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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无定止，渊深则归；鸟无定栖，
林茂则赴。“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
兴；环境不好，则人才散、事业衰。”

对引进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分
领军型、高层次、紧缺型不同类型，分
别给予项目扶持资金、股权投资基
金、创业场所；获得社会风险基金投
资的，“许昌英才基金”可提供其投资
额的 10%至 30%跟进配套风险投资；
根据高层次人才引进类型给予最高
100 万元安家费、每月最多 5000 元生
活津贴等一系列“含金量”颇高的政
策，显示了许昌“求贤留才”的真诚。

为真正消除全职来许创新创业
的高层次人才的后顾之忧，市委、市
政府专门成立了人才专项编制“周转
池”——市科技创新研究院，按照“特
需特办、人留编留、人去编销、职数专
用、从严控制”原则，设立了高层次人
才专项编制，凡具有事业单位身份的
高层次人才来许创新创业，可按现行
政策在研究院继续保留事业单位身
份；建成了高端人才中介服务平台
——“许昌英才港”，作为许昌市对接
引进高端人才资源、服务创新创业人
才的综合服务平台和实施“许昌英才
计划”的重要载体，现已引进创新创
业人才（团队）7 个，通过第二批评审
认定 4 个；在许昌市人社局设立了高
层次人才服务中心，明确 11 类具体

服务项目及服务流程、保障措施，为
高层次人才在生活、工作、创新创业
以及政策咨询、交流联谊等方面提供

“一站式、一条龙、保姆式”的服务。
除了贴心的服务外，我市还对优

秀创新创业人才给予真金白银的奖
励。近年来，我市多次召开高规格的
表彰大会，对“许昌英才计划”评审认
定的创新创业人才（团队）、高层次人
才进行了隆重表彰奖励。

越是高层次人才，越看重事业发
展的机遇和空间。只有从根本上营
造一个适合人才发展的好环境，人才
才会慕名而来。郑健龙是万里路桥
集团引进的一个“重量级”人才。“合
作首先看人，与许昌结缘，我看到了
许昌人惜才、爱才的决心。”身为中国
工程院院士、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获得者，来到许昌从事公路养护
与建设领域内新技术、新设备、新材
料的技术研究工作，郑健龙的选择标
准，道出了很多来许创业专家的心
声。

问许何以聚英才，产才融合活水
来。如今，矢志发展的许昌，英才毕
至，各展风采；砥砺奋进的莲城，风起
帆扬，千舟竞发。让我们一起，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新时代许
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奋力拼搏。

“许昌英才计划”为“智造之都、宜居之城”建设厚植人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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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创新，同样离不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许昌，在这方面已经先行一步。2016年4月，许昌市发出“求
贤令”——实施“许昌英才计划”，设立不少于15亿元的“许昌英才基金”，广开进贤之路。

“许昌英才计划”实施3年来，市委、市政府分三批评审认定了74个创新创业人才（团队）项目、788名高层次
人才，市财政奖励扶持资金2亿多元。

如今，随着引才聚才“强磁场效应”愈加显现，人才支撑产业、产业聚集人才的良好局面已基本形成。据初步
统计，2017年、2018年我市奖励扶持的前两批42个人才（团队）项目大部分进展顺利，目前已实现产值约9.4亿
元、营收约7.1亿元，贡献税收6000多万元，实现就业1800多人，获批专利270多项。

大众 业
万众 新创

“尚贤者，政之本也。”
2016 年 4 月，许昌市委、市政

府正式出台《关于实施“许昌英才
计划”的意见（试行）》，标志着“许
昌英才计划”这一引进创新创业
人才（团队）和高层次人才的人才
工程正式启动。

“许昌英才计划”指出，“十三
五”期间，许昌市将设立不少于
15 亿元的“许昌英才基金”，实施
引才聚才“5115 工程”，力争引进
培育 50 个创新创业人才（团队）、
1000 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创
办市级以上创新型企业 100 家以
上，引进培育 500 个优秀大学生
创业项目，努力把许昌打造成优
势独特的产业科技人才高地。

