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近来，各省市为引才聚才，纷纷出台人才政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报将持续关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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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岗位1：市区现烤学徒（20人）

薪资待遇：3500~4500元/月
招聘岗位2：市区裱花学徒（20人）

薪资待遇：3500~4500元/月
招聘岗位3：现烤师傅（10人）

薪资待遇：4500~7500元/月
招聘岗位4：裱花师傅/技师（10人）

薪资待遇：4500~10000元/月
招聘岗位5：市区营业员（50人）

薪资待遇：3500~5000元/月
招聘岗位6：市区储备干部（10人）

薪资待遇：4000~6000元/月
招聘岗位7：市区店长（10人）

薪资待遇：4500~7000元/月
任职资格：
1.年龄要求：18—35岁；
2.身体健康、吃苦耐劳，能适应站立工作；
3.学习能力强，对食品烘焙行业感兴趣者；
4.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5.享受学历补贴。
工作地点：福清市、莆田市区、涵江区、仙游县
福利待遇：
享受五险、带薪假期、节日福利、各类奖金（满勤奖、年终奖、项

目奖金、学历补贴）、餐费补贴等待遇，提供员工宿舍、带薪培训，举
办丰富活动（年会、中秋博饼、素质拓展、生日会、运动比赛）。

单位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南园东路荔枝公园旁278号
联 系 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18950793157

莆田向阳坊食品有限公司

据乐居网消息 7月 6日，海南省海口市印
发《关于实施“椰城优才计划”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意见分为五部分，共 35条具体举
措，分别就人才的引进、集聚、激励、发展、生态
培育提出了具体举措。

高标准实施重点领域人才引进培养专项

根据意见，海口引进培养高端领军、重点
产业、急需紧缺、创客、教育、卫生健康、金融、
技能、专业服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各类人
才和党政人才。

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生物医药产业、
总部经济产业等四大重点产业领军人才都是
海口人才引进政策“重磅单品”。

“双一流”“985”“211”高等院校本科以上
毕业生，每年引进2000名。

引进的“好校长”“好教师”，和海口签订 5
年以上服务合约，并且正式调入后，将一次性
拿到 15 万~50 万元安家费，并领取特殊补贴
（引进后前五年享受）。

刚性引进的“好院长”“好医生”，和海口签
订8年以上服务合约，聘任后一次性发放40万~
60万元安家费，引进后前5年也享有特殊补贴。

高质量打造人才培养集聚平台

根据意见，海口在建设新型科研创新平
台、集聚各类重点产业企业、支持高等学校和

技工院校建设、建设以才育才平台方面提出
具体举措。

新设立并通过认定评估的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海口奖励500万元。

新通过认定的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制造
业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转移
中心等，海口一次性奖励200万~300万元。

提级获得国家级和省级认定的高技能人
才培训基地，海口奖励200万~500万元。

高水平国际学术论坛（学术组织）、专业论坛
在海口举办或永久性落地，奖励最高200万元。

全周期给予人才创新创业激励

根据意见，海口将对人才创新创业给予全生
命周期支持激励，在创业扶持、科技研发支持和
科技人才奖励激励等三个方面提出具体举措。

对在海口登记注册并实质性运营 1年以
上，且由离校不足 5年的高校毕业生担任法人
或主要负责人的，一次性给予1万元创业补贴。

支持企业牵头实施市科技计划项目，按研
发投入总预算的 30%给予扶持，重大类、重点
类项目分别给予80万~300万元扶持。

对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给予500万元
配套奖励。

全链条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根据《关于实施“椰城优才计划”的意见》，

海口全链条查找人才“引用管育”各方面问题，
对人才管理、科研项目资金管理、人才评价、人
才流动、国有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建设、人才
服务业发展和机关事业单位编制管理等方面，
提出具体举措。

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简化预算
编制，将科研经费预算调剂权下放至项目承担
单位或项目负责人。

探索建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和事业单位途径。

建立机关事业单位人才引进专项编制管
理制度，设立“椰城优才”专项编制。

全方位培育更具吸引力的人才生态

海口将在人才工作格局、法治保障、信用
环境建设、安居保障、子女入学、医疗健康、海
外人才停居留便利、一站式人才服务体系等方
面提出具体举措。

向符合条件的人才提供公共租赁住房、共
有产权住房、租赁补贴、住房公积金缴存补贴
等。海口市江东新区金域仕家安居房项目，第
一批次房源的 120㎡四房两卫户型 86套房子，
仅面向基层教师和医务人员。

保障高层次人才子女免试就近入读公办
学校。

符合条件的获得大学学士学位及以上的应
届外籍毕业生，可直接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据蓝鲸财经消息 山东省济南市于近日出台《济南市人才服
务支持政策（30条）》以及《济南市人才发展环境政策（30条）》，
对全市人才政策进行系统梳理、优化提升，符合条件的人才最高
可享受100万元的购房补贴。

