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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住房新政引留人才

自今年4月以来，福建许多地方纷纷出台
新政尤其是住房新政，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其中，厦门配售 4000套保障房，以留住
“三高”企业骨干员工。4月 22日，厦门市住
房保障中心组织公开摇号，以随机方式分别
摇出企业和房源的匹配顺序号，并按匹配顺
序号结合企业切分到的房源指标数，分房源
地点和房型依次完成每个企业和具体房源的
匹配。这是厦门首次实行高技术、高成长、高
附加值企业骨干员工切块配售保障房。

据了解，厦门市面向“三高”企业骨干员
工，提供翔安新店、同安祥平、海沧马銮湾等
三个地铁社区一期保障性商品房房源 4000
套。本科毕业在厦无住房的骨干员工，在“三
高”企业工作满一年，即可申请购房，不限落
户年限，不限单身年龄，不限婚姻状况。经过
核查、筛选，本批次申请涉及企业613家，员工
4000余人。截至 3月，全市累计分配各类保
障性住房约9.26万套，保障人数超过21万人。

福州市闽清县出台人才共有产权住房实
施方案，引进到该县工作的各类人才可在全
县范围内自行选购房源，享受最高100万元的
购房经费支持。

根据新政，符合条件的福建省引进高层
次 A 类人才或福州市第一层次创业创新人
才，可享 100万元购房经费；符合条件的福建
省引进高层次B类人才或福州市第二层次创
业创新人才，可享80万元购房经费；符合条件
的福建省引进高层次C类人才或福州市第三
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可享60万元购房经费；符
合条件的福州市“引进培养千名博士”人才计
划的博士研究生或引进到该县行政机关工作
或与我县企事业单位的紧缺急需型人才，可
享 40万元购房经费；符合条件的国内“双一
流”建设高校、境外著名大学、国家级研究机
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可享20万元购房经费。

购房人才在该县工作满2年后，从第3年
开始至第14年每满1年免费获得县住房保障
和房屋管理中心持有的8%产权份额；满15年
后，购房人才获得县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中
心持有的所有产权份额，房屋权属性质转为
完全产权商品住房。

新政明确，2019年1月1日后与该县用人

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新引进人才，根据申购
通知，可提出申请。

厦门市湖里区最近在原有 3家人才公寓
的基础上再增4家，为人才提供共7家人才公
寓、5572套房，精心打造人才安居工程。符合
条件的重点产业人才、重大项目人才、教育人
才、卫生人才、社工人才、博士人才，不仅可以
申请入住人才公寓，还可享有最高 3000元的
租金补贴。

广 东
出招揽才，促经济谋发展

日前，广州、中山等地争相推出各种政策
吸引人才，不少城市降低落户门槛，对人才提
供购房补贴等。

中山发布的“人才 24条”提出，放宽基础
性人才入户条件。同时，还加大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支持力度，高层次人才、副高职
称人才及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可上浮
30%的贷款额度，紧缺适用人才可上浮20%的
贷款额度。此外，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中级
职称及以上专业技术人才租住人才安居房分
类享受最高100%租金补贴，享受期3年。

佛山发布的新规明确，具有中专学历或
大专学历或国家职业资格四级（中级工）证
书或国家职业资格五级（初级工）证书的人
才可申领优粤佛山卡T卡，其他人才按照规
定申领优粤佛山卡 A 卡、B 卡、C 卡，优化 T
卡申领流程，即申请即受理。也就是说，在
佛山，中专、大专等外来人才可享户籍人口
购房政策。

广州则明确提出，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
业学校（含技工院校）根据国家招生计划，招
收录取的全日制普通学历教育的非广州户籍
学生，可申请迁入学校学生集体户口。按照
广州现行规定，只要有广州市户籍，无论是集
体户口还是个人户口，都可以按本地户籍人
士的限购政策买房。

此外，广州市白云区更是扩大了可享受
本市户籍待遇的人才范围：在白云区辖内的
大专院校学习连续满一年；在白云区连续工
作满一年，具备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
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等，在白云区江高、
人和等四镇范围内享受广州市户籍居民同等
待遇。

