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今年3月底
深圳人才总量超过510万人
占全市常住人口的42.9%
其中专业技术人才 153.8万人
技能人才336.5万人
累计引进留学回国人员超 10万人

2017年
深圳共引进人才23.36万人
其中

全职院士 12名
中央“千人计划”人才66名
新认定市级高层次人才 168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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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40年琼深党报融媒跨区报道之四

再引“孔雀东南飞”的深圳实践
——出台系列优惠政策，全面提升服务水平，营造尊才、惜才的良好氛围

深圳市人才公园内，随处
可见的“深爱人才，圳等你来”
的标语格外引人注目。这句
口号和遍布深圳市区的“发展
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
源”的宣传语，正向全世界的
人才发出来自深圳的召唤。

深圳本是一块“人才洼
地”。改革开放前，这里是沿海
的一个小渔村。当改革开放的
号角吹起，深圳以开放包容的
姿态，吸引五湖四海人才纷至
沓来。建立经济特区38年，深
圳在创造经济跨越式发展奇迹
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人才荟萃
之地。

近年来，这座年轻的城市
相继推出一系列人才政策，热
情、诚恳、高效地吸纳着各类人
才。因人才而兴、因人才而盛
的深圳，坚持实施人才强市战
略，不断在提升人才服务水平、
改善人才发展环境等方面下功
夫，用好用活“第一资源”。

■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

“可以说，如果没有深圳当年推出
的‘孔雀计划’，没有深圳这座城市深
入骨髓的创新基因和优良的产业发展
环境，我很难想象我们公司能发展到
今天这一步。”

深圳市人才大使、深圳市光峰光
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屹回望自己
的创业之路，深情地为深圳的人才政
策点赞。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批人才从
全国各地涌入深圳打拼，这一现象被
喻为“孔雀东南飞”。如今，像李屹这

样的创新创业型高端人才，正源源不
断地从国内外“飞”入鹏城。

近年来，深圳相继出台各类人才
政策，增强吸引人才的“磁场效应”。
2008年，深圳在全国较早实施高层次
专业人才“1+6”政策，在资金、研究进
修等方面对创新人才进行扶持，为创
新人才提供配偶就业、子女入学等一
系列配套服务。2011年，深圳制定实
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的“孔
雀计划”。2016年以来，深圳更是陆
续出台实施“81条”人才新政、“十大

人才工程”方案和《深圳经济特区人才
工作条例》等，搭起了人才政策的“四
梁八柱”。

与此同时，深圳的人才政策与该
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之都等重大战略
紧密结合，结合产业行业实际，建立健
全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机制，为
各类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

今年2月初，《深圳市关于加大营
商环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以下简

称《若干措施》）正式发布，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若干措施》明确，深圳将为海
外人才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符合
条件的海外人才可在住房、医疗、教
育、社会保险、创新创业等方面，按有
关规定享受市民待遇。

一系列人才政策的出台为深圳城
市发展注入活力。坚持人才强市战略
的深圳，也成为孕育人才的一片沃
土。仅去年一年，深圳就新增全职院
士12名、中央“千人计划”人才66名，
新认定市级高层次人才1688名。

出台优惠政策 吸引高端人才“飞”入鹏城

2017年11月1日，对于在深圳奋
斗的人才们来说，可谓“双喜临门”，深
圳迎来首个“深圳人才日”的同时，全
国首个以“人才”命名的主题公园——
深圳人才公园也正式开园迎客。

深圳人才公园位于深圳湾超级总
部基地，土地可谓是寸土寸金，站在公
园的亲水平台向四周望去，周边高楼
林立，腾讯、华润、百度、恒大等国内知
名企业的办公区就在不远处。

2016年3月，深圳市委、市政府
出台《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
措施》，提出规划建设全国首个以“人
才”命名的主题公园，作为展示人才、
服务人才、激励人才的永久性阵地。
这块面积达77万平方米的场地从此

有了新的使命。
“深圳人才公园是一个象征符号，

体现了深圳对人才的关注、对人才重
视。”去年深圳新引进的院士之一，中
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研究生院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院长魏奉思感慨地说。

