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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人 才 留 得 下 稳 得 住 有 前 途
刘春沐阳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为“让人才留得下、稳得住、有前途”，厦门市近日推出优化人才服务保障

六条举措，通过切实优化高层次人才服务保障，精准对接各类人才需求，加快

提升人才生态和公共服务质量，加速海内外英才集聚，不断开创人才引领产业

发展的新局面。这六条举措涉及提高补贴、配偶安置、子女入学、人才安居、个

税奖励、医疗保健等方面，为厦门市人才工作开足了马力。

厦门市正着力优化人才服务、事业平台等发展环境，集中力量解决青年人

才普遍面临的高房价、子女读书难等痛点问题，不断增强人才的获得感，最终

达到以人才规模发展、人才质量发展带动城市效能提升的目的。

雅马哈发动机（厦门）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系统工程师林晓军下班后步行

15 分钟，就回到了位于厦门软件园三期 D 区的人才公寓。一路走来，各式餐

厅、健身房、电影院、画室等随处可见，平时生活、休闲需求基本都可以得到

满足。

林晓军居住的人才公寓约 50 平方米，与一名舍友合租，每人每月租金

仅需 375 元，还有每月约 200 元的住房补贴。他对目前的状态表示满意：

“一方面，我喜欢厦门这座城市。另一方面，事业有发展前景。同时，人

才公寓地理位置优越，配套也很齐全，能够安心工作，我打算一直在厦门

发展下去。”

目前，厦门市已经针对人才群体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式”住房保障体系。

2021 年，全市计划分批推出保障性租赁房、市级公共租赁房和多批次的人才

住房及其他销售类保障性住房等约 8000 套（间）。近期，厦门市有关部门正在

研究更优惠的人才住房保障体系，计划加大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群体租赁住

房保障工作，接下来还将推出在厦门的大学生“五折租房”等更多优惠政策，让

更多人才能够安心在厦工作生活。

王晶是厦门稿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之一、设计总监，2015 年他在

深圳腾讯公司任职，2016 年从深圳引进到厦门，2019 年入选厦门第四批青年

创新创业 B 类人才。

谈及从深圳转战厦门的原因，王晶说，厦门最吸引他的是美丽宜居的城市

环境，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务实给力的人才政策，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来

厦门后，企业提供了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同时，王晶领取到高层次人才住房

补贴，这成为一家人来厦门的“惊喜”，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在厦安家落户的问

题。除此之外，孩子的上学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没有了后顾之忧，我能更加全

身心地投入企业的发展中。”王晶说。

近年来，厦门市加快推进人才强市战略，深化引才、用才、留才的一体化体

制机制改革，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为新时代特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

撑。2019 年起至今，全市引育高层次人才超 1200 人，柔性引进各类人才 1.3 万

人，审核接收高校毕业生 11.3 万人，人才总量突破百万人。

今年，厦门还将全力推进“三个七”引才计划，争取引进 700 名高层次人

才、柔性引进 7000 名人才，接受 70000 名高校毕业生，打造人才“蓄水池”，为厦

门率先实现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超越贡献智慧。

厦门市高层次人才中心主任王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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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才愿意来，厦门

就是最理想的舞台，任何时候都不晚。”

又是一年“金九银十”的招聘季。近年来，人才资

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日益明

显，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实力竞争的核心要素之

一。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

占据优势。

当前，各地吸引人才工作的思路和重点正在发生

转变，逐渐从早期“比拼财力”向优化环境转变，从“抢

人”转向“留人”。这是一个理性的转变，也是各地在完

善引才留才体系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一些地方给人

才发放补贴的方式或许短期内可以吸引一部分人才，

但要“让人才留得下、稳得住、有前途”，了解人才的真

正需求、增强人才的获得感才是最关键的秘诀。

“让人才留得下”需要城市为人才营造良好的产业

环境。良好的产业环境始终是一座城市吸引人才的最

重要原因，大量人才集中于一二线城市正是因为这些

城市拥有优良的创业空间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无论是

何种类型的人才，在这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能

够放开手脚，去施展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城市应该根

据本地实际，开发创业项目，拓展就业岗位，形成产业

集聚，从而对人才形成“磁吸”效应。

“让人才稳得住”需要城市为人才营造良好的生活

环境。当下的青年人才普遍面临高房价、子女读书难

等痛点，有些人还可能面临夫妻分居两地的状况。教

育、医疗、住房等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无疑是人才在

选择发展城市时的重要参考因素。对城市来说，在引

才时应当将这些问题充分纳入考虑，出台合理的措施，

给人才吃下“定心丸”，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让人才有前途”需要城市为人才搭建良好的发