与此同时，许昌市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结合自身
职责，分别起草制定了《许昌市创
新创业人才（团队）引进工程实施
办法（暂行）》《许昌市高层次人才
引进工程实施办法（暂行）》《“许
昌英才计划”政府资助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暂行）》等 8 个配套办
法。其与“许昌英才计划”相互衔
接，共同构成了“1+8”人才新政
体系。许昌市各县（市、区）积极
探索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
融合对接，纷纷实施地方引才计
划，形成了许昌市、县两级上下贯

通、系统全面的引才格局。
2017 年 10 月份，许昌市成功

举办了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许昌
行活动，邀请 34 名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与许昌市 88 家重点企业
进行面对面对接。

2016 年，全市新引进创新创
业人才（团队）36 个、高层次人才
326 名，分别为出台政策前的 2.7
倍、3.5 倍，通过首批评审认定的
创新创业人才（团队）16 个、高层
次人才 59 名；2017 年，申报创新
创业人才（团队）56 个、高层次人
才 566 名，通过评审认定的创新
创业人才（团队）26 个、高层次人
才 341 名，相比 2016 年又有大幅
提高，质量层次也有明显提升；
2018 年，申报创新创业人才（团
队）75 个、高层次人才 827 名，通
过评审认定的创新创业人才（团
队）32 个、高层次人才 388 名。目
前，全市引进以国家“两院”院士
层次领衔的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

（团 队）7 个 ，以 长 江 学 者 、国 家
“千人计划”专家层次领衔的高层
次创新创业人才（团队）28 个，引
进高层次人才 451 名。“许昌英才
计划”实施以来，全市高层次人才
数量大幅增加、层次明显提升，为
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了一批高质
量人才。

高端人才对事业发展具有关
键支撑作用，对人才队伍建设具
有引领带动作用。实践证明，引
进一个领军型人才，有时候能带
动一个产业发展，甚至培育出一
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较短的时
间内实现转型和跨越。

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
工程学部院士、交通运输部跨世纪
重点学科带头人郑健龙，带领 9名
博士创办了河南万理公路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实施的“基于结构层
面寿命递增的耐久性沥青路面设
计方法研究”项目，可使路面设计
寿命提高 5至 10年、养护费用节省
20%以上，将在工程施工行业掀起
一场变革。许昌德通振动搅拌技
术有限公司引进冯忠绪教授团队
实施的“振动搅拌装备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填补了国内空白，推动了
我国搅拌设备行业产业结构调整
升级。目前，该设备推广至全国

20 余 个 省 份 ，今 年 预 计 纳 税 近
2000万元。河南黑马动物药业有
限公司引进的中科院“百人计划”
专家梁剑平教授团队，成功选育出
适合北方地区种植的青蒿新品种，
将建起年产 60万吨的全国最大的
青蒿生产基地。襄城县首山化工
科技有限公司引进的教育部“长江
学者”肖文德教授团队，成功研发
了“年产 2000 吨硅烷”项目，填补
了国内空白，扭转了我国高纯度硅
烷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该项目
建成后，年产值达 20 亿元，利税 5
亿元。

引 进 一 名 创 新 创 业 领 军 人
才，打造一批创新创业团队，催生
一批高科技创新企业，崛起一个
战略新兴产业……3 年时间里，
来许创新创业的专家们立足许昌
实际，运用高端智慧、技术优势、
人脉资源，为我市产业发展转型
升级献计献力，作出了突出贡献。

谋篇布局出新政广开渠道聚英才

创新驱动促转型高端引领助腾飞

强化激励激活力创优环境重归属

求职者在许昌市2018年迎新春促就业惠民生人才招聘会现场查询招聘信
息。 资料图片由记者牛书培提供

□ 记者王利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