去年，魏奉思带着科研团队的3
名年轻人来到深圳，这座城市给他们
提供的服务可谓无微不至。住房方
面，他和科研团队的其他成员几乎没
有费任何心力，便“拎包入住”。同时，
深圳为他的科研团队开展科学研究提
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些都充分体现了
深圳对人才的关怀。”

对人才来说，好的发展环境、优质

的服务就是吸引力。建立经济特区以
来，深圳不断提高人才服务水平，不遗
余力在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上下功夫，
营造尊才、惜才的良好氛围，让人才引
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近年来，深圳建立全市统一的综
合服务平台，实现人才服务信息共享
共通，向高层次人才发放“鹏城优才
卡”，高层次人才凭卡可享受23项便
利服务；建立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制
度，在人才聚集区创办高质量的学校；
成立深圳市人才研修院，开展高层次
人才国情研修培训，为人才提供企智、
资智对接平台；建设人才公园、人才星
光大道等人才激励阵地，建立授予人
才荣誉和人才奖励的相关制度，让人

才“名利双收”。
房价一直是人才来深圳颇为关

注的问题。为此深圳市财政注资
1000亿元设立人才安居集团，专门
负责筹建人才住房，“十三五”期间将
为人才提供 30万套住房，是“十二
五”期间的 3倍多。而深圳出台的
《若干措施》推出了更加优惠的人才
住房政策——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人才优先承租人才住房，符合条件
的可申请购买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
下的人才住房。

统计数据显示，近5年来，深圳累
计发放各类人才奖励补贴15.7亿元；
供应人才配租房76396套，保障人数
达23万人。

提升服务水平 让人才留得住、用得好

“为什么选择在深圳创业，因为这
里聚集了众多优秀的科技创新人才，
他们营造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创业环
境。”位于深圳湾创业广场的深圳芭比
金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曾娟谈起在
深圳创业的经历时表示，深圳最吸引
她的，是这里的人才聚集效应。

深圳湾创业广场聚集着各类怀揣
梦想的人才。创业者在这里创业，大
多不会因为招不到合适的人才而烦
恼。只要有好的项目，总能找到志同
道合的人。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深圳善于运用市场机制推动人才工
作，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才成长规
律，推出系列创新举措，打破束缚人才
发展的体制机制壁垒，为建设人才强

市注入“源头活水”——
近年来，深圳赋予高校、科研机构

高度灵活的人事管理权，取消中小学
校长行政级别，探索公立医院去行政
化、去编制化管理，建立高层次人才机
动编制管理、科研人员兼职及离岗创
业等制度。

深圳还着力构建用人主体“自主
评价”、行业组织“业内评价”、领军人
才“伯乐相马”的多元化评价体系，授
权华大基因等新型研发机构自主评定
本领域高层次人才；把社会化职称评
定职能全部下放给具备条件的行业组
织，33家行业组织承接了57个评委
会组织的工作；建立青年人才举荐制
度，组建举荐委员会“以才引才”，已举
荐拔尖青年人才28名。

此外，深圳还推动科技与金融对
接，改变传统的科技资金投入方式，通
过银政企合作贴息、风险补偿、保费补
贴等方式，构建覆盖科技创新全产业
链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引导和支持
企业提升技术研发能力，培育国家高
新技术和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家，强化
人才在企业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目前深圳科技型企业超过3万家，
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1.1万余家，
涌现出一批快速成长的“明星企业”。
2010年成立的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
院，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跨学科高端人才，仅用8年时间，团队即
由最初的5人发展至目前的300多人。

作为全国首家人才研修院的深圳
市人才研修院，目前已举办了人才研

修班20期、研修活动超过100场，吸
引逾2100人次的高层次人才参加。

深圳市委组织部提供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3月底，深圳市人才总量超过
510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153.8
万人，技能人才336.5万人，累计引进
留学回国人员超过10万人。2017年
共引进人才23.36万人，其中高校毕
业生 10.11 万人、在职人才 13.25 万
人，同比分别增长25.04%、45.02%。

从“人才洼地”到“人才高地”，经
过38年的发展，深圳对人才的渴望已
经变成一种执着的追求。深圳人才公
园入园口的石碑上刻着12个大字：

“创新驱动实际上是人才驱动。”
或许这正是深圳对人才的一种深

刻理解。 （本报深圳9月1日电）

引入市场机制 为建设人才强市注入“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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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为创新创业人
才提供服务，截至今年3月底，已孵化创业团队
300多个。 本报特派记者 李幸璜 摄