展平台。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职业需求日趋多元的

当下，人才发展的瓶颈依然存在。如果上升通道不

畅，就有可能造成已引进的人才再度流失。城市在引

才时需要以人为本，为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核心人才

开辟顺畅的晋升通道，充分激发人才的创业活力和积

极性。

需要注意的是，吸引人才不能单纯靠“拿来主义”，

光靠吸引其他地方现成的人才短期内可能有一定效

果，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单一的引才方式不可持

续。各地也要耐心培养本地人才，形成完善的培养体

系，让两者相互补充，共同支撑当地的发展。

厦门：“三不愁”优化人才服务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

海水湛蓝、椰树成荫，海口复兴城国家海外人才

离岸创新创业基地风景如画。这里汇聚了许多来自

俄罗斯、德国、巴基斯坦等国的创业青年。“我们基地

办公场所面积有 4800 多平方米，为创业者提供租金

补贴、税收减免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是人才来海南创

业的‘沃土’，很受创业者欢迎。”海口复兴城互联网

信息产业园副总经理吴清吉说。

近年来，尤其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发布以来，海口市进一步加大各类人才引进力

度，出台更新了《海口市急需紧缺人才指导目录》，制

定出台《海口市人才发展规划（2021—2025 年）》《海

口市人才团队建设实施方案》《海口市人才工作考核

办法》，明晰责任、细化分工，培养人才、招揽人才。

推动人才阵地建设，如今全市已建成市级以上

重点实验室 96 家、工程研究中心 31 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65 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3 家；省级院士创

新平台 94 家。全市建立“候鸟”人才工作站、人才综

合工作站、项目产业孵化站、农村实用人才培育站、

海外人才工作联络站等各类站点 32 个，搭建人才创

新创业平台。海口市还全力打造孵化器、众创空间、

星创天地等各类创新创业载体 44 家，总面积逾 25 万

平方米，目前已入驻企业 2230 多家，孵化载体累计

“毕业”企业 500 多家。

通过推行人才服务“承诺制”“容缺制”和“线上

线下同时受理”工作机制，将工作许可、居留许可两

证并联审批，审批时间由 28 天缩短至 15 天，并对 A

类人才实施 1 小时急速审批，海口市坚持把制度集

成创新摆在首位，着力提升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

管理水平，助推人才服务效率和满意度明显提升。

为进一步招揽国际人才，提升海口的国际化水

平，海口市实施了《外国人工作许可证》与《工作类居

留许可》两证并联审批，设立“外国人服务综合窗口”

和“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服务站”。全市 382 家用人

单位，聘用来自美国、加拿大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人才 867 人。

“引进来、留得住”。海口市不断完善落实人才落户、安居、购房、购车、子

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保障等配套保障政策。进一步优化户政服务，在解决

人才急难愁盼问题上下功夫，通过采取增加网络预约号、新增窗口、增派警力

消化存量、优化网办流程等方式，多措并举为人才提供更多便利。

“我完成博士后研究之后选择来海口工作，起初最担心的是孩子的教育问

题，没想到社区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我，按照就近原则，安排我的孩子入读当地

非常好的学校海南侨中，海口的热情让我非常感动。”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工作的孙杰告诉记者。

海口市还制定出台《海口市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员管理实施细则》，建立

市委联系服务重点专家制度、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员制度和高层次人才服务

片区联系制度，并在重点园区实行“双联络员”服务保障。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海口积极开展团队引才、产业引才、项目引才工作，全