业内人士表示，人才背后是经济。广东

各地出台人才新政，将推动当地经济新一轮
高质量发展。

天 津
新政发力，引人才兴企业

日前，天津市人才落户政策再获突破。
天津市发改委发布《天津市支持重点平台服
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措施（试行）》，通过
释放人才落户“红利”，吸引更多北京企业落
户天津。

根据《措施》，天津在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宝坻中关村科技城放宽落户及购房限制，符
合天津产业发展定位的北京转移来津项目，
在企业就职满 1年及以上的其他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学历职工，并在津缴纳社会保险的，不
受年龄限制，可在津落户。同时，对户籍未迁
入天津且无住房职工而言，项目转移至天津
后，职工即可购房。

据介绍，天津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已
出台实施细则。目前，已有 13家企业通过天
津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资质认证，首批 52
名企业职工即将成为“天津人”。同时，有 29
家企业在审核过程中，200名职工提出了购房
需求。

人才新政“红利”不断落地。今年一季
度，天津市共引进内资项目 344个，实际利用
内资 639.54亿元。其中，引入京冀地区项目
173个，资金 267.32亿元，占天津实际利用内
资的 41.8%。而天津滨海、宝坻中关村，一季
度共引进企业近百家，注册资本超10亿元。

浙 苏
打造人才政策“升级版”

4月 28日，浙江省公安厅宣布将于 5月 1
日执行新修改的《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
规定》。此次调整包括父母投靠落户年龄将
不受限制，支持孵化器、众创空间、特色小镇
等设立集体户，人才公寓、酒店式公寓可以设
立集体户。

4月 8日，南京发布《关于支持促进高校
毕业生在宁就业创业十项措施》指出，南京直
接落户政策调整本科学历人才年龄限制，从
此前的40岁放宽至45岁。此外，留学回国人
员和非全日制研究生，且 40周岁以下大专学
历人员，在宁就业参保半年可以落户。4月27
日，南京江北区发布 3.0版人才新政指出，将
充分发挥自贸区和企业博站平台作用，大力
引进海内外优秀博士后人才。具体而言，新
创办的科技型企业直接纳入人才安居支持范
围，为新区C类以上高端人才发放“人才金
卡”，高端人才子女就读南京市民办学校或外
籍人员子女学校的，给予连续三年每年最高
10万元的学费补助。

4月 23日，苏州工业园区发布消息称，将
针对适用对象，全面打造人才政策“升级
版”。其中，人才住房、补贴方面，符合条件的
人才可享受购房补贴以及人才组屋、人才优
购房、优租房等优先购买、租住的权利；全职
工作的顶尖人才按“一事一议”最高可获得
500万元购房补贴。

南京、杭州等城市在 2019年力度空前的
基础上，继续加码人才政策，很大程度上形成
劳动力之争。经过此前几轮人才抢夺战后，
成都、武汉、石家庄、哈尔滨等城市的市域总

人口均超千万，西安、郑州等强二线城市也在

向千万级别人口城市迈进。
（记者 周丽华 通讯员 俞美燕 陈颖）

当前，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很多企业开始复产，许多重大项目陆续开工，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总攻行动也已打响。一些城
市对由于疫情影响压抑了许久不能生产的企业，
在大规模复工复产后，想加快生产节奏，提高经
济效益，于是就开始提前布局，争相推出“福利”
政策吸引人才落户。降低落户门槛、提供购房补
贴、建设人才公寓、在医疗保健和子女教育等方
面提升服务能级……一系列贴心诱人引才政策
的背后，新一轮“抢人大战”已悄然打响。

诚然，想通过出台政策，引进高层次人才
来帮助企业解决急需各类人才、缓解企业招
人才难、用人才难现状，或为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促进当地经济振兴发
展，都本无可厚非。但各级党委和政府相关
部门在制定引进人才政策的过程中，还是要
注意一下方式方法，以避免出现一些诸如引
才政策同质化、舍近求远、脱离实际、盲目跟
风急于求成等问题，造成资源的浪费，提高引
才的精准性和实效性。同时，也要想方设法
留住身边的人才，莫忽略“身边的风景”。

