置、环境等
原因，人才紧缺。但是，去年我们成

功引进了一名在东部某大型企业工
作的专业技术人才。究其根本原因，
在于有我市人才引进的政策指引，企
业为其搭建了研发平台，让他在这个
平台上找到了发挥才干、实现人生价
值的机遇。所以，重庆给人才发展提
供了好平台，给企业发展创造了大舞
台。

栽下梧桐 引来凤凰

重庆日报：当前，重庆正在搭建
多层次的人才平台，请问您认为这些
平台在推动人才聚集、帮助人才成长
方面有什么重要作用？

刘东方：重庆越来越重视人才平
台的搭建，“筑巢引凤”吸引了更多人
才。去年，借助重庆英才大会，大量
人才来到重庆。这也证明，重庆对人

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人才发展平台给予了人才发展

广阔空间。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重庆20多万名专家人才和医护人员
投身疫情防控、参与科研攻关，取得
了世界首个新冠肺炎病理样本库，全
国首个获批上市的化学发光法抗体
检测试剂盒等成果。重庆医科大学
很多相关专业的人才也获得了国家
级、市级等奖励，我本人也有幸入选
重庆英才·名家名师。

我建议，在青年人才的培养和平
台搭建上下更大的功夫。“塔尖”很重
要，但“塔基”的稳定性也重要，尤其
要多搭建一些公共的科研平台，让经
费短缺、资源缺乏，但具备一定科研
素质和科研热情的青年人有释放科
研潜力的平台。

好平台

人才福地让人向往

重庆日报：重庆正在加快构建
“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请问您有
什么体会？

夏庆友：近年来，重庆经济社会
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引人注目，特别
是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大
战略背景下，重庆更是成为了一片热
土。城市的发展离不开高层次人才
的支持。我早年在重庆读书，2000
年回到这里任教至今。20年来，从
西南大学到属地北碚区，再到重庆市
级各部门，都给予我很多具体支持，
让我在教育和科研一线做出了一些

成绩。
重庆称得上是人才的福地。除

了在生活和工作上的关心外，让我最
感动的是，学校和政府十分尊重专家
学者的意见。大到中长期发展规划，
小到领域和行业科技发展甚至具体
的项目建设，我都有幸多次参与提出
建议。从之前的三峡库区生态和产
业发展，到最近的长江上游种质创制
大科学装置，我提出的许多意见都得
到采纳和重视。

尤其是这两年，重庆大力推进
重庆英才计划，对各类人才进行了
系统性的选拔和培养，成效显著。
从趋势来看，重庆在高层次创新人

才的聚集方面，还有很大的上升空
间。

虽然我本人是土生土长的重庆
人，但我的团队成员来自全国各地甚
至海外。留在重庆工作，也成为我培
养出来的大多数学生的首选。

人才圆梦 城市兴旺

重庆日报：请问您认为重庆人才
发展环境是否有利于人才和城市相
互成就？能否举例说明？

杨李：近年来，重庆的人才政策
红利释放出人才效应。比如，我所在
企业大力推进线上业务，招募到大批
互联网人才和线上运营人才，使公司
线上运营能力、线上业务得到显著提
升。这就得益于重庆良好的人才发
展环境。

同时，重庆是一个人文、生态环
境好，非常包容开放的城市，对待人

才诚意满满。加上重庆的各级党委、
政府非常重视人才，为人才安家落户
提供了很多便利，人才的获得感很
强。

我本人有幸入选重庆英才·青
年拔尖人才，享受到人才政策的支
持。平时，我也鼓励优秀的年轻人
留在重庆，享受重庆这座城市给大
家带来的资源和机会。目前，我所
在的企业有近200名优秀大学生，
他们从五湖四海聚集到重庆，通过
自身努力，在事业发展的舞台上大
展拳脚，不断实现自己的梦想。越
来越多年轻人的加入，给重庆带来
了创新活力，进一步提升了重庆的
影响力、竞争力。

因此我认为，在重庆加快构建
“近悦远来”人才生态过程中，人才
与城市之间是互相成就、互促发展
的。

好环境

杜卫东

市人大代表，
庆铃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重庆市杰
出英才奖获得者

付文升

市人大代表，重
庆师范大学科研处
处长，重庆英才·创
新创业领军人才

谭建旗

市人大代表，重庆海
庆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长，重庆英才·创新创业
领军人才

杨李

市人大代表，重
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重庆英
才·青年拔尖人才

夏庆友

市政协委员，西南大学前沿与
交叉学科研究院生物学研究中心
主任，重庆英才·优秀科学家

刘东方

市政协委员，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内分泌代谢病科主任、
教务处副处长，重庆英
才·名家名师

重庆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
求，坚持把人才工作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深入实施科
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计
划，以良好的发展平台聚
才，以灵活的体制机制用
才，以优质的服务环境留
才，持续营造“近悦远来”的
人才生态，吸引八方英才来
渝追梦圆梦。

两会期间，我市部分市
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围绕
人才政策、平台、环境，畅谈
重庆人才好生态，并提出意
见建议。

人 才
生 态

□记者 陈国栋

人才引育

去年召开的重庆英才大会，集
中引进紧缺优秀人才1821名、签

约项目 267个，分别是2019年的

3倍、1.2倍
创新开展线上线下招才引智，

签约就业6万余人
在全国率先出台加强公共卫生

人才队伍建设 18条措施，累计培

训各级各类农业科技人员 1.1万
余人

平台搭建

重庆与76家知名高校、院所、
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中国科学
院重庆科学中心、中国科协城市化
与区域创新极发展研究中心等签约
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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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国家

儿童区域（西南）医疗中心挂牌成
立……

人才保障

我市出台重庆市人才安居实施
意见，累计提供“拎包入住”人才公
寓3万套，定向配租住房6万套

深化“人才贷”服务，扩大知识
价值信用贷款，累计为人才创新创
业发放贷款146.63亿元

出台实施重庆英才服务管理
办法，分层分类为高层次人才提
供子女入学、医疗保健、旅游等

17 项优质服务，发放重庆英才

服 务 卡 3600 余张，提供服务

5.9万人次

人才规模

据统计，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
新增人才资源约48万人，目前全

市人才总量约560万。其中，新增

省部级以上高层次人才2780人
资料来源：市委组织部

数读重庆营造“近悦远来”
人才生态情况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