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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天津·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发展成就巡礼

专家视角
本报与市社科联 联合组稿一座“引”与“育”的人才港湾

——天津全面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激发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天津市委、市政府全面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
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等重要要求，深入实
施人才强市战略，持续更新引才育才政策，积极搭建人才成
长平台，广泛营造敬才爱才用才助才的良好人才生态，实现
了“城以才兴，才以城长”的良好局面，走出一条人才引领高
质量发展的成功道路。

在构建党管人才大格局中，持续深化改革，建立高效
人才工作体系，深化了对人才工作规律的认识，为做好人
才工作提供了领导和组织保障。人才工作涉及组织、人
社、教育、科技、公安等诸多部门，工作链条长，职责要求
各不相同。5年来，天津积极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主
动破除部门间人才工作壁垒，明晰政策措施落地路径，建
立人才工作部门联动协同机制，持续深化人才领域“放管
服”改革，减要件、压流程、缩时限、放权力，实现了人才服
务事项的网上办、马上办、就近办、一次办。这些改革举
措，不仅突出了企业的主体地位，方便了企业人才引进，
及时满足了企业的人才需求，而且向全社会彰显了城市
引才的诚意、爱才的真心和高效廉洁的政府形象，显著提
高了企业和人才的便捷度、获得感和幸福感。天津遵循
人才工作自身规律，刀刃向内深化改革，用部门减权之
“痛”，换企业发展和人才创新创业之“通”，从而实现了近
年来天津市场主体的倍增和人才数量的激增，为做好
新时代人才工作探索出一条改革创新之路。

在实施“天下才天津用”的实践中，持续优化人才引进
政策，实现了由人才与经济同步发展、同频共振，到人才引
领高质量发展的能级跃迁，深化了对人才与经济发展关系
规律的认识，为天津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近年来，天津持续跟进市场变化，根据高质量发展要求、企
业和产业发展实际，及时更新人才政策，注重根据产业发展
需要制定专项人才引进计划，加大政策倾斜力度，人才政策
与产业政策协同实施，不仅满足了天津产业转型升级和高
端化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促进了人才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
合，而且由此拉动了信创产业、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
产业的人才集聚和创新发展。人才集聚形成的人才高地对
产业发展的聚集效应、极化效应培育了天津高质量发展的
新的产业增长点，人才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日益显现。

同时，天津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积极构建
区域人才协同发展格局，实现了区域社会经济协同发展
与人才发展良性互动的生动局面，造就了天津人才集聚
的“新格局”，让天津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中找到了新的
发展增长点。

在积极搭建“全方位人才培养平台”的过程中，用育结
合，以用兴业，深化了对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为持续育人
留人找到了有效路径。“良禽择木而栖”，种下梧桐树才能引
来和留住金凤凰。天津积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才培养
工程和平台载体，全方位、全流程、立体化开展人才开发和
培养工作。通过“津洽会”“海河英才”创新创业大赛等平台
助力人才创业成长。通过十大产业人才创新创业联盟，激
发协同创新格局，助力产业和人才高质量成长。通过“131”
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高技能人才培养工程、“项目+团队”
重点培养专项资助等推动各类人才知识更新、持续成长；改
革职称评价方式，助力民营企业和人才全面成长。人才的
快速成长不仅奠定了天津发展的坚实基础，也为持续引进
人才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5年来，天津积极营造尊重人才、求贤若渴的社会氛
围，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了鼓励创
新、包容失败的良好氛围，“近悦远来”的良好人才生态业已
形成，由人才支撑和引领的天津高质量发展未来可期。

健全党管人才工作格局

构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高地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秘书长、《理论与现代化》主编、教授 张再生

社址:天津市和平区卫津路143号 邮政编码:300070 新闻协调中心:23602716 舆情中心:23602777 广告:81316697 发行热线:58106600 准予广告发布登记:津市场监管西广登【2021】1号 零售1元5角 印刷单位：天津北方报业印务公司（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兴华十支路8号）