梧桐繁茂凤自来。一个城市给予人才的
发展机会是引进人才和留住人才的关键，比抢

户口更有价值的是留人用人。引进人才后，不
仅要使他们生活的舒心，更要使他们在工作中
感到自己的价值能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发挥。
因为相对于薪酬待遇和生活质量，人才尤其是
高端人才更看重发展机遇和空间，更看重与自
身职业规划相辅相成的城市产业规划和发展
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政策时，要多思考
人才价值的实现，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发展空
间。要以地方的需求、以人才的需求为导向，
突出引才政策的个性化和激励方式的多元化，
对破解产业关键技术难题，为省市及企业带来
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高层次引进人才，
要给予较高的经济奖励，利用人才自身的特点
来激励其在工作中发挥出最大的优势。同时，
结合每个人才自身不同的需求，做出硬件和软
件的合理配合，做好周到细致的服务工作，为
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真正将各项
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切实做好引才的“下篇文
章”，只有这样方能留住人才。

引才和留才要相得益彰，切莫忽略“身边
的风景”。在制定政策时要多注重因地制宜，
既“盘活存量”也“扩大增量。近年来，一些省
市陆续出台了若干引进人才的新政策，促进

了对高层次、紧缺型人才的引进。从人才流
动情况来看，出台人才引进的激励措施固然
重要，但及时出台留下存量人才的相关政策
也十分重要。面对激烈的人才竞争态势，各
省市应及时出台对存量人才的保有措施、激
励政策，建立长效机制，聚集人才且留住人
才。留住存量人才应首先从感情留人、待遇
留人入手，在住房、医疗、职称晋级、子女入学
等方面给予人才相应的优惠政策。特别是经
济发展一般的地区，没有更多的资金用在引
进人才的投入上，就更要在留住本土人才上
多下功夫。千万不能好高骛远，这山望着那
山高、忽略“身边的风景”，盲目跟经济发达地
区攀比。一定要针对本土优势产业，着重在
培育本土人才、留住本地人才等方面加大力
度，结合自身实际，出台实招、硬招、管用的
招。要以留为主、以引为辅，优先满足本土人
才创新创业发展需要，在搭建平台上向本土
人才创办的优势产业倾斜。要制定激励引导
措施，激励本土人才干事创业热情，切实用好
本土人才，最大限度激发本土人才队伍的活
力。这样才能事半功倍，更好地促进当地经
济的发展。 （大国人才）

引得“凤凰”来“筑巢”

80城掀新一轮“抢人大战”
近年来，人才发展环境越来越好，各地为了招揽人才频频出招，各种人才政策不

断出炉。但值得注意的是，“引进来”还得“留得住”。对此，各地不断升级引才政策，

持续完善符合自身优势的产业政策，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人才集聚效应正逐渐显

现。中原地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累计已有80个城市发布人才政策，仅4月就有近

30个城市跟进。

制定引才政策莫忽略“身边的风景”

八 闽 动 态

本报讯 福州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
与使用激励机制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5年要实现城乡每万居
民拥有4~5名合格的全科医生目标，通过11个“一批”确保全科医生引
得来、育得出、留得住、护得好，以解决全市全科医生总量不足、服务能
力偏弱、薪酬待遇较低、发展空间有限等问题。

《意见》明确，福州市将从四个方面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
激励机制。

改革完善“引得来”机制，提高全科医生覆盖面。通过定向培养一批、公开
招聘一批、转岗培训一批、服务购买一批，实现到2025年，全市新增定向培养全
科医生150人以上、新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开招聘全科医生350人以上、转岗
培训全科医生1300人以上，力争社会办医疗机构新增全科医生200人以上。

改革完善“育得出”机制，通过基地建设一批、继续教育一批、能力拓
展一批等方式，持续建立健全全科医生培养制度，提高全科医生软实力。

改革完善“留得住”机制，通过绩效提升一批、岗位补助一批，提高
全科医生吸引力。

改革完善“护得好”机制，通过评聘落实一批、荣誉引导一批，切实
提高全科医生荣誉感。 （记者 周丽华）

福州改革完善培养使用激励机制

2025年每万居民拥有4~5名全科医生

据福建日报报道 近日，厦门蓝海天院士专家工作站在厦门集美湖
畔揭牌。这是厦门市成立的首家涉海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

据了解，院士专家工作站是中国科协为推进产学研联合所实施的创
新人才政策，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企业技术创新的开创性工作。
厦门蓝海天院士专家工作站旨在借助院士专家在技术、人才资源上的优
势，打造海洋信息技术领域产学研平台，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
提高，促进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和推广，服务于海洋经济产业发展。