《济南市人才服务支持政策（30条）》明确，按照能力水平和
业绩贡献，将人才划分为国内外顶尖人才（A）、国家级领军人才
（B）、省级领军人才（C）、市级领军人才（D）、优秀专业人才（E）
五类，分别对应不同的待遇保障和各类服务。

上述文件指出，济南将主要从服务“金卡”、住房保障、子女
入学、配偶随迁安置、医疗保健、交通出行、出入境服务、编制保
障8个方面为人才提供服务支持。

住房保障方面，符合条件的人才可享受购房补贴，A类人才
“一人一策、一事一议”；B、C、D类人才，可享受不超过购房金额的
50%，分别为最高100万元、70万元、40万元的购房补贴；E类人才
中符合条件的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可分别享受15万元、10万元
的一次性购房补贴。符合条件的人才可享受生活和租房补贴，A、
B、C、D类人才每月分别为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最长
5年。E类人才中符合条件的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可分别享受
每月1500元、1000元生活和租房补贴，最长3年。符合条件的全日
制本科、专科毕业生，可分别享受每月700元、500元租赁住房补贴，
最长3年。“十四五”期间，筹集不低于20.5万套（间）保障性租赁住
房，符合条件的在济就业高校毕业生可按低于市场价租赁。

子女入学保障方面，从市外引进的C类以上人才子女入托或
申请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预留部分优质教育资源招生名额，
开辟专属“绿色通道”；从市外引进的D类人才子女可按就近入学
原则安排就读。D类以上人才的非本市户籍子女在本市就读学前
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学校，享受本市户籍学生同等待遇。

人才配偶随迁安置方面，对从市外引进并在济南落户的，
来济创业或与用人单位签订 5年以上工作合同的D类以上人
才的配偶，可由引进单位或单位所在区县组织、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根据有关政策规定，优先推荐安置到性质相同或相近
的单位工作。

海口人才政策升级
35条举措实施“椰城优才计划”

济南发布人才政策“双30条”
符合条件者最高可享百万购房补贴

据辽沈晚报报道 辽宁省沈阳市人社局日
前在“兴沈英才计划”主体框架基础上，保留巩
固以往政策优点，创新开展人才认定工作，将
人才分为顶尖人才（A类）、杰出人才（B类）、领
军人才（C类）、拔尖人才（D类），通过直接认
定、评审认定、自主认定等方式予以认定，人才
认定后可享受“兴沈英才计划”相应政策待遇。

有意来沈者均纳入人才认定范围。突破
地域、户籍、身份、档案、社保、人事关系等限
制，全职在沈工作人才、柔性引进人才、有意来
沈的外埠人才均纳入人才认定范围，切实做到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对符合沈阳市产业发
展需要的科技创新人才，由两名及以上的A、B
类高层次人才举荐，可进行评审认定。同时，
经其他省会以上城市认定的人才可直接认定
为沈阳市相应层次人才。

建立实事求是的行业评价机制。以实际
需求为导向，不唯人才帽子、头衔、称号、论文、
职称、学历、奖项等，建立实事求是的行业评价
机制，按照“同规则、同待遇”认定原则，综合人
才的专业水平、能力潜力、工作经历、业绩贡

献、薪酬待遇等因素，将获得同行业专家认可
的各类实用人才、专门人才纳入认定范围，进
行评审认定。沈阳市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截至目前，通过评审认定方式，已经认
定人才123人。

人才认定工作向企业大力倾斜人才认定工作向企业大力倾斜

积极构建“企业认可、市场评价、政府支
持”的人才认定新模式，有成熟人才管理体系
的企业，可以进行自主认定科技创新人才。重
点院校、科研院所可按照人才认定标准，自主
认定各类人才。由市工信局、市科技局根据企
业产值规模、科技创新、营收利税、科研能力等
指标情况推荐自主认定企业名单，市人社局提
供重点院校、科研院所自主认定单位名单，汇
总形成《沈阳市自主认定人才单位（机构）名
单》，共授权 220家用人主体开展自主认定人
才。其中，开展自主认定人才的华晨宝马等企
业（机构）共计 195家，开展直接认定人才的东
北大学、电科集团等 47所院校、科研院所共计
25家。

““人才认定一件事人才认定一件事””线上办理线上办理

通过沈阳政务服务网以及政务服务APP
两个端口平台，开通包括人才认定直接认定、
评审认定、自主认定、认定升级、信息维护等线
上申报与管理功能模块，推广“人才认定一件
事”线上办理，结合人才窗口线下服务，构建立
体化人才服务网络，进一步缩减办结时限、减
少申报成本，人才满意度显著提升。截至目
前，线上平台审阅申报 5250余人次，审批认定
3170余人。