（上接第1版）围绕“1+3+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组建十大产

业人才创新创业联盟，坚持“以用立业、以业聚才”，围绕产业

急需、“卡脖子”技术攻关、产业链薄弱环节等，大力引育具有前

瞻性、引领性、典范性的战略人才；支持高层次人才及团队积

极承接重大科技项目，助力更多优秀科技人才入选国家级

人才计划……天津一手抓“引”，实现“天下才天津用”，一手

抓“育”，致力人才自主培养，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引与

育同向发力，构筑人才汇聚的高地。

引育人才，是为了用好人才、留住人才。只有破除人才

使用、评价、激励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实行更加积极开

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形成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人才

制度体系，才能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

充分涌流。牢牢把握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既大胆向用人主体放权，凡是用人单位

可以自己解决的事情都由用人单位决定，更好地实现人才

与用人主体的“适配”；也为科研人才松绑减负，让人才从不

必要事务中脱身，集中精力做学问、搞研究。以创新价值、

能力和贡献为评价导向，营造人才成长良好生态，正在激励

更多人才投身科研事业、甘愿“十年磨一剑”。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推出有力政策举措也好，进

行体制机制改革也好，说到底，是要营造识才、爱才、敬才、

用才的良好环境。这不仅需要在硬件上下功夫，为人才提

供发展平台、科研条件，也需要在“软环境”上着力，以心换

心、以心赢心。无论是打造无后顾之忧的生活环境，还是营

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工作氛围，涵养尊重人才、见贤思

齐的社会风尚，其指向，都是让人才充分感受到价值认同，

身心愉悦地投入工作，将聪明才智、创新创造能力转化为生

产力，形成人才和事业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让

人才“第一资源”享受一流的环境、创造一流的业绩，加快形

成人才资源竞争新优势，必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人才智力支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

上激荡起更大创新创造活力。

聚天下英才 让千里马竞相奔腾

■ 本报记者 程彦龙 李国惠 廖晨霞

（上接第1版）

近年来，天津坚持用政策引才、以产业揽才、搭平台聚才，
以“放权松绑式”的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决心勇气，释放出“天下才天津用”的满满诚意，实现“聚天
下英才而用之”。
用政策引才，推出“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形成天津人才特

色品牌——
2018年5月16日，在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海河英才”

行动计划重磅发布，放宽对学历型人才、资格型人才、技能型
人才、创业型人才和急需型人才的引进落户条件。
政策甫一推出，引进落户申请异常火爆。首日便有超过

30万人咨询落户相关信息，7天里咨询人数近百万。
来自内蒙古的李诗洁，是一名“90后”，2020年毕业后

通过“海河英才”行动计划落户天津，并享受了博士生留津
补贴政策。
2021年12月，在广东省佛山市举行的全国首届博士后创

新创业大赛上，李诗洁和小伙伴的“养殖用快速诊断检测技
术”在揭榜领题赛现代农业与食品赛道中一举夺魁。
在李诗洁的眼中，天津是她的“福地”，她已经爱上了这座

烟火气、学术气、创新力十足的城市。她的男友也通过“海河
英才”落户天津，两个人还在天津买了房。
“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累计引进各类人才42.8

万人，平均年龄32岁，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70.6%，天津
人才创新活力和城市竞争力持续增强。
2021年8月，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深入实施人才引领

战略加快天津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打造“海河英才”行
动计划升级版，引才政策更开放，育才举措更精准，用才机制
更灵活，服务保障更贴心。
以产业揽才，围绕12条产业链，加快集聚高层次人才、急

需紧缺人才和青年人才——
没有产业的聚集，也就没有人才的聚集。
产业引才是导向、更是抓手。2018年，就在“海河英才”行

动计划公布的同一天，《天津市关于加快推进智能科技产业发
展的若干政策》也同步实施。
2021年岁末，天津出台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支撑高质