深圳市人才公园。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李庆芳 摄

8月18日，深圳芭比金刚科技
有限公司创始人曾娟（右一）在工作。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李庆芳 摄

深圳向高层次人才发放“鹏城优才卡”
高层次人才凭卡可享受23项便利服务

设立深圳市人才研修院
举办研修班20期
吸引逾2100人次的高层次人才参加

建立青年人才举荐制度
已举荐拔尖青年人才28名

建立人才激励机制
近5年来
累计发放各类人才奖励补贴 15.7亿元

市财政注资1000亿元设立人才安居集团
负责筹建人才住房
近5年来供应人才配租房76396套
保障人数达23万人

海南银行“力挺”实体经济发展◀上接A01版
在助力我省旅游产业发展上，海南

银行采取银行保函形式，助力我省游艇
旅游产业发展，并对海关付税保函业务
进行创新，减轻入境游艇所有人或游艇
服务公司资金压力。

此外，在服务百姓的消费金融中，海
南银行针对目前我省众多棚户区改造居
民和“候鸟”人群，设计推出“安居悦盈”
个人定制化存款产品。同时，海南银行
加快线上线下个人消费贷款业务布局，
线上与微众银行合作成功开办“个人联
合贷款”业务，线下深入挖掘市场机遇，
持续加大服务力度，截至2018年 6月
末，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到5.34亿元，累
计收息1900.63万元。

据介绍，未来海南银行还将大力发展

科技金融，依托银税、银商、银企政策和资
源优势，开展线上小微金融服务，为客户
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小微金融服务。

修炼“内功”：
做长远发展的谋划者
今年8月8日，海南银行三沙支行正

式营业，海南银行在琼岛的网点地图也
正式画上了第17个标记。到目前，海南银
行分支机构覆盖海口、三亚等13个市县，
今年将实现省内19个市县网点全覆盖。

“依托网点布局和银行的战略部署，
海南银行正在稳健前行。”海南银行相关
负责人说。

作为一个尚在起步阶段的商业银
行，海南银行在战略发展规划整体框架
下，重点实施“五个一”工程，并践行“思
想、规矩、业务、风险、文化、人才、队伍”
七大发展理念，这些理念让这个全行员
工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的银行，迸发着
十足的发展动力。

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
“魂”。海南银行把党的建设写入公司章
程，党建和业务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同
考核，党组织深入基层，分支行开业同步设
立党支部，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将党建融入到业务工作的方方面面。

小微信贷岗位的邢孔著正是沐浴在

企业党建和文化氛围中成长的年轻员工，
从一个未接触过金融业务的门外汉，逐步
成长为一名业务精湛、服务到位的优秀客
户经理，今年4月28日，邢孔著光荣地获
得了“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他坦言，这
些成绩的获得正是因为一直践行“更懂海
南人、更系海南情”的服务理念。

培育人才：
做海南金融发展的先行者
近日，海南银行通过多轮面试筛选出

11名优秀员工到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学习
国际金融业务，为行内成立国际业务部紧
锣密鼓地准备着，而这，也是为了更好地

服务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做出的新的机构调整。

海南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海
南自贸区建设，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相当
重要。海南银行将组建专家咨询委员
会，聘请一批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法人金
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作为顾问，并每年
选拔30名政治过硬、业务精通、外语水
平较高的40岁以下优秀员工，到境内外
金融机构接受培训。

目前，海南银行现有员工来自29个
省区市，下一步，该行还将以建设国际
化、专业化、复合型、创新型人才队伍为
方向，全面实施“三三三”工程，即用3年

时间，投资1亿元，面向境内外新引进30
名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300名优秀专
业人才，通过人才结构的优化，率先建立
起与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需求相匹
配的金融服务架构。

“海南银行能给予年轻人更多锻炼，
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也让大家铆足了劲
儿要干出更好的成绩。”从安徽来到海南
银行工作2年，现任万宁支行副行长的
汪伟告诉记者。

海南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海南银行仍将根植本土、服务本土，严守
合规经营，健全制度体系，优化业务流
程，发挥法人商业银行的政策优势，先行
先试、大胆创新，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贡献力量。

（本报海口9月1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