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 年，我来到东莞，第一份工作在东莞；

2004 年开始创业，第一次创业也在东莞。很多

人问我为什么选择东莞？这里得天独厚的区位

优势，非常完善的供应链优势，让公司能够在这

里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国家高层次人才吴丰礼说。

近 10 年来，该公司收入额基本保持了年均

40%以上的增长。如今公司已成为广东工业机

器人产业头部企业。

和吴丰礼一样，一大批人才在东莞打拼。目

前，东莞市人才总量达 258.4万人，稳居广东省第

三、地级市第一；高层次人才总量达18.3万人，省创

新科研团队数量连续10年位居全省地级市第一。

科技日报记者在东莞走访得知，在中国散裂

中子源，目前已有超过 400名中科院高端科研人

才常驻东莞；在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已集聚科研

人员 900 多名，拥有两院院士 10 人；在东莞理工

学院，2016 年以来共引进博士以上人才 900 多

人；在东莞各类新型研发机构，已引进科研人才

3336 人。此外，目前东莞持有效外国人来华工

作许可证超 4900 人，共签发外国高端人才确认

函 120余份，数量为全省第二。

各类人才集聚东莞，让这里的创新优势愈发

明显。2020 年，东莞市 R&D 占比达到 3.54%，位

居全省第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7400多家，

稳居全省地级市第一。今年 11 月发布的《中国

城市竞争力报告 No.19》，东莞科技创新竞争力

挺进全国 20强，较去年上升 20个位次。

颇受外界关注的是，东莞今年GDP将实现突

破。今年前三季度东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694.62

亿元，同比增长9.1%，预计今年将成为全国第15个

拥有万亿GDP、千万人口的“双万”城市。

“今天的东莞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

人才。”肖亚非说。

有望成为全国第15个“双万”城市

地方动态

7责任编辑 李国敏

2021年 12月 24日 星期五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区 域
REGIONAL INNOVATION

◎本报记者 龙跃梅

“2018年我回国到东莞，继续我在极化中子领

域的科学研究。东莞这个城市有着非常完善的科

技配套，对于人才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在这里从

事科学研究，我觉得有无限的可能。”中科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童欣对东莞有着特别的情愫。

