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新闻

本报9月20日讯 今天，由省委
组织部、省人社厅、省经信委主办，
湖南人才市场等承办的湖南省首届
“博士潇湘名企行” 活动在长沙启
动。副省长向力力出席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48名中青年博士
被聘，成立了湖南首批“智汇潇湘”
博士智囊团。智囊团成员的招募以
我省重点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发展需求为依据，均来自我
省重点产业的急需紧缺人才。

9月20日-22日， 来自浙江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等全国各地知名高校的100余名博
士将走进长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株洲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国家级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大园区，近距离了解和感受湘企
魅力，直接与湖南优秀企业对接。

据统计，目前，我省共认定战
略性新兴产业企业3401家，涵盖先
进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文化
创意等产业，呈现出规模化、高端
化、集聚化的发展态势，成为支撑
我省经济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核
心力量。

向力力指出， 发展中的湖南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渴求人才， 前进
中的湖南也为国内外人才施展才华
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下一步，湖
南将落实“芙蓉人才计划”，着力推
进引才、聚才、铸才、育才、扶才、优
才六大工程， 着重培养和造就规模
宏大、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
良的人才队伍， 为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贺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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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以为长沙人才新政，只
针对外地学生在长沙落户有政
策， 后来才发现远不止这些。”周
全说， 譬如对新落户并在长工作
的博士， 会两年内分别发放每年
1.5万元租房和生活补贴；博士在
长工作并首次购房的，给予6万元
购房补贴；此外，还有高精尖人才
领跑工程、 紧缺急需人才集聚工
程、 国际化人才汇智工程等等，
“对于想来长沙就业创业的博士
来说， 总有一条能成为吸引他们
的理由。”

据长沙市人社局专技处副处
长赵毓雯介绍， 目前在长沙市域
内的企业博士后站， 有国家级企
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54个、 省级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协作研发中心
27个。此外，还有108个国家级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 企业通过与其
合作成立新的省级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协作研发中心。 企业博士后

工作专项资助分两种， 单位科研
项目资助和个人生活补贴， 由长
沙市人社局常年受理申报。

“企业博士后站，大多设在民
营企业，除了自身的科研投入，经
费来源比较有限， 如果有企业博
士后工作专项资助， 搞研究就更
有劲头了。”俞大有说，企业搞课
题研究， 都会立足于有相应的产
品推出，非常注重研发成果、产生
效益， 他们也计划通过2至3年的
努力， 让省级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协作研发中心晋级为国家级企业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届时再来申
报专项资助。

“我们公司专注装配式建筑
全产业链研究和运营， 在全国行
业内规模最大， 特别需要跨界人
才。前不久刚发出招聘公告，招聘
30名数学、 机械、 计算机专业博
士，现在有了人才新政，招聘就更
有底气了。”周全说。

博士后进站2个月获10万生活补贴
长沙人才新政第二批资金发放名单公示 1167人拟获补贴，博士后仅一人

据悉，长沙市人社局拟确定的长
沙市高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租房
和生活补贴、博士后科研人员生活补
贴发放名单（第二批），将于21日起在
市 人 社 局 官 网（http://www.
cshrss.gov.cn/） 和 长 沙 人 才 网
（http://www.cshr.com.cn/） 进行
公示，公示时间为9月21日至27日。

此次共有1167名符合条件的人
才进入公示名单， 其中高校毕业生
租房和生活补贴1133人， 留学归国
人员租房和生活补贴33人， 企业博
士后工作人员生活补贴1人。包含本
科毕业生561人，硕士587人，博士18
人，博士后1人。

如对名单有异议， 可在公示期
间内与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就业促进处、市外国专家局、市专
业技术人员管理处联系。

联系电话:�0731-84907932（就
业促进处）；0731-84907978（专业
技术人员管理处）；0731-88666717
（市外国专家局）。

赵毓雯： 博士后科研人员已申报生活补贴的，不
能同时享受《长沙市青年人才筑梦工程实施细则（试
行）》中的高校毕业生租房和生活补贴。

对在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申报单位和个人，
一经核实，取消申报资格，依法追缴支持经费，并纳
入诚信黑名单；造假单位及个人，不再享受长沙市政
府各类财政支持；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

