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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跨城流动将成为未来我国区

域发展格局的强大变量。创新驱动发

展，人才引领创新，已成为“十四五”时

期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从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到成都

打造“蓉漂”品牌矩阵，再到厦门变“筑

巢引凤”为“三顾茅庐”，都反映出城市

人才竞争态势已经进入到创造人才

“回弹效应”的新阶段。活力决定引

力，只有用得好、留得住人才，方能更

好地吸引人才。

首先，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为导

向，吸引各类人才创新创业，将产生最

大的立志报国“回弹效应”。海南省围

绕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提

出百万人才的引进计划，这对于破解

人才困境是一次重大突破。其意义在

于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的

战略平台，推进新一轮人才体制机制

改革，创新更加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

全面提升人才服务水平。释放改革红

利，是激发创新创业人才活力的最好

环境。进入“十四五”时期，京津冀协

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都将是人才集聚的高地。

其次，以营造创新人才生态环境

为抓手，吸引优秀人才安居乐业，将是

最好的拴心留人“回弹效应”。成都近

几年着力打造了“蓉漂”品牌的人才生

态环境，形成了招才的“蓉漂计划”等

品牌标识和产品矩阵。成都不是单靠

引进人才政策发力，而是以生态思维

的方法，打造独具城市特色的人才发

展环境，这是人才工作的一个新创

举。创新创业人才并不是孤立发展

的，需要靠他们所处的人才生态环境

的滋养、孕育、适配和成就。如何看待

“蓉漂”现象，是任其“自生自灭”还是

引导扶持，取决于正确人才价值观的

确立。“蓉漂”首先是城市消费者，然后

才可能成为城市生态的生产者和创造

者。他们的创新创业发展需要营养能

量和群体支持，同时也需要保护其避

免恶性竞争和生态环境干扰。正是基

于对生态思维定律的把握，才成就了

成都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

再次，以科技创新攻关和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为引领，吸

引全球优秀创新人才“揭榜挂帅”，将创造最强的不拘一格“回弹

效应”。今年全国两会后，各地掀起了“揭榜挂帅”热潮，推进以

重大需求为引导、以选好帅和用好帅为重点、以解决重大问

题成效为衡量标准的系统改革。不难发现，新一轮全球

人才竞争将集中体现为以创新攻关为导向的优质资

源集聚，并且催生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价值

链的高度融合，科研体系向“开放科学”转型，

人才体系向“动态开发”转变，知识分享、人

才共享和跨界合作将成为常态。未来几

年，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将聚焦在以创新

攻关为主延揽人才的任务导向转变，

要在“聚与用”的精准对接上找问题、

寻规律，以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衡量引

进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成效。人才创

新活力靠钱“砸”不出来，要靠新的治

理理念、方式和能力来激发。有力有

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

机制，需要从解放科技人才管理体制

入手，着力破解“揭榜”的评价发现机

制、激励保障机制、培养支持

机制、流动配置机制、经

费管理机制、产权保

护机制、技术决策

机制等问题。

（作者系中
国 人 事 科 学 研
究院原院长、研
究员）

今年 4 月，厦门大学迎来了百年校庆。借此东风，厦门

市委、市政府联合厦大启动了厦大校友“南强兴鹭”计划，号

召校友倾情回归，带动更多发展资源汇聚厦门、建设厦门。

为此，厦门专门下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厦门大学校友在

厦发展的通知》，从打造校友创新创业集聚区、加大校友创

业融资支持、鼓励创设基金支持校友投资兴业、推出专项人

才礼遇政策等 6 个方面为校友提供暖心支持。对投身厦门

创新创业的校友，厦门还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

在厦门，类似“南强兴鹭”的人才政策层出不穷。厦门

始终把人才作为支撑和引领特区发展的第一资源，致力于

集聚人才、留住人才、帮助人才成长发展。毕业工作有补

贴，初入职场有房住……厦门推出的一系列引才政策正持

续发力，吸引各地高校毕业生近悦远来。

“刚就业就可以申请到3万元生活补贴，还有市场价七折

的地铁口公租房。初入职场就有房住，让我可以安心奋