“是人才，进莞来。”东莞敞开怀抱拥抱天下

英才。12 月 8 日，在 2021 东莞高层次人才活动

周上，东莞发出“英雄帖”——从 2022 年起实施

新一轮“十百千万百万”人才工程，力争用三年左

右时间，引进 10 个战略科学家团队，选拔 300 名

博士研究生专业人才；引进培养 1000 名重点行

业领域的领军人才等。

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肖亚非表

示，东莞将牢牢把握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

地建设重大机遇，聚焦“科技创新+先进制造”，

以新一轮“十百千万百万”人才工程为抓手，深入

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市战略，依托大科学装置汇聚

一流科学家，举全市之力建设松山湖科学城，推

动更多科研机构落户东莞。

十大战略科学家团队方面，每个团队给予

5000 万至 1.5 亿元资助；百名博士专业人才方

面，新引进的博士人才最高可享受 100万元综合

补贴；千名拔尖领军人才方面，引进的重点行业

领域特色人才，最高可获得 1000 万元购房补贴

和 35万生活补助；创新创业人才方面，新引进的

硕士、中级职称、高级职称人才给予最高 6 万元

综合补贴，新引进的本科学历人才给予最高 1万

元补贴；技术技能人才方面，引进培育的工匠型

高技能人才，技能领军人才给予最高 600万元购

房补贴和 30万元生活补贴……

站在新的起点，东莞提前谋划，推动人才政策

落地。近日，《东莞市新一轮“十百千万百万”人才

工程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对外发布。

《行动方案》提出，从 2022年起，实施新一轮

“十百千万百万”人才工程，力争用 3 年左右时

间，引进 10个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战略科学家

团队；选拔 300 名博士研究生专业人才进入机

关、学校、医院、科研单位以及重点民营企业；引

进培养 1000 名重点行业领域的领军人才；引进

培养 6万名硕士以上创新创业人才、50万名本科

学历人才进入社会各领域；推动 100万人提升学

历技能素质，将东莞打造成为创新创业人才高

地、技能人才之都、人才生态最优城市。

东莞还将目光瞄准了特色人才。特色人才

包括在东莞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产业

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重点发展的行业、产业、领域

紧缺急需或做出相应贡献的国内外高层次人

才。对于特色人才，东莞给予住房保障和生活补

助，并可享受科研、创业、居留和出入境、落户、医

疗、社保、子女入学、税收等方面的综合服务。

根据《东莞市特色人才服务政策实施办法》，

3年时间引进10个战略科学家团队

大科学装置大科学装置““做媒做媒””
广东东莞有了独特人才吸引力广东东莞有了独特人才吸引力

12月 8日，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领军人才东莞

创新驱动中心（以下简称东莞驱动中心）启动。

今年 11 月底，科技部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领

军人才东莞创新驱动中心的建设论证，同意在东

莞建设大湾区首个人才驱动中心。

东莞驱动中心是科技部人才中心和东莞市

共同打造的汇智集才服务平台，旨在围绕产业

链、强化创新链、构建人才链，打造国家领军人

才、高校院所与东莞企业紧密合作的服务平台，

加速科技成果在莞转移转化、共享交流，有效解

决企业技术难题和发展需求。

人才和科技密切相关。为了更好地吸引人

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东莞市科技局围绕新一

轮“十百千万百万”人才工程的建设任务，把科技

人才的引进培育摆在重要位置，正谋划推出一系

列政策措施。

“我们将围绕产业链、创新链来布局人才链，

建立全链条人才引育体系，将根据创新链和人才

培育发展阶段出台不同的科技人才政策，分别为

聚焦于源头创新的引进战略科学家团队政策、聚

焦于成果转化的扶持科技人才创业政策以及聚焦

于后备研发人才培育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政

策，重点围绕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重点实

验室的建设发展，打造一支创新能力强的科技人

才队伍。”东莞市科技局局长卓庆对此思路清晰。

对此，东莞科技局将出台扶持科技人才创

业政策，聚焦于支持既懂科技创新又懂市场运

营的科技企业家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

果来莞创办企业转化，建立科技人才创业培育

库，对进入培育库的科技人才及企业，在培育

期内获得最高 500 万元的租金补贴和“里程碑”

发展奖励。

卓庆表示，东莞市科技局将出台研究生培养

（实践）基地建设五年行动计划，推动一流高校设立

研究生联合培养“东莞专项”，给予联合培养（实践）

研究生生活、交通补助，提供“拎包入住”的宿舍，给

予优秀工作站、优秀导师奖励补助。3年内建立研

究生工作站40家，实现在莞联合培养（实践）研究

生达1500人。

“2018 年，我回国到东莞来参加东莞松山湖

实验室的建设，我来东莞的主要原因，是觉得这

里的科技发展前景非常好，政府对科研的支持力

度非常大。”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松山湖材

料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赵金奎说，相信将来东莞松

山湖不仅是大湾区的地理中心，也将成为大湾区

的科技创新中心。

围绕产业链创新链来布局人才链

东莞向符合条件的特色人才提供最高 2000万元

创业类贷款；按其贷款期内实际支付利息最高不

超过 70%的比例给予两年，每年最高 200 万元贴

息；给予两年，每年最高 6万元场租补贴。

另外，对符合条件的特色人才优先提供租住

人才公寓优惠，或给予最长 3年每月最高 2000—

6000元租房补贴，或给予最高 100万—1000万元

购房补贴。

“东莞引才，不拘一格。无论是科学家、领军

人才和行业精英，还是卓越工程师、学历人才和

技能人才，只要是人才，东莞都海纳百川，求贤若

渴。”东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吕元元说。

◎陈 科

四川素有“中医之乡，中药之库”的美誉，特

色药材资源丰富，在全国中药资源中占有独特

而重要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2018 年四川启

动筹建“省部共建西南特色中药资源国家重点

实验室”，并于 2021 年获科技部正式建设批文。

该实验室以成都中医药大学为依托，汇聚了国

内外高校、研究院所、企业和医院等 27家单位的

协同创新中心。目前，已建成全球最大中药种

质资源库，为西南特色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和利用保驾护航。

“中药资源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源头和基

础，也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区大力发展的支柱产

业之一。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在保障民众

健康、开发创新药物、构筑生态屏障、助力精准

扶贫等方面正发挥着巨大作用。”12月 8日，谈到

当前西南特色中药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发展

情况，重点实验室主任彭成教授说。

由于特殊的地形地貌，我国西南地区孕育

了丰富独特的药材资源，这里的中药品种约占

全国中药资源的 70%、常用中药的 90%、道地药

材的 37.7%。

“西南特色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是中药战

略资源发展的重要部分。”彭成表示，中药作为我

国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

源，关乎生态环境保护和新兴战略产业发展。

过去，我国系统开展中药特色资源相关研

究较少，正影响着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和中药

资源科技创新。

为对西南特色中药资源开展基础和应用基

础研究，该重点实验室以“系统中药学”思想为

指导，凝练了西南特色中药种质的保存与创新、

西南特色中药的多维评价、西南特色中药资源

的转化机制与调控等 3个研究方向。

“在面积达 21000 平方米的重点实验室内，

现有全球最大种质资源库，可库容 22 万份中药

种子，保存期限最长达 50年，对保护好中药战略

资源，保障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彭成说。

中成药的二次开发是中药现代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医药结合方面，该实验室提出的中