量发展《若干措施》，提出要大力推动12条产业链建设，以重大
项目实施和重点研发平台建设为牵引，引聚高水平创新人才
和团队，推动天津成为全球创新人才汇聚发展高峰高地。
对于人才与产业的关系，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万钧认为：“打造产业是吸引人才的关键，产业聚集能
为人才营造发展机会，也能让他们看到发展希望，必须要在发
展产业上下功夫，为年轻人营造更多的发展场景。”
2020年12月，天津市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人才创新创业

联盟在北辰区成立。北辰智能装备研究院作为联盟重要载体
之一，依托河北工业大学“先进装备工程与技术”世界一流学
科群建设优势，以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前端基础研究引领和培
育智能装备产业新业态为主，汇聚了大批国家级人才领衔的
多支高水平团队。目前已入驻智能装备、特种机器人等10支
科研团队，集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700余名。
“天津在吸纳人才方面更在乎人才的质量，新引进的人才

都与重点产业发展紧密相关。”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引进的人才中，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业人员占
比25.8%。人才引进模式也由过去“单纯引进”转为“带土移
植”，就是引进一个人才、带进一个团队、促进一个产业，形成
人才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搭平台聚才，充分发挥重大平台的吸附作用，着力吸引一

批原创性、引领性人才项目来津发展——
“政策吸引人固然没错，但单纯投食引鸟可能会引起盲目

的攀比。”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院务部部长范静深有
体会，政策要适当向“造林”倾斜，做到造林引鸟，“造林”就是
要搭建引才平台，鸟要靠自己能力捕食才能活得更好。

全市436个国家及市级重大创新平台，天津逐一梳理
调查，掌握人才引育实际需求，编制海河实验室《工作指
引》，实行引智育才政策“清单化”供给。截至目前，仅5家
海河实验室就吸引集聚了38位两院院士、97名国家杰出青
年和长江学者。
“怎么让人才来了不想走，这就需要微环境和大环境

双轮驱动。”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程涛说，微
环境就是做到让人才没有后顾之忧，而大环境最关键的，
就是用好国家级平台，让人才一展所长，因为真正的人才
看平台。程涛坦言，当时最吸引他来到血研所的因素，就
是这里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2020年9月以来，以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生态为突破口，天

津在全国率先组建了十大产业人才创新创业联盟，对人才和
项目“虹吸效应”加速显现。
天津市电子信息与大数据人才创新创业联盟在河西区成

立后，河西区将联盟建设纳入每年2000万元的人才发展专项
资金资助范畴，致力打造数字经济产业人才聚集高地。

作为航
空航天人才

创新创业联盟发起单位之一，位
于东丽区的爱思达航天科技与
西安交通大学卢秉恒院士团队

合作，企业“出题”，学校“揭榜”，共同开展航空复合材
料专用设备研发。2021年5月，高端智能自动铺丝设
备在天津试车成功，实现了中国航空航天关键材料研
发制造的自主可控。

截至目前，天津十大产业人才创新创业联盟已
“牵手”高校院所80家，聘请院士专家64位，联系领
军企业1600个，汇集工程师3.5万名，攻克关键核心
技术460余项，新落地项目近400个，总投资额300
多亿元。

健全育才体系，构筑人才培养“蓄水池”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
之计，莫如树人。人才工作，基础在培养，难点也在
培养。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近年来，天津实施科技人

才计划，加快高层次领军人才培养选拔，健全青年人才培养体
系，锚定需求精心育才按下“快进键”。
——累计选拔政府特殊津贴专家5006名、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155名、天津市有突出贡献专家240名。
——围绕重点学科、重点产业链和人才联盟，设置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87个、工作站277个，储备后备人才1万余名。
——深入实施“海河工匠”建设工程，成功申办第二届全国

技能大赛，选树30名“海河工匠”，219人荣获“中华技能大奖”和
“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人是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因素。天津重点围绕“四个面向”和
科技自立自强，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等前沿
领域加大人才选拔推荐力度。2021年，我市新入选国家级科技
领军人才13人，累计达117人，其中科技创新领军人才67人，科
技创业领军人才50人。持续推进天津市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累
计共有135人获得资助，支持经费达1.23亿元。
推进天津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端人才的智力支撑，不仅需要