斗。”毕业于厦门大学的安踏集团员工俞晓燕说，目前安踏

集团共有 200 余名新员工居住在位于厦门市翔安区洋塘的

保障性租赁房，公司还专门配备了两辆大巴车往返接送。

居住不难、通勤不愁，员工幸福感满满。

细数这些年，厦门关于人才发展方面的政策、“绿色通

道”一个接一个。尤其是 2019 年以来，厦门连续实施“三个

五”“三个六”“三个七”引才工程，其中提出每年接收高校毕

业生 5万人、6万人、7万人，坚持一手抓外地院校引进来，一

手抓本地高校留“厦”来，通过定制留厦政策、拓展市校合作

等方式，提升本地高校毕业生留厦就业率。

近 3年来，厦门市当年接收毕业生就业人数分别首次突

破 4 万、5 万、6 万，年均增长保持在 20%左右。其中，厦门大

学、华侨大学毕业生整体留厦就业情况保持在 22%左右，集

美大学超过40%，厦门理工学院等超过50%。

“这几年厦门人才政策诚意满满。”厦门市高层次人才

发展中心主任王鹏表示，“总的来说，来厦门，住房不愁、落

户不愁、子女教育不愁，我们对人才的承诺就是‘厦门 C 位

无限量’，只要大家愿意来，厦门就是最理想的舞台，任何时

候都不晚。”

除了吸引本地高校毕业生留厦，厦门市还创新引才模

式，联合各区“组团式”赴各人才大本营集中地、各重点高校

开设现场专场招聘，变被动为主动。今年以来，厦门市委组

织部、市人社局携手市国资委组团走进上海，向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在校大学生抛去“橄榄枝”；思明区走进太原理工

大学举办专场引才推介会，携手十点读书等企业开展外出

推介招聘；集美区邀请厦门工学院、集美大学等 10 所高校，

走进优尼康国际互联网时尚产业园，畅谈校企合作……

“反响很热烈，不少学生纷纷前来咨询交流，当场就收

到了不少优质简历。”十点读书品牌公关总监张铭泉连连称

赞，这得益于厦门市的毕业生引才政策体系。来自复旦大

学国际公共政策专业的 2020级研究生王若楠说：“活动现场

体现出厦门对人才引进工作的重视，我身边的同学都对厦

门印象特别好。”

建设自由贸易港，给海南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这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人才，也比以往任何时候

更有条件成就人才。紧抓国家重大战略发展机遇，海南推

出《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 年）》，坚持人

才培养、引进“双轮驱动”，全面提升人才服务水平，构建全

方位、多元化、立体式人才培养体系，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汇聚八方之才。

截至今年 3 月底，海南引进人才 23.3 万人，与 2018 年

同口径相比增长 675%，越来越多的人才在海南尽情书写

“春天的故事”。海南引进人才秉持一个观点——搭建人

才发展平台，人才需要什么，就为他们精准提供什么。这

解决了“人才来海南能干什么”的问题。

“创办企业之初，资金是最大的难题。”南海乡土人

才、海南博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蒋剑箫说，在关键

时刻海口市秀英区政府提供扶持资金，帮助他们完成羊舍

等基础设施建设，打下了发展基础。目前蒋剑箫计划把养

殖场规模扩大到7000亩。

海南近年来紧紧扭住制度集成创新这个“牛鼻子”，

出台了 70多项人才制度、举措，吸引高端人才到海南发

展。为给人才引进和培养搭建平台，海南实施“南海系

列”等育才计划，累计创设 145 家院士工作站 （院士团

队创新中心）、62 家“候鸟”人才工作站、31 家博士后

科研工作 （流动） 站，柔性引进100余名院士及其500名

团队成员，设立了海南首个国家级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

业基地等。

中国科学院院士廖湘科带领团队，来海南开展“PK+

区块链”技术创新发展研究；日本籍教授董勤喜落户海南

大学，推进超级仿真核心技术研究和应用；多名影视界人

才，竞相在海南运营电影项目……宽松的人才发展环境、

广阔的干事创业平台，让各类人才在海南大展身手。

海南引进人才还秉持另一个观点——实施人才培养

和引进“双轮驱动”战略，既重视“天边”，也不能忽视

“身边”。“除了引进人才，培养本土人才同样重要。我们

需要‘外来和尚’，也需要‘本土和尚’。办好海南自己

的教育，扩大人才队伍极为重要，具有战略意义。”海南

省委书记沈晓明说。

在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觉得很幸运，因为经

常有机会现场观摩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志愿主刀的手术。3 年

来，通过采取“义诊+讲座+手术观摩”模式，张志愿领

衔的院士工作站培训带教海南本地医生24名。

为了更加精准地引进外地人才，同时大力培养本地人

才，共同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海南系统化、项目化、品牌

化推进“百千万”人才工程项目。随着自贸港利好政策稳

步落地，各行各业人才看到了“海南机遇”“海南前景”。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才更是第一资源。近几年，我国各城市之间为引才引

