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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

一动力”，人才已成为助力发展的关键因素。要实现

“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大美上饶”的目

标，归根结底都要靠人才驱动。

“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环境不好，则人才

散、事业衰。”近年来，上饶充分认识到做好新时代人

才工作对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意义，围绕

“打造人才生态最优城市”，聚焦用人主体、产业发展

和人才需求，突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导向、统筹产业

发展和人才培养、引进、开发规划，不断创新人才政

策，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成就人才，营造拴心留人的

环境集聚人才，创造成长成才的条件培养人才。通

过厚植人才成长沃土，“智”撑上饶高质量发展，努力

把上饶建设成为人才集聚之地、人才辈出之地、人才

向往之地，为“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大

美上饶”提供智力支撑。

厚植人才成长沃土“智”撑上饶高质量发展
——上饶倾力打造人才生态最优城市掠影

（本版文图由上饶市委人才办提供）

这里历史悠久、崇文重教，人才辈
出、群贤毕至，是一个“孕育人才、成就
人才”的地方；

这里尊重人才、厚待人才，为广纳
天下英才，拿出了求贤若渴的劲头、惜
才如金的诚意，打出了育才、引才、留
才、用才的“组合拳”。

上饶市在加速发展大工业、大旅
游、大农业，持续提升改革开放、城乡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县域经济发展、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进程中，坚持党管

人才、凝聚人才、服务人才，紧紧围绕
实现“主动对接融入‘长三角’、打造人
才生态最优城市”目标，始终坚持人才
分布在哪，工作和服务的脚步就跟进
到哪，坚持招商与招才同行，引资与引
智同向，逐渐形成了产才融合发展的
上饶品牌，为融入长三角、中部走前
列、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
大美上饶提供了有力支撑。2019年，
上饶市成功入选“中国最具人才吸引
力百强城市”。

4月 15日，2021上饶国际细胞谷新一
代生物医学发展与临床转化会议召开，2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法国国家技术科学
院院士、细胞产品中国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韩忠朝等专家出席。国际细胞谷项目以
上饶干细胞再生医学产学研基地为基础，
将打造成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以细胞和
基因治疗为特色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和产
业新城。

“大咖”们为何纷至上饶，力推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合作？这离不开一个人
——韩忠朝。2013 年，致力于干细胞再
生医学技术研发的韩忠朝来到上饶，带
来了投资 21亿元的国际干细胞再生医学
产学研项目。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转化，
韩忠朝一人实现了一条“产业链”——一
个以干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精准医学
大健康服务体系。以干细胞再生医学为
基础，上饶全力打造大健康产业，分别建
设国际细胞谷、科研中心、医疗中心和康
养中心，形成“产、学、研、医、养、美”的产
业体系，成为上饶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的核心项目。

引进一名人才、创新一项技术、形成
一个产业，上饶以才促产、以产引才，实现
产才深度融合成效显著。大力加强数字
经济人才建设，通过产教融合、产才融合，
为数字经济人才厚植成长沃土。上饶市

政府采取超常规举措，牵头成立上饶市中
科院云计算中心大数据研究院，华东数字
医学工程研究院、阿里云大数据学院等协
同创新机构；成立了上饶市大数据产业发
展领导小组，在全省率先设立大数据发展
管理局，成功打造了“数字经济示范区”

“数字经济小镇”，以及全省的“大数据产
业基地”“大数据科创城”“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试验区”，并连续两届举办江西省数
字经济人才大会，数字经济已在上饶蓬勃
兴起。

数字产业化方面，培育引进了华为、
滴滴、网易、vivo、阿里云、贪玩游戏、巨网
科技等一批知名企业，初步形成了数字文
娱、数字营销、数字医疗、数字金融、数字
呼叫等核心业态，累计引进大数据企业
1300余家、引进数字经济专业人才8600余
名。上饶数字经济产业，已形成裂变式发
展态势，全市大数据及关联业务主营业务
收入从 2016 年的 7 亿元攀升至 2020 年的
505亿元，预计今年将突破800亿元。

产业数字化方面，重点围绕光伏、光
学、汽车、有色金属等优势产业，成功创建
了 2个国家级、13个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项目、1个国家级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
企业，34个省级两化融合示范企业和 4个
省级两化融合示范基地，推动了 3387 户
工业企业上云，被评为全省首批企业上云

试点地市、全省首批工业信息安全威胁指
数评价试点地市。其中，爱驰汽车以工业
4.0 标准，打造了“物理工厂+数字工厂”
的双胞胎智慧工厂，成为智能制造的行业
典范。

上饶市与江西师范大学合作建设的

数字产业学院快速推进，着力打造集产、
学、研、转、创、用于一体，互补、互利、互
动、双赢的实体性人才培养创新平台，实
现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力
争打造全国校地合作典范和产业学院标
兵，9月该学院将迎来首批学生。