创新人才“静得下心来”，也需要从制度机制层面解除创新人才
的后顾之忧。天津着力下好爱才、引才、育才“妙棋”，强化“引
育用留”打造博士后金字招牌。
——建好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实现

重点学科、产业链及人才联盟的全覆盖。
——开展优秀博士后国际化培养，2021年首创成立新医科

和生物医药产业博士后创新联合体，打造博士后“联招、联育、联
考、联用”新模式。
——建立博士后驿站，服务“零跑动”，搭建“安乐窝”提供博

士后公寓、子女就学、项目申报等一揽子服务。目前，天津出站
博士后留津工作比例超过60%，大多数已成为科研骨干和学术
技术带头人。
2021年，首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在广东省佛山市鸣

金收兵，天津代表团揽金夺银。6金、10银、13铜，金奖总数居全
国第二，29座奖杯居全国第二；39位获奖选手被授予全国优秀博
士后证书……
“天津有60个项目入围创新、创业和揭榜领题赛，在8个赛

道均有获奖选手，29个金银铜奖加上17个优胜奖，项目获奖率占
到77%。”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田海嵩表示，项目结
构覆盖信创、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天津全部产业优势领
域，体现了天津创新基础雄厚、市场转化率高的底蕴，体现了高
层次人才参与硬科技转化的趋势。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围绕“一基地三区”定位，推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支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既要着力培育
高端人才，又要搭建平台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让各类人才的创
造活力竞相迸发。
“机翼状态、弯曲程度差别很细微，每一次都需要凭经验从

0.25毫米到5毫米之间的15种垫片中精准选出安装的规格。”在
西飞国际航空制造（天津）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一架空客A320客
机的机翼正在组装。滑轨梁与机翼的连接处，一个小小垫片的
安装都需要极高的精准度，58岁的张威能够做到“一拿准”。
天津围绕产业升级需求强化高层次人才引育，鼓励企业“量

体裁衣”，培养更多像张威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发挥企业培训主体作用，建成18个国家级和35个市级高

技能人才培训基地，458个企业培训中心、18个企业公共实训基
地，30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和67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沈超介绍，“海河工匠”建设工程，以产
业发展需求和市场急需紧缺职业为导向，由企业自主确定培训
内容、自主实施技能培训，缓解“训用不一致”问题；探索“互联
网+职业培训”模式，截至2021年末，全市技能人才总数达到
271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3万人。
签署部市共建“技能天津”协议，围绕天津“一基地三区”功

能定位，聚焦“1+3+4”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在建设技能人才培养
创新试验区、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共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
学等10个方面，加速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推动天津制
造业立市和高质量发展。
2019年，经过层层选拔，首届“海河工匠”亮相。作为我市技

能人才最高奖项，每年从战略新兴产业等领域，选拔10名行业领

军、技艺精湛的高技能
人才，授予“海河工匠”称号，
每人给予20万元奖励。

点亮万家的“时代楷模”
张黎明、精雕细琢“海鸥心”
的李家琦、新时代“铁人精
神”传承者周小东、神舟飞船
舱门守护者孙占海……已有30人荣
膺“海河工匠”。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海河工

匠”典型引路，海河两岸见贤思齐。从
2020年开始，作为天津职业技能竞赛顶级赛
事，“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正式举办，为技能人
才脱颖而出搭建广阔舞台，已成为职业技能竞
赛领域的“名片”。组织“海河工匠”进校园（企
业）活动，建成“海河工匠”之家，发布“海河工
匠”专属标识，讲述“海河工匠”感人故事，“海河
工匠”品牌日益深入人心。
人才评价是发现人才的重要方式，也是激

励人才干事创业的重要导向。天津创新技能人
才评价机制，支持企业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中海油等50个企业备案开展认定工作。
打通工程技术领域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
职业发展通道，海鸥表业李家琦等优秀高技能
人才已破格认定为高级工程师。