厦门成立首家涉海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

本报讯“人才港位于晋江市世纪大道990号，环境好、服务佳，还有
许多先进的智能办公设施。”在近日举行的泉州晋江市“十行百场千企万
店”促销活动之青年网红直播活动上，晋江市委组织部领导化身“导游”，
直播“召唤”海内外优秀人才到晋江创新创业。

活动不仅让高大上的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成为网红，还让首次
亮相的晋江城市人才工作 IP形象——“聚才哥”也成了网红。40分钟
的直播，共吸引 3万多名网友观看，不少网友在评论区留言，纷纷为晋
江招才引智的创新举措和“聚才哥”点赞。

“你们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直播中，晋江向海内外优秀
人才抛出“橄榄枝”。人才港按照构建“全生命周期”人才服务链条要
求，与涉才服务部门、晋江人力资本公司、聚才网建立四位一体的联动
服务平台，努力实现人才服务事项“一港集成、一窗办理”、服务链条“一
网打通、一网通晓”、服务要素“一站供给”、服务流程“一帮到底”、服务
职能“一体落实”，构建“从单一到多元、从分散到集成、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最具温度人才服务品牌，为优秀人才打造梦想港湾、事业港湾、生
活港湾。 （通讯员 苏志英）

晋江直播“召唤”海内外人才
“聚才哥”亮相成网红

本报讯 泉州市惠安县最近出台工业企业科技人才支持暂行办法
及评选细则，试行“积分制”动态管理，由企业、社会、政府三方共同评
价，以 100分为积分制，设置企业和个人两个一级指标，将工业企业科
技人才在惠安的贡献度量化、积分化。

该县注重对人才创新能力的评估，将发展平台潜力和个人业绩实效
并重，评选100名科技人才作为“百人汇”专家库，专家库人才可凭积分享
受人才津贴、购房补贴、金融服务、子女入学、医疗保健等多项福利政策。

目前已有10家龙头企业的17位科技人才入选。
（通讯员 黄小红 郑萍萍）

惠安试行“积分制”评选科技人才

本报讯 近日，泉州市永春县将牛姆林生态旅游区、雪山风雅颂、北溪
文苑旅游风景等3处景区设立为高层次人才疗养基地，并在门票、住宿、饮
食、游玩等方面出台多项优惠政策。高层次人才只要凭泉州市高层次人
才证、身份证等证件，到这3处景区，即可享受门票免费、住宿5折等优惠。

设立人才疗养基地是永春县落细落实泉州市改进人才服务八条措
施的一项制度性安排，体现了对高层次人才的关心和重视，进一步营造

“近悦远来”人才生态。 （通讯员 李伟波）

永春设立3处人才疗养基地

数 说 台 湾

无薪假企业数超千家创新高
台当局劳动事务主管部门5月8日公布，截至5月7日，台湾地

区实施无薪假人数 1.9万人，一周小增 160人，但涉及企业家数却
暴增 125家，突破千家，达到 1047家，家数创 2009年 1月有统计以
来最高，显示不少小企业已撑不住疫情冲击。

台当局统计部门5月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台湾全体受雇
员工的经常性薪资为4.23万元（新台币，下同），比上月减0.01%，40
年来首次出现3月薪资环比下降的情况。

据统计，加上奖金和加班费等非经常性薪资，全体受雇员工3
月总薪资平均为4.78万元，也比上月减少3.65%。3月经常性薪资
虽然比去年同期增加1.56%，但增幅是2017年5月以来的新低。

疫情也影响了台湾企业的雇工情况。统计数据显示，3月台湾受雇员
工总计796.1万人，比2月减少0.24%；1到3月受雇员工总数平均为797.8
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0.61%，增幅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

其中，住宿餐饮、航空运输、旅行和相关服务业，薪资和员工人
数都受到重挫。住宿餐饮业3月受雇员工总数比上月减少3.62%，
经常性薪资月减1.62%，其中餐馆业受冲击最为显著；航空运输业
受雇员工人数月减1.29%，经常性薪资月减2.99%。

统计部门表示，随着疫情延烧，包括薪资水平和受雇员工人数
在内的劳动力市场指标4月还可能继续受到更加明显的影响。

3月薪资40年来首次环比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