市共办理引进人才落户 47698 人，认定高层次人才 1168 人，全市新增注册企业

5050 家。全市共引进 587 名优秀教育人才，招聘录用医疗卫生技术人才 229

名和 4 个高层次人才团队。

面对“金九银十”招聘季，武汉极目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CEO 程

建伟制定了新一年的招聘计划。“目前公司有 140 人，今年我们想再招 60 人

左右，不仅为武汉留下更多大学生，还要用有竞争力的薪资把一线城市有经

验、有资源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从读博期间初次创业，到如今完成金额逾

1 亿元人民币的 B 轮融资，当年的“留汉大学生”程建伟，现在正用高薪“为汉

抢人才”。

程建伟是“80 后”，2018 年博士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学院。读博期

间，他认为，自动驾驶在全国乃至全球尚处在萌芽阶段，还是一片蓝海。在

创业热潮的感召下，他拉着几位朋友在武汉成立了武汉极目智能技术有限

公司。

2014 年，还不到 30 岁的程建伟第一次在武汉最大的孵化平台“青桐汇”

路演，并当选“创业湖北”2014 湖北大学生创业大赛的创业冠军项目，获得

20 万元的奖金。“对初创公司来说，这样的支持就像为一棵小苗施了肥，帮

助公司生根发芽，才有了今天的枝繁叶茂。”如今，程建伟和他的“极目智

能”不仅做到了商用车驾驶辅助领域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公司的产品更是

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中高端人才的回流，得益于武汉在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重仓布局。

近年来，“光芯屏端网”和大健康等武汉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加码，一大批战略

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纷纷在武汉建立研发总部、区域总部乃至“第二总部”，

头部企业扎堆对人才流入影响明显。

自从入驻武汉以后，小米集团成为国内外青年才俊来汉就业的重要选择

之一。“落户武汉 4年来，高端人才不断聚集，小米武汉总部在人工智能等前沿

技术领域的创新发展远超当初预期。”小米集团副总裁、小米集团技术委员会

主席崔宝秋介绍，小米金山武汉总部未来还将用 10 年的时间，发展到万人规

模，成为小米集团未来的“超大研发总部”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高地”。

近年来，武汉立足科教资源禀赋，做足“大学+”文章，积极参与国际人

才竞争，打造与国际化相适应的新时代人才活力之城。7 月刚发布的首批

武汉东湖高新区光谷招贤榜，35 家单位提供 60 余个百万元年薪岗位。据介

绍，武汉东湖高新区还将按照实际年薪的 50%给予无偿资金资助，最高可获

得 1000 万元。武汉拿出诚意，招引“965”产业高端人才。

武汉还深入实施“学子留汉”工程，加大政策保障，降低大学生留汉成

本。减轻大学生安居负担，为 1.06万名留汉大学生提供租赁房，市、区财政大

学生安居保障补贴达 9500 万元。为大学生提供免费创业工位，资助省、市大

学生创业项目 1800多个，资助资金 3200万元，发放担保贷款 1.96亿元，扶持创

业大学生2.97万人。自2017年以来，武汉已连续4年成为人才净流入城市。数

据显示，过去 4年，武汉新增留汉大学生 139.4万人，其中落户 64.4万人。而从

2016年以来，大学毕业生留汉比例从42.18%逐年上升至目前的65.12%。

既“产业跟着人才走”，也“人才跟着产业走”，“引资”“引智”打造战略性

新兴产业链，入“圈”、连廊建光谷科创大走廊，企业群、产业带、城市圈⋯⋯

武汉通过“算大账”，持续释放人才引力波。目前，武汉累计引进 9 名诺贝尔

奖得主，拥有两院院士 74 名、国家级重点人才 655 名、省级专家 690 名，人才

总量超过 285 万人。在人才创新引领下，9 纳米光刻试验样机、全国首款 128

层三维闪存芯片、全国首条 5G 智能制造生产线等一大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

在汉问世。在 2020 年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中，武汉创新能力排名

第 5 位；2020 年在《自然》杂志发布的全球城市科研指数排名中，武汉位列中

国第 4 位、全球第 13 位。

武汉：降低大学生留汉成本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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