据了解，沈阳市人才认定工作自2016年开
始，从最开始的单一直接认定方式，扩展到评
审认定和自主认定，是对建立沈阳市各类人才
认定评价机制的创新尝试和大胆探索，进一步
完善了人才评价和认定方式，更加符合客观实
际，更好满足人才实际需求，更利于各项人才
政策兑现落地。截至目前，发布人才认定名单
20批次，认定各类人才共计 11575人，其中，A
类人才 14人，B类人才 334人，C类人才 1850
人，D类人才9377人。

据中工网消息 近日，针对当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人才要素
资源紧缺的实际，湖南省人社厅、省工信厅联合推出“十大支持
措施”，推动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截至目前，湖南共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977家、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32家，吸纳就业达 40万人。“十大
支持措施”紧盯“专精特新”这一中小企业群体领头羊，围绕全方
位引进、培养、用好专技人才和技能人才提出政策“干货”。

针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业技术人才，措施明确，依托“湘
才创新能力提升工程”，设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卓越工程师培养
专项，定向调训专业技术人员。实施数字技术工程师特色培育
项目，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领域开设培训，每年定向培养 600名数字技术工程
师。职称评审坚决破除“四唯”，探索把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纳入评价标准，特别优秀人才可直接申报高级职称。对新职业、
新业态可单设评价标准开展产业专场职称评审，人才工作者可
参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高级职称专场评审。

沈阳“人才认定”政策再升级
湖南推出十大支持措施
人才“引擎”赋能专精特新企业

外省市人才政策

问：哪些人可以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
答：毕业 5年内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校毕

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
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香港、澳门、台
湾高校毕业生及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
回国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离开户籍所在地
县（区、管委会）外出务工或经商，近3年内返回
户籍所在地县（区、管委会）的农民工（户籍地
在乡镇或村的均可视为农民工）。以上人员首
次创业是指在莆田市行政区域内首次创业。

问：一次性创业补贴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答：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须首次在莆田

市行政区域内使用本人身份信息注册创办企
业、个体工商户、农业合作社、网店等且申请人
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所创办企业（实体、
网店）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 6个月
以上（含6个月）且当前仍在正常运营。每位创
业人员只能享受一次补助，每份营业执照只能
申请一次补助。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网店兼职经营人员，不
能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
动合同，办理了就业登记的；用人单位正在为
其缴纳社会保险的。

问：一次性创业补贴标准是多少？

答：一次性创业补贴标准分为两个档次，
申请人可选择以下其中一项进行申领，不得
重复享受：申请人及所创办企业、个体工商
户、农业合作社、网店等符合上述条件，且申
请人在创办企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或以灵活
就业人员身份缴纳职工社会保险的，给予
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人及所创办
企业符合上述条件，且企业带动就业人数 5人
及以上的（含创业者本人，以企业缴纳职工社
会保险人数为准），给予 10000元的一次性创
业补贴。

问：如何进行申请？需要什么材料？
答：凡符合申报条件人员，可向创业纳税

（工商注册）所在地的城厢区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机构申报一次性创业补贴，并提供以下
材料：

申请人为大中专毕业生，需提供：《莆田市
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表》；身份证、毕业证书、
《就业创业证》原件及复印件，留学归国人员需
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
历学位认证证明；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
复印件；实体企业提供经营场地证明原件及复
印件，网店提供网址及近6个月交易流水记录；
企业带动就业人数 5人及以上的，需提供为员

工缴交社保证明。
申请人为莆田市就业困难人员，需提供：

《莆田市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表》；身份证、《就
业创业证》原件及复印件；工商营业执照（副
本）原件及复印件；实体企业提供经营场地证
明原件及复印件，网店提供网址及近 6个月交
易流水记录；企业带动就业人数5人及以上的，
需提供为员工缴交社保证明。

申请人为莆田市返乡农民工，需提供：《莆
田市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表》；身份证、户口
本、《就业创业证》、创业注册日前3年内在户籍
地外办理的居住证或社保证明或务工经商所
得税证明（三选一）原件及复印件；工商营业执
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或提供网店地址；实体
企业提供经营场地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网店提
供网址及近 6个月交易流水记录；企业带动就
业人数 5人及以上的，需提供为员工缴交社保
证明。

以上申请表和复印件均需加盖企业公
章。《莆田市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表》可从中国
海峡人才网下载（网址：http：//www.hxrc.com/
service/NewsDetail.aspx？ id=99665）。咨询具
体政策请拨打莆田市城厢区劳动就业中心电
话0594-2693960。

如何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
莆田市城厢区劳动就业中心负责人答记者问

名企招聘信息

政 策 问 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