创新驻外人才对接机制。上饶
市先后谋划布局了驻北京、上海、苏
州和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工作联络站，
基本形成了“北部以高校人才、知名
企业总部人才为导向的驻京人才工
作联络站，东部以教育、医疗人才为
导向的驻沪人才工作联络站，南部以
创新创业、金融类人才为导向的驻粤
港澳大湾区人才工作联络站”三足鼎
立之势。此外，广丰区、鄱阳县等各
县（市、区）也相继成立县级驻外人才
工作联络站，“市县联动、县县协同”
的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各联络站瞄准上饶主导产业发
展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创新多种合
作模式，吸引了一批人才项目到上
饶落地生根，促成了一批科技成果
到上饶有效转化。通过市驻京人才
工作联络站对接，成功举办“院士专
家上饶行”活动，7位院士担任“上饶

市产业发展顾问”，建立了院士专家
指导帮扶长效机制；由知名院士领
衔的京饶医疗促进会正式成立，柔
性引进高端医学专家 4 人，共建医
学重点学科 4 个。通过市驻粤港澳
大湾区人才工作联络站对接，成功
引进华为“鲲鹏产业学院”，成为华
为 在 江 西 开 展 数 据 存 储 、产 业 聚
集、人才培养三方面闭环生态体系
建设的首家平台。广丰区通过该
区 驻 外 人 才 工 作 联 络 站“ 牵 线 搭
桥”，在深圳设立了“人才飞地”，推
动产业孵化和人才引育端口前移，
形成“项目在飞地孵化、成果向广丰
转化”的新格局，成功引进各类高层
次人才 49 人，其他科研人员近 300
人，并与 19 家粤港澳大湾区企业达
成合作意向。

推动双招双引同频共振。拓宽
招才引智渠道，实现招商引资招才引

智一体推进。全面启动并深入开展
了“智汇全球 才聚上饶”招才引智全
国行系列活动，先后在北京、上海、苏
州、深圳等地举办“双招双引双回”专
场活动，同时，由此推动实现的柔性
引智成果也日渐显现。上饶籍在外
医学专家回乡义诊活动已上升为“名
医名科名院”工程，仅从上海就引进
医学专家20名，合作共建医学重点学
科 23个；上海上饶双方的“上上教育
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信江教育论
坛”已顺利举办 5 届，全市 12 个县
（市、区）实现与上海各区知名学校长
期结对帮扶。成功举办第四届中国
空天推进技术论坛、第二届全球饶商
大会“智汇全球 才聚上饶”人才专场
等活动。据统计，全市累计引进教育
医疗、数字经济、成果转化等多个领
域人才项目和团队 100余个，撬动人
才资金投入近5亿元。

上饶始终把人才当“座
上宾”，用心留人，以情暖人，
搭建了“人才落地有人跟、创
业发展有人帮”的人才服务
体系，安排了 35名市领导和
县级服务专员“一对一”对接
联系优秀人才。

大力培育引人沃土，突
出对引才主体的政策激励和
资金扶持。针对人才层次和
领域的不同，上饶陆续出台
了《上饶市高层次人才引进
培养办法》《上饶市急需紧缺
实用性人才引进培养办法》

《上饶市企事业单位聚才用
才评价激励办法》一系列“含
金量”十足的人才政策；建立
了人才工作联席会议和人才
工作评审会议制度，作为市
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
作运行机制实行；市本级人
才发展专项资金增至 3000
万元，为人才引进提供了充
足的资金保障。2020年，兑
现人才购房补贴、首批人才
创新创业项目扶持等各项资
金近2100万元。

聚焦人才工程战略实
施，有效夯实创新创业平台
载体。坚持重点布局，强化
产业导向，进一步整合了创
新 资 源 ，集 聚 创 新 要 素 。

2020年，全市新增省级“海智
工作站”1 家（海普洛斯公
司）、省级技术创新中心 1家
（全省仅6家）、省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3个、省级创业孵化示
范基地5个、博士后创新实践
基地3家。截至目前，该市共
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个、国
家级众创空间 1 家、国家级

“星创天地”10 家；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
30 个，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2
家、省级众创空间17家，省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6个、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4家、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9家，省级战略性新
兴产业科技协同创新体 5
个。2020年，新增国务院政
府津贴获得者 2 人，总数达
17人；新增省政府津贴获得
者4人，总数达25人；入选省

“百千万”人才工程 3人，总
数达 40 人；申报省“双千计
划”人才工程 31 个（团队 11
个、个人20个）。

上饶将进一步提升人才
集聚力、平台吸附力、创新驱
动力、生态影响力、制度竞争
力，确保各类人才在上饶创
有空间、干有舞台、成有机
会，让“人才生态最优城市”
当之无愧、实至名归。

打响产才深度融合品牌

创新招引一体推进机制

优化人才发展生态环境

紧紧抓住人才“第一资源”

点 评

上饶市人民政府与江西师范大学合作建设数字产业学院签约仪式

第二届全球饶商大会在上饶召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
琦在德兴中药材基地察
看覆盆子长势

先后谋划布局了驻北京、上海、苏州
和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工作联络站

在沪上饶籍专家定期来到上饶各县（市、区）开展义诊 江西数字经济示范区 2020江西省数字经济人才大会在上饶召开，来自全国
近400名数字经济领域专家、人才代表云集上饶

投资21亿元的国际干细胞再生医学产学研项目基地

大数据产业基地

全面启动并深入开展“智汇全球 才聚上饶”招才引智全
国行系列活动。图为线上招聘现场

上饶市城区鸟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