9月20日，记者从长沙市人
社局获悉， 长沙人才新政第二
批补贴资金发放名单已初步确
定， 并将于21日起在市人社局
官网和长沙人才网公示。 三湘
都市报记者注意到， 在此次进
入公示名单的1167名符合条
件的人才中，博士后仅1人。

“原以为人才新政只针对外
地学生在长沙落户有政策， 没想
到我也能获得10万元生活补
贴。”长沙人才新政中企业博士后
工作专项资助的首位受益者周全
表示，名单中博士后少，是因为该
群体对奖励政策不甚了解。

哪些博士后符合人才新政
奖励条件？ 申报流程又是怎样
的呢？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长沙市企业博士后工作专
项资助实施办法（试行）》对此
已作出明确规定。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任家欣

【案例】 刚成进站博士后，就喜获10万补贴

“竟然获得了10万元生活补
贴， 可以很好地缓解一部分生活
压力了。”刚贷款买了房、孩子2岁
不到的周全告诉记者。

周全， 南京工业大学材料工
学博士， 入职位于长沙的中民筑
友科技集团3年多，目前任该公司
材料技术研究院技术副总监。今
年4月，中民筑友与湖南大学合作
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协作研发
中心， 之后周全成为首位进站博
士后。

7月，公司为周全举行博士后
进站开题答辩会， 邀请了省人社
厅和长沙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
会后， 他就收到了长沙市人社局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黄友良
打来的电话， 说他符合长沙人才
新政中企业博士后工作专项资助
条件。

原来， 为推进人才新政22条

尽快落地，长沙8月18日出台了首
批16个配套细则， 其中一项就是
《长沙市企业博士后工作专项资
助实施办法（试行）》。《办法》明
确，对长沙市域内，2017年6月21
日起新批准设立的企业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协
作研发中心， 分别给予100万元、
60万元科研项目经费支持 ；对
2017年6月21日起新进入长沙市
企业博士后工作站、 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协作研发中心的博士后科
研人员，给予10万元生活补贴。

“我们是4月建站，不能获得专
项资助，但周全7月才进站，成为企
业博士后工作专项资助首位受益
者，我们由衷替他高兴。”中民筑友
首席技术官俞大有告诉记者，由
于博士后进站必须有课题申报，
他们还在积极寻找一些课题，让
公司其他博士也能带课题入站。

【政策】 专项资助分两种，常年受理申报

企业博士后工作
专项资助如何申报

赵毓雯：
1.单位科研项目资助申报。
首先申报单位填报《长沙市企

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协作研发中心项目资助经费申报审批表》
并提交以下资料： 批准设站文件的复印
件，企业博士后工作管理制度，工商营业
执照、法人身份证、办公场地和生产厂房
等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租赁合同的复印
件，近一年内单位社保缴费证明；

长沙市人社局对申报资料进行初审后，会同市
财政局对初审合格的对象进行实地考察，确定拟资
助对象名单，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将拟资助对象名单在市级媒体或部门网站公
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公示无异议的，按7:3比例分两年拨付至单位账户。
2.个人生活补贴申报。
申报对象填报《长沙市博士后科研人员生活补

贴申报审批表》，并提交以下资料：身份证、学历学
位证书、进站通知的复印件，开题报告，与设站单
位、合作高校签订的三方协议的复印件，与设站单
位签订的2年及以上劳动合同或工作协议的复印
件，近一年内个人社保缴费证明；

市人社局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核，确定拟补贴人
员名单，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将拟补贴人员名单在市级媒体或部门网站公
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公示无异议的，按5:5比例分两年拨付至个人账
户。

释疑

不同补贴项目能否同时申报

人才新政发布后，申请人员拿着身份证在长沙市一体化人才服务平台将信息录入系统。 （资料图片）

链接 第二批资金发放名单
请你监督

百余博士来湘
与优秀企业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