药防治耐药菌感染创新药物发现模式和基于构

效关系的创新药物发现模式，获国家重大新药

创制项目。

此外，通过对益母草、川芎、附子等 30 余个

西南道地药材的研究与开发，实验室建立起 10

万亩标准化种植示范区，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100

亿元，带动 20个县 5000余农户脱贫增收，极大促

进了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来，重点实验室围绕西南特色中药的

保存与创新、多维评价、转化机制与调控等研究

方向，先后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新药创

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等国家级项目

200余项。”彭成说。

聚焦西南特色资源，四川这样护航中药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散裂中子源在中国散裂中子源，，目前已有超过目前已有超过400400名中科院高端科研人名中科院高端科研人
才常驻东莞才常驻东莞。。图为中国散裂中子源团队图为中国散裂中子源团队。。 松山湖科学城供图松山湖科学城供图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陈思琳 罗拓夫）12 月 16 日，

“2021 年湖南省科技金融服务工作总结表彰暨科创板上市后备库入

库企业培训会”在长沙启动。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机构的专家，为

湖南省 100 余家科创板入库企业开展了上市规则、法律和财务规范等

内容的宣讲。会上，湖南省科技厅副厅长朱皖透露，该省拟着力探索

科技金融服务新模式。

近年来，湖南积极促进科技金融融合发展，在推动政银合作、扶持

企业上市、科技金融改革试点、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建设等领域取得了诸

多进展。如，政银合作上，出台了《进一步强化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

施》，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湖南省科技型企业金融支持力度。截

至今年三季度末，多家银行为全省科技型企业累计投放贷款超过 1400

亿元，覆盖企业超过 10000 家。

推进企业上市工作方面，今年已推动 33 家科技企业在科技创新专

板挂牌，并建立了科创板上市后备企业库。目前，全省已有 12 家高新

技术企业在科创板上市，上市数量居中部地区第二位，首发上市融资额

居中部地区首位。

在科技金融改革试点方面，湖南启动了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

用贷款试点工作，累计为岳麓山大科城等 4 个试点区域、60 多家企

业发放纯信用贷款超 2 亿元。持续推进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服务体

系建设，在全省已布局 12 个分市场和 8 个工作站，助力区域技术转

移和成果转化。

朱皖称，下一步，湖南省着力积极探索科技金融服务新模式，如建

立科技成果评价与金融机构、投资公司资产评估联动机制，引导金融投

资机构建立科技成果评价相关标准，联合金融机构研究提出适合科技

成果特点的资产评估方法。湖南省将探索优化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

用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开发符合科技创新特点的科技

信贷等产品和服务；推进现代化高水平技术交易市场建设，依托潇湘科

技要素大市场服务体系，持续推动科技金融志愿者服务活动，形成“集

成式、全流程、零距离”融资服务模式。

前三季度放贷1400亿元

湖南加大对科企金融服务力度

广 告

科技日报讯 （记者何星辉）“举办活动寻觅人才，搭建平台集聚人

才，聚焦行业引进人才，围绕重点培育人才。”这是贵州省贵阳市汇聚人

才的姿态。日前，来自贵阳市委组织部人才处的数据显示，贵阳的人才

总量已超过 106.25 万人。通过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强化政策吸引

和服务支撑，贵阳着力打造全省人才“蓄水池”，凝聚“强省会”内生动

力。

“南明区政策好、服务好，不仅为我们落实住房补贴，还有效解决了

我们的子女入学问题。”在贵阳臻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龙看来，

吸引他携企业落地的，正是贵阳市南明区良好的人才环境以及人才服

务体系。而贵州嘉盈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刁胜则用“此心安处是吾乡”

来形容自己的感受：“我们公司是深圳新能源高新企业，创业团队多是

广东人。落户后，贵阳市白云区为我们免费提供了 7 套人才公寓住房，

一次性解决了我们创业团队居住难的问题……”贵阳综保区则充分发

挥出产业“筑巢引凤”的作用，通过辖区聚集的丽天苍泰、易鲸捷、天鹰

无人机等数十家科技企业，招揽高端人才，并为人才提供一站式、全链

条的“贵人服务”。作为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贵阳市云岩区挂牌人才

服务站，开展下沉式人才服务和交流，全力营造安心、安全的人才居住

环境和氛围。

据了解，贵阳市以重点产业、重点领域企业为支持对象，通过向企

业发放人才薪酬补贴和引才奖励、向人才发放安家费等奖补方式，降低

企业引才用才成本。此外，建立完善保障房和人才公寓等多元化住房

供应体系、开通“96567”人才服务热线、为“优才卡”人才提供“绿色通

道”……一个个政策的高效落地、一项项举措的精准发力，为贵阳“强省

会”五年行动再添新动力。今年以来，贵阳市引进各类重点产业人才和

急需紧缺人才 2400 余人，遴选培养 700 余名青年人才，累计兑现奖补资

金 5088.7 万元，累计帮助企业搭建平台 40 个、解决困难问题 172 个、办

理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 422 件、协调申报项目 58 个。

强化政策引领服务支撑

贵州贵阳集聚人才超百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