智争相推出系列优惠措施，吸引人才“用脚投票”。从招引“高精尖”人才到面向各层次人才全

方位招引，从以落户、解决住房等各种优惠手段吸引到构建更为全面丰富的引才体系，围绕着

人才培养和引进，各地近年来可谓“大招”频出，城市间人才流动也在发生着不少变化。

从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到成都打造“蓉漂”品牌矩阵，再到厦门变“筑巢引凤”为“三

顾茅庐”……多个城市推出“招贤纳士”新举措的背后透露了我国人才流动的哪些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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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跨城流动迎来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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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大 学 生 留“ 厦 ”来
本报记者 薛志伟

“成都说过，许我一个美好未来，所以来了

这里就不会走”“绕过江山错落，才发现成都

是人间星火”……如果你曾经在成都的

地铁站、公交站里看过“蓉漂”们留下的

话语，或许就能体会到成都的温暖和

魅力。

四川省成都金满堂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段丽丽 2020 年曾短

暂拥有过一个身份——“蓉漂”党

员专家科技志愿者服务团物资筹

备组组长。“曾经‘漂’在成都，如

今‘定’了下来，我愿意为这座城

市的发展贡献一己之力。”段丽丽

告诉记者，“2011 年我来到成都创

业，去年买了房，孩子也在心仪的公

立学校读书，我们在成都实现了安

居乐业的梦想。”

“蓉漂”之后不漂泊，是很多来蓉人

才的心声和期望。成都近年来加快建设以

人才可获取性、创新创业活跃度、生活成本竞

争力、城市宜居性为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人才枢

纽，人才总量已达556.3万人，位居全国第四位。

因为太“拼”，“成都人才新政1.0版”当年不

仅登上网络热搜，还引得全国多个城市效仿。

“先落户后就业”“外地来蓉求职大学毕业生提

供 7 天免费住宿”……2017 年 7 月出台的“成都

人才新政 12条”如今读来仍能感受到成都求贤

若渴的满满诚意。新政策实施以来，约 49万余

名青年人才落户成都，带动 2020年成都城市户

籍人口老龄化率较2016年下降0.68个百分点。

“随着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推进，成都

提出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与

城市发展相适应的人才政策也演变为以高水平

人力资源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成都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介绍。

2020年9月，“成都人才新政2.0版”出台，聚焦源头创新、技术突破

等关键环节，更大力度支持全球高端人才、产业领军人才等来蓉发

展。正在研究制定的“成都人才新政 3.0版”将更大限度地赋权新经济

企业、赋能新经济人才。

在成都，服务人才的载体有很多，比如人才发展学院、青年人才驿

站等。它们都同属一个品牌——“蓉漂”，这是全国首个进行商标注册

的人才工作品牌。“我拿到了‘蓉城人才绿卡’，当我有住房、落户、就

医、子女入学等相关需求时，这张卡是‘王牌’。”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

所长王暾说，“成都高新区为我们提供了项目启动资金，‘蓉漂计划’提

供了关键助力。”通过实施“蓉漂计划”，成都引进高层次人才799名、顶

尖创新创业团队78个，孕育出上市企业14家。

成都将每年 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设为“蓉漂人才日”。今年 4月

24 日的“蓉漂人才日”活动上，成都联合重庆和 10 余个副省级城市发

出“推动城市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倡议”。目前成都已建立“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人才服务体系。正如“蓉漂人才之歌”《留在成都》里唱

的，“所以我要留在成都，人生的旅途，有更多的遇见……”

上图上图 成都蓉漂成都蓉漂

人才发展学院人才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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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下图 中国国际人中国国际人

才交流大会才交流大会海归人才招海归人才招

聘会聘会。。 毛思倩毛思倩摄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