“我市已形成以企业为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政府
推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沈超说。
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拘一格降人才。加快培养创新创

业领军人才，广泛储备创新后备人才，精心培育卓越制造人
才……聚焦重点产业领域，实施人才培育专项，建设高端产
业平台，天津精准施策，让各路人才茁壮成长。

激发用才活力，架起人才发展“高速路”

事业能否快速发展关键在人才，人才活力能否充分释放关
键在体制机制。
近年来，我市不断深化人才发展机制体制改革，大胆向用人

主体放权，把引才用才自主权放给企业、交给市场，强化用人单
位自我约束。为科研人才松绑减负，破除人才发展桎梏，在全国
率先完成工程技术、高等学校教师等全部27个专业系列职称制
度改革，着力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用好人才评价“指挥棒”。完善职称评价标准，突出创

新价值、能力、贡献导向。下放职称评审自主权，增强用人主体
活力。引入企业家“举荐制”，允许推荐团队技术带头人直接申
报正高职称。
——打破人才发展“天花板”。重构工程技术系列职称，为培

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奠定坚实基础。增设集成电路等10个专业职
称，推动新职业、新业态专技人员职业资格与职称制度有效衔接。
当前，一些驶入“快车道”的民营企业，企业研发人才存在着

“原始职称低、发表论文少、评审周期长”等难题，成为制约企业
快速发展的一大痛点。为了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2021年3
月，天津推出“科创企业评职称”专项服务工作方案，推广民营企
业职称评审“直通车”服务模式，在全国“首开先河”，破解民企技
术人员职称评审堵点痛点。
位于宝坻区的华建天恒公司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公司14

名员工新获得高级职称，高级工程师比例从9%增长到27%。
2021年，我市聚焦人才创新创业联盟和产业链重点企业，为

87家企业开展职称精准评价、服务工程师3700名，其中318名获
得高级工程师职称。
“90后”博士后赵洵，求学成长在清华，奋斗成才在北京，创业

立业在武清，现为一家科技企业的CEO，地地道道的“新武清人”。
经过申请，赵洵被破格晋升正高级职称。“公司正处于产品

量产的关键节点，职称晋升适时为团队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人
才是科技型企业的灵魂，政府对人才的重视、认可和关怀将助力
企业在科技创新道路上行稳致远。”赵洵感触颇深。
“评准一位人才就是树好一个标杆，人才自然涌流集聚。”市

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打通各类人才成长“天花板”，天津
坚持以产业为中心，构建符合产业发展特点的职称专业体系，在
政策层面彻底打破“四唯”藩篱，回归职称评价本质；在职称申报
中引入企业家“举荐制”，赋予“东家”话语权，根据人才能力和业
绩，允许推荐团队技术带头人直接申报正高级。
“土专家”“田秀才”登大雅之堂，“让种麦子的人吃上白

面”。我市充分下放项目自主立项权、技术路线决定权、财政经
费支配权、成果收益分配权等权力，人才活力进一步释放，形成
了正面激励的鲜明导向。
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丙氨酸发酵技术等成果转

化收益70%用于奖励科研人员，涌现出张学礼等“亿元教授”；南开
大学无汞催化剂技术作价入股1.05亿元，科研人员获得8000万元
股份的奖励。随着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爱国奉献、敢为
人先、创新竞进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科技人才的自觉追求。
人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霄战风雨。引才有诚意，育才有沃

土，用才有胆识，天津拿出真金白银引才留才，更拿出真情实感尊
才重才，倾力营造集四海之气、汇八方之力的人才港湾。立足新征
程，无论是“十四五”规划，还是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才聚集
高地”依然赫然在目，“激发人才活力”依然“浓墨重彩”，让各类人
才在政治上受尊重，在事业上得支持，在生活上有照顾，让“天子津
渡”之地成为天下英才聚集之地，在这片创新沃土上种下理想，“长
出道路、奇迹和灯火辉煌”，涌现万马奔腾，成就锦绣未来。

①“海河英才”专场招聘会。
②“海河英才”计划吸引人才落户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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