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服务留人才

平台吸引人才，环境打动人
才，服务温暖人才。

对于政府的贴心服务，90后
创业者王小媛颇有感触。王小媛
创办的重庆米优贝佳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直播带
货”，搭建网上消费平台等。之前，
公司租用的场地难以满足“直播带
货”业务拓展需求。了解情况后，
今年，江津区政府有关部门主动靠
前服务，不仅为该公司免费提供了
场地，还为企业落实了一系列降税
减费政策，帮助企业应对疫情冲
击。

王小媛是江津青年人才创业
的典范，也是江津优化人才服务的
有力佐证。

近年，江津密集出台人才政
策，服务人才细化至创业发展、安
家、住房、子女教育全链条环节，政
策含金量、开放度十足。例如，引
进顶尖人才最高可享受1000万元
的安家补助。对引进的紧缺博士，
给予最高30万元安家补助、1000
元/月人才激励金、10万元的购房
补贴。给予事业单位硕士研究生、
体制外“双一流”硕士研究生5万
元安家补助、500元/月人才激励

金、最高5万元购房补贴等等。“对
人才，江津可谓是求贤若渴、诚意
满满。”江津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

此外，江津还全力打造了集区
级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镇（街
道、园区）人才服务站、企业人才服
务点的三级人才服务网，建立了一
支强有力的人才服务专员队伍。
2019年以来集中受理高层次人才
服务事项700余件，提供人才公寓
211套，让人才切实感受到尊重和
关怀，真正扎根江津、奉献江津。

研修过程中，43名学员依托

专家座谈会等交流机会，聚焦川渝
两地如何强化交流合作的主题，结
合所学、所见、所闻、所思，畅所欲
言谈观点、说想法、提建议，提出了
很多助力川渝合作、江津发展的新
思路、新见解，纷纷表示将为唱好

“双城记”、建好“经济圈”，奋力开
创川渝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全国
发展大局作出新贡献。

充电挖潜育人才

本次研修班，统筹安排了专题
授课、现场教学、实地考察、座谈交
流等内容，为学员们提供了充分的
学习、交流、展示的机会。

“以往都是埋头做经营，这次
研修让我‘抬了抬头’，从另外的角
度认识了国家的发展、行业的发
展，收获了很多新启发、新思路，也
找到了一些合作机会。”学员重庆

自行者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祝
露峰说。

人才工作既要“远者来”，更要
“近者悦”。江津高度关注人才成
长，坚持把挖潜作为人才工作重要
着力点，多形式、分领域开展人才培
养工程，全面提升人才队伍素质。

2017年以来，江津示范性举
办专家人才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培训班，培训高
层次人才89名。分领域开展知识
分子爱国奋斗精神研修班等人才
研修班12期，培训人才800余人
次。每年对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医
疗卫生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等各行
业人才开展专题培训，累计培训1
万余人次。

以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为载体，
整合江津综合保税区、区委党校、
聚奎书院等优势资源，围绕“爱祖
国、爱人民、爱科学”，大力弘扬抗
战文化、“两弹一星”精神、院士精
神，江津区着力打造人才研修基
地，持续引导广大专家人才，把爱
国奋斗作为自觉行动和毕生价值
追求，勇立潮头、建功立业。

广开渠道引人才

距离家乡 300多公里，四川
农业大学机械学专业的大学生邬
嘉将职业生涯首站选在江津。他
的到来，关键在于当地党委政府
搭建的引才平台。

今年3月，赶在毕业季以前，
江津早早发布《2020 年江津区

“津鹰计划”引才活动需求目录》，
面向全国广招336名企业、机关
事业单位优秀人才。

“政府搭建的引才平台，影响
力、吸引力以及社会传播力，远非

单个企业所能比拟。”重庆江增船
舶重工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有关
负责人李民荣表示，通过“津鹰计
划”引才活动，公司成功招到了心
仪的研发型人才。

为把更多人才引到江津、留
在江津，江津广开渠道，打出了组
合拳。

精准聚焦按需引才，围绕重
大战略、重点产业和重点行业，江
津精准锁定急需紧缺存量人才，
明确13个急需紧缺领域、125个

紧缺专业，当期岗位需求223个，
开通引才绿色通道，采用多样招
引方式，最大程度简化引才程序、
缩短引才周期。

重点项目凝聚人才，实施“双
招双引”工程，每年开展100余次

“双招双引”活动，吸引200多批次
人才团队来江津考察洽谈，签约招
商项目超150个，引进优秀青年人
才超过300名。实施海内外高层
次人才引进工程、万名大学生留江
津创业计划等重点人才工程，每年

引进高层次人才300名以上、青年
人才2000名。每两年开展一次

“引才伯乐”评选，在引才成效显著
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中评出15个

“引才伯乐”，给予最高6万元奖励。
刚柔相济汇聚人才，广泛借

智借力，明确短期聘用、技术入
股、智力服务、项目合作等11类
柔性引才方式，柔性引进“候鸟专
家”、转化技术成果。目前，江津
区已柔性引进各领域专家140余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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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时龙 重庆大学副校长

