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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好、热、新、实

2020 重庆英才大会呈现 6 大特点
2020 重庆英才大会

五是载体新，
“线上”平台搭
建就绪。

重庆搭台、群贤汇聚！2020 重庆英才
大会将于明日开幕。
本届英才大会筹备情况如何？有哪些
特 点 和 亮 点 ？ 昨 日 ，市 政 府 新 闻 办 举 行
2020 重庆英才大会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对
相关情况进行了发布和介绍。
“在疫情大考下，八方英才参会意愿热
度不减，众多嘉宾云集大会，人才项目供需
旺盛，英才大会磁力持续增强。”市人力社
保局副局长何振国介绍，总体来看，本次大
会主要表现为“高、强、好、热、新、实”6 个方
面的鲜明特点。

一是规格高，重要嘉宾出席
人数破百。
目前，确认出席大会的重要嘉宾数量
已经突破 100 人，包括国家有关部委和四
川省有关领导、国内外院士、诺贝尔奖获得
者、知名大学校长、知名企业家等 100 多位
重要嘉宾将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出席大
会。重庆杰出英才奖获奖人才代表、重庆
英才计划入选人才代表、
“ 英才杯”大赛获
奖人员等将参加大会有关活动，报名线上
参会人员达 4 万人以上。

二是热度强，人才项目供需
两旺。
共征集到用人单位岗位需求 8041 个、
项目需求 288 个。有 12199 名海内外人才
和 607 个项目报名参会。大会期间，将开
展面向博士、硕士、高级职称等高层次人才
的事业单位紧缺人才考核招聘，市属事业
单位已收到报名 1259 人（其中博士 1063
人，占比 84.4%）；区县事业单位收到报名
4662 人，引起广大人才高度关注。

三是成效好，配套专场活动
纷至沓来。
加强市和区县联动，大会开幕前后相
关区县、市级部门、高校将举办 30 场各具
特色的专场活动。目前，万州区、九龙坡
区、沙坪坝区、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荣昌
区、铜梁区、垫江县等多个专场活动已顺利
举办，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两江新区举办
的智汇两江——明月湖创新科技成果推介
会发布了高空作业机器人、转子发动机、车
路协同智能路侧系统等 55 项创新科技成
果；重庆高新区举行了西部（重庆）科学城
规划建设全球发布会，发布全球引才公告，
举办人才发展高峰论坛，发布重大项目三
年内高端人才需求 20000 余人，完成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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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文体艺术活动》
《志愿者培训记
录》
《志愿服务分派表》
《志愿者服务团队内
部管理》
《时间银行台账》
《志愿者服务登记
表》都有清楚而明确的记录。
打开一看，每一位志愿者的特点也显
现得很明确。比如，志愿者赵行凤，她的特
长就在文艺上；志愿者钟厚华，他的特长是
象棋。
“遇到孤老不能出门的，我们钟老师就
能去陪他下象棋、唠唠嗑，挺好的。”王远新

2015 年 11 月以来，大渡口区建胜镇建
新社区以建设“四和四美”的“和美家园”为
主题，开始探索社区互助养老新模式，逐步
形成了社区党组织牵头、居委会负责、社会
协同、居民参与的社区养老服务机制，社区
居民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明显提升。
目前，社区投入资金 60 万余元打造老
吾老综合文化活动中心，面积 283.33 平方
米。内设老年健身区、观影区、棋牌区、阅
读区、手工区等活动场所，维护、增加室内
设施设备，不断满足老年人需求。在小区
内打造室外体育场地，如篮球场、乒乓球
场、羽毛球场和安装健身器材，丰富老年人

按照“一网、三云、两保障”，全面提升
大会智能化水平。大会官网已正式上线，
突出云直播、云洽谈和云展厅“三朵云”，做
好网络安全和技术服务两项保障工作。
在官网上设计开发了云上洽谈会专栏和
50 个线上洽谈室，方便人才和项目双方在
线洽谈签约。设置线上成果展厅 70 个，全
面展示重庆、四川人才工作的发展成果。
欢迎大家通过大会官网、人民网“云上”参
会、观会。
▲2020 重庆英才大会第二次新闻发布会现场
人才招聘 300 余人；垫江县举办的“智汇丹
乡·筑梦垫江”专场活动提供人才岗位 606
个，受到广大人才广泛好评。

四是赛事热，
“英才杯”大赛
如火如荼。
“英才杯”创新创业创造项目大赛已顺
利完成上海、成都、深圳、北京 4 个赛区复

赛，有 330 个项目报名参赛，最终有 25 个项
目经过激烈角逐杀出重围晋级大会决赛。
收到海内外 600 多个路演项目报名，经专
业评审优中选优，最终有 24 个项目进入大
会现场路演洽谈，涉及电子信息、智能制
造、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多个新兴领域，区
县政府、投融资机构、产业园区及企业将同
步开展对接洽谈，一批优质项目有望落户
重庆。

六是防疫实，后勤保障有力
有序。
严格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和标
准做好防控工作，坚决落实“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专门制定了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从加强健康管理、
严格酒店防控、严格会场防控、严格车辆防
控、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等 5 个重点方面抓紧
抓细抓实防控措施，坚决防止新冠肺炎疫
情在大会期间发生。

如何吸引更多人才走进重庆、扎根重庆？
在 2020 重庆英才大会第二次新闻发布
会上，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肖锋表示，众多
优质的发展平台、不断优化升级的人才政
策、
“ 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是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的关键。

关键词一：
众多优质的发展平台
“重庆英才大会是招才引智的盛会。
这么多人才参会，我们非常高兴。这说明，
重庆对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人才来
了，我们就要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创造
干事创业的机会，让他们不仅走进重庆，而
且扎根重庆，在重庆成就精彩人生。
”
肖锋表示，重庆有众多优质的发展平
台。党的十九大以来，市委、市政府大力实
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计划，全市上
下积极开展“筑巢引凤”工作，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 17 所知名大学
来渝合作办学，英特尔 FPGA 中国创新中
心、中国移动 5G 实验室等 65 个高端创新资
源落户重庆，阿里巴巴、腾讯、清华紫光等
一批知名企业在渝设立区域总部，优质事
业发展平台加速集聚，产生了大量人才需
求。本次英才大会，众多知名单位纷纷拿

说，所有今天付出的志愿服务，也将为志愿
者们换取明天的回报。
“ 今后，他们的养老
等一系列问题，又会由新的志愿者接手，形
成良性循环。
”张琳表示。

评分体系起到杠杆效应
希望撬动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这个队伍
志愿者服务还不能走形式，为了让志
愿服务做出特色，整个志愿服务还有评分
体系。在《志愿服务分派表》上，服务对象

出大量含金量高的岗位，吸引大数据、智能
化、
生物医药等领域人才。
下一步，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深入推进，将有更多优质平台落户，重
庆对优秀人才的需求也将更加强烈。重庆
将积极推动“走出去”
“ 请进来”，高质量办
好重庆英才大会，持续开展“百万英才兴重
庆”
“重庆英才·职等您来”等一系列线上线
下引才活动，为人才提供更多优质岗位，让
人才干事有舞台、
发展有空间。

关键词二：
不断优化升级的人才政策
肖锋介绍，经过持续努力，重庆已构建
起较为健全的人才政策体系。比如，重庆
英才计划、引进高层次人才若干优惠政策
规定、加快博士后创新发展若干措施、支持
大数据智能化产业人才发展、高端产业引
才政策等。这些政策既面向“塔尖”高层次
人才，也面向“塔基”青年创新人才；既支持
智能人才，也支持技能人才。无论是到事
业单位工作，还是到企业工作，符合条件的
人才都可申报享受。比如：入选重庆英才
计划的人才，可获得奖励金和研究支持经
费；到重庆做博士后研究，可获得日常资

会对志愿者的服务进行评分，志愿者自己
也会对自己的服务进行打分。每一次服务
完毕以后，就会累计一定的积分，存入到
“时间银行”
理念去。
今 年 中 秋 节 期 间 ，社 区 志 愿 者 瞿 阿
姨带着大家走进了一户孤老的家里。这
位老人不能吃甜食，对月饼更是不敢碰，
但 每 逢 佳 节 倍 思 亲 ，瞿 阿 姨 一 定 要 去 看
看他。
带着志愿者们做的香囊，剪的窗花，她
们来到老人的家里。老人一个人坐在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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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安心养老 社会发展氛围更良好
精神文化生活。
同时，加强志愿服务培训，提升志愿服
务水平。为了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社区邀请专业人士开展服务技能、心理健
康等方面的培训，参与培训 300 余人次，带
动更多的党员、居民参与到养老服务中。
此外，丰富老年服务活动，提升老年人生活
品质。根据志愿者特长和老年人的需求，
开展结对互助志愿活动，有针对性为老年

人提供上门看望、看病陪护、心理疏导等志
愿服务项目。组建舞蹈队、合唱队、乒乓球
队、象棋队等 5 支社区群众性文体队伍，开
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文体活动，参与达 2000
余人次，充分调动居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
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
在社区营造了邻里
互助、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形成
一代帮一代，
低龄老人帮高龄老人波浪式互

助、研究项目资助，最后留在重庆，还有工
作资助以及职称评定“绿色通道”等“全链
条”支持。下一步，重庆将出台更加精准的
人才政策，让人才在重庆创业有支撑、创新
有动力。

关键词三：
“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
肖锋表示，重庆精心建立完善金融支
持、安居保障、便捷服务等全方位人才服务
保障体系，让人才在重庆安心干事创业。
比如来渝寻找就业创业机会的青年人才，
可通过重庆英才网等平台，申请入住青年
人才驿站，享受最长三个月的免费食宿。
全市还筹集了 2.6 万套人才公寓、5.3 万套定
向配租住房，人才可以申请入住。我们推
出“重庆英才服务卡”，提供个税减免、子女
入学、医疗保健、休假疗养、交通便利等 17
项服务保障，还推出免担保、低利率的“人
才贷”，解决创新创业融资难的一些困难。
下一步，重庆将持续提升人才服务的保障
水平，
让人才在重庆能够找到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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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打瞌睡，突然而至的志愿者让他高兴不
已：
“坐坐坐，
谢谢你们陪我过节。
”
瞿阿姨说，对于这样的送温暖服务，
她们不会流于表面，更多的是要坐下来和
老人们一起唠嗑，让老人感到真的有人在
陪他。
“ 这样，我们的志愿服务，才算是做
到家了。”
张琳告诉记者，
“希望‘时间银行’能够
起到良好的杠杆效应，撬动更多的志愿者
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让社区居家养老变
成一件幸福的事情。
”

助养老的良性循环，
让老年人在社区获得更
健康、
更安全、
更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建新社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建
立“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模式，整合辖区资
源力量，引导和激励社区低龄老年人为高
龄老年人提供养老志愿服务，56 名志愿者
积极参与“时间银行”志愿队，常态化开展
了亲情陪护、居家服务、健康服务、文艺服
务等 29 项服务共计 2000 余人次，时间银行
积分总计达到 13930 分，其中有 4 位志愿者
达到时间积分 490 分以上。志愿者积极参
与社会服务，营造了和谐融洽的社区氛围，
让社区的老年人们纷纷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