江津区企业众多、工业基础雄厚，
要加强支持制造业企业与高校的基础
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川渝本地大学的
基础科学研究中心建设，尽可能靠近
本地大学校区建立制造业公共应用试
验中心。重庆大学工程学科、材料学
科是优势学科，我们非常看重医工结
合，希望加大与重庆大学医学院的合
作。建议江津与川渝地区的高校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

王国胤 重庆邮电大学副校长

重邮将结合利用重庆市正在实施
的“人工智能+”学科建设计划，进一步
为江津区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建
设提供科技创新和人才供给动力。我
作为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和重
庆市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建议江津
参加到高峰论坛的组织活动中，充分
利用好全国（乃至国外）的大数据智能
专家资源，助力江津区团结湖大数据
智能产业园的高起点高质量建设。

梁应敞
欧洲科学院院士，四川省人工智能研
究院院长

通过参观聂帅陈列馆，聆听我国
“两弹一星”的故事，我们要向老一辈科
学家学习，坚持科技工作的四个面向。
中学生人工智能素质要培养。川渝地
区未来在重大工程、重大科学装备必将
有更多的合作。江津区要大力加强川
渝地区的科技协作，在前沿“卡脖子”工
程方面共同攻关、共建大科学装置、协
同国际合作交流，助推西部科技城乃至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

翟立新
四川汉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津江津，人才是金”。江津自
古以来人杰地灵，希望江津进一步充
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人文传
统，紧紧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重大机遇，精准制定政策、凝聚人
心、汇聚人才、留住人才，形成人才高
地。建议川渝两地开展高层次人才直
接互认。

刘 杰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感
染与疫苗研究室和病原微生物-生物
安全试验平台主任

川渝合作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本
次研修学习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进一
步激发了我们的爱国奋斗热情和建功
立业的使命感。在医疗卫生领域，我
们将通过人才培养，人才输入，共建检
验、检测实验室，科研课题合作等方式
来提高江津医疗水平，助推江津医疗
发展。

牟鲁西
四川省智能制造创新中心总经理

对于老百姓日常需要的产业，应
结合科技发展，对传统产业进行“固
本”“培新”。江津区的企业要主动拥
抱数字技术、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
新型的制造赋能工具，主动融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渝双城间的
产业对接要常态化。

杨海滨
重庆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研发
中心主任

疫情加速了制造业的分布化，建
议江津区抓住这一次总部经济外溢、
产业转移的机会。数据是21世纪的石
油，疫情加速了制造业的数字化，可学
习佛山维尚家具，让产业与大数据紧
密结合。疫情加速了制造业的智能
化，可持续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产
业智能化上面加大投入。

为深化“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落实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人才协同发
展要求，引导高层次人才到基层
一线贡献才智，9 月 25 日至 27
日，由重庆市委组织部、四川省委
组织部、重庆市人力社保局联合
主办，重庆市人才发展中心、四川
省高端人才服务中心、重庆市专
家服务中心、江津区委组织部等
承办的川渝英才爱国奋斗研修班
在江津举办，43名来自川渝两地

大数据智能化、智能装备制造、金
融、开放型经济、医疗卫生等领域
的高端专家汇聚江津，联合研修。

3天的研修时间，紧扣“爱国
奋斗”的鲜明主题，专家们既有
学习又有实践，既参加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解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国
家战略设计与地方发展策略等
理论学习，又走进聂荣臻元帅陈
列馆、聚奎中学，聆听了聂荣臻
元帅精神报告会、江津区走出的

21名院士专家爱国奋斗经历报
告会，还深入江津综合保税区、
江津工业园区、医院一线，把脉
指导大数据智能化、智能装备制
造、消费品工业、医疗卫生发展，
为江津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
策，在江津区实实在在地上了一
堂服务区域发展、服务基层一线
的实践课。川渝专家联合研修，
必将成为两地高层次人才交流
合作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这场川渝英才首次联合研修

为何落地江津？重庆市委市政府
明确提出，江津区要“当好融入主
城的先行区、渝西发展的领头羊、
川渝合作的排头兵”。选择在这里
举办研修班，不仅源于江津坚实的
产业基础，更源于江津一直以来求
贤若渴、诚意揽才的坚定决心和走
在全市前列的人才工作。

近年来，江津区始终秉承
“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深入
实施“津鹰计划”，全面构建“1+
6+N”人才政策体系，保障落实

每年不低于1亿元的“人才发展
专项资金”，着力为高层次人才
提供经济待遇、子女入学、配偶
择业、人才公寓等全方位保障服
务，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到江
津创新创业。目前，江津区已建
成院士专家工作站5个、国家级
和市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0
个、国家级和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71个，与 13所知名高校搭建校
地合作平台，人才总量达19.3万
人。

专家观点专家观点————

专家调研德感工业园 摄/邓浩 专家调研双福新区 摄/王茜

辖区 7 所高校每年为江津
输送大量高素质人才

专家调研珞璜工业园 摄/施婉莹

座谈会现场 摄/贺奎

弘扬工匠精神，培育津工精匠，江津区举办汽车维修技术大赛

杨刚 朱玉 唐楸 吕晓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

由江津区委宣传部提供

蓬勃发展的江津蓬勃发展的江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