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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27日下午，
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
大会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招才引智专场，在航空港
区拉开帷幕。郑州航空港区
有关负责人发布十项人才服
务措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郑州航空港区作为唯一
一家国家级的引智试验区，招
才引智取得了哪些成绩？

郑州市委常委、航空港实
验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马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截至
目前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引进
培育顶尖人才、国家领军人
才、地方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人
才近百名，自主培育政府津贴
专家2名，省市拔尖人才4名。

全区共有国家级研发中心
1家、省级大数据创新平台3
家、省级研发中心25家、市级
研发中心54家、院士工作站2

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家，建
成手机产业园等专业孵化器
20余家，吸引500多家科技企
业、3500名各类人才入驻。

据介绍，本次大会该区提
供就业岗位1600多个。截至
27日下午，现场发放航空港实
验区宣传手册、政策解读共计
1000余份，收回求职意向表
816余份，有111人达成初步
就业意向。特别是在大会开
幕式现场，初步签约项目共计
6个，聘请产业顾问26人。

在招才引智专场，郑州航
空港区相关负责人现场发布
了人才分类认定评价标准和
10项人才服务措施。大河报
记者注意到，该区人才分类认
定评价标准，共有 ABCDE5
类：顶尖人才、国家级领军人
才、地方级领军人才、地方突
出贡献人才、青年储备人才。

本报讯 10月27日，中国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招才
引智对接洽谈会，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成立一年半
的河南自贸试验区是中原经
济生态圈当之无愧的“磁场”，
截至今年9月底，累计入驻中
外企业4万余家，约占全省同
期新增企业总数的1/10。

其中郑州片区共征集人
才需求的企业 72 家、岗位
1054个，人才项目6个，而为
了吸引“高才高智”建设“郑中
心”，郑州片区在设立总部方
面，经认定的新设立总部企
业，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落
户奖励；新建、新购总部自用
办公用房的，两年内给予最高
50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同
时，郑州片区对境外资金实际
到位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
目，给予最高500万元奖励。

对市外域内资金实际到位在
10亿元以上的项目，给予最高
300万元奖励。

洛阳片区则根据自身发
展情况，发布人才需求信息企
业116家、人才需求1256人，
其中博士17人、硕士116人、
本科695人，专业人才428人。

开封片区在本次大会现
场发布了各类人才需求信息，
主要涉及经济学类、工商管理
类等专业。其中高级技术专
家52名，专业精英人才56名，
专业技能人才216名。对于
引进人才，开封片区主张念好

“三字经”。一是“诚”，诚心诚
意与各位人才交流合作；二是

“实”，以实际行动践行承诺，
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三是

“安”，将开辟绿色通道，着力
解决来汴人才在资金、用房、
教育、医疗等方面需求。

同谘共谋 广撒“英雄帖”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鲁漂”一年多 连夜回乡找工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文 白周峰 摄影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磁场”
盛邀全球高才高智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丁倩

郑州航空港区

这儿为人才发
10项“大礼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发布招聘
需求的企业共
33 家，岗位数
共625，接收简
历 数 共 137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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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捷豹团队王志伟与郑州市

高新区签约。

洛阳：
南开大学、河洛英才团队

带头人陈悦与洛阳高新区管委
会签约。

本报讯 省人民

医院院长顾建钦说，
这个“机器人医生”
全名叫“嵩岳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人工智
能机器人医生”，是
河南省人民医院（河
南省立眼科医院、河
南省眼科研究所）联
合北京协和医院、同
仁医院与北京致远
慧图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7万患者的大
数据影像资料，研发
了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人工智能诊断系
统，在此基础上，又
研发了国际首个利
用卷积神经网络技
术和云平台对视网
膜病变做出人工智
能辅助诊断的“嵩
岳”机器人医生。

本报讯 小文是重庆邮电
大学硕士研究生，目前是青岛
某集团软件研发部的工程师，
在山东“漂”了一年多，他觉得
自己的根还在河南，老家南阳
的他想回家乡工作。10月26
日下午下班后，他连夜坐高铁
来到郑州，参加27日举行的河
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这
个招才引智大会朋友圈都刷屏
了，我期待很高，希望能在家乡
找到合适的岗位。”

10月 27日下午5点半左
右，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招聘专区新华三大数据技术
有限公司招聘摊位，小文是招
聘专员当天接待的最后一位求
职者，招聘专员说，很多求职者

都是从外地赶来，所以即便已
经收拾好摊位准备下班，她还
是耐心地收下小文的简历，详
细登记了小文的信息。

在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招聘摊位，招聘专员常忙
得顾不上喝水，某软件科技公
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27
日一天收了近百份简历，求职
者几乎全是本科以上。在当前
激烈的人才竞争环境下，郑洛
新自创区正在成为中西部地区
创新人才集聚的高地、创新创
业的福地、产业实施的宝地。

10月27日下午，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招才引智暨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团队）招聘
专场活动上，郑洛新三市分别

推介各片区招才引智政策、发
布人才需求，集中签约了40项
成长性好、科技含量高的创新
型人才（团队）项目。

王志伟是华越速瑞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捷豹团队负责人，
此次跟郑州市高新区签约，他
显得格外开心。“我觉得跟高新
区有种莫名的亲近。”王志伟告
诉记者，在办公场所、税收、手
续证件办理方面，高新区政府
给予他的公司和团队莫大的支
持。“我就跟政府的领导说，我
们有信心，也一定要把公司做
好，来回馈高新区。”王志伟说。

陈悦告诉记者，洛阳公平
的创业环境让他们在这里逐渐
扎根。陈悦研究抗癌药物多
年，“山玉兰根皮里有我们药物
所需要的成分——小白菊内
酯。在全国范围内来说，山玉
兰在河南的产量最大，占全国
的60%以上，而且小白菊内酯
含量还很稳定。”而洛阳的行政
效率高、理念先进，让他们最终

带着项目来到了洛阳。

王玉琦说他对新乡的印
象很好，他跟河南芯睿合作的
电子芯片业务，处于全国领先
水平。希望政府继续加大资
金和政策投入力度，深化双方
合作。

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震
宇在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招才引智暨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团队）招聘专场活动
上表示，建设郑洛新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是党中央、国务院
赋予河南引领带动中西部创
新驱动发展的重大使命。自
创区坚持“高精尖缺”人才需
求导向，采取不求所有、但求
所用的引才机制。

截至 10 月 28 日下午 4
时，记者了解到，此次郑洛新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招聘专
场，发布招聘需求的企业共33
家，岗位数共625。接收简历
数共1374份，其中博士共38
份，硕士共839份，本科共439
份，大专共 54 份，其他类 4
份。初步达成意向的博士 5
人，硕士131人，本科132人，
其他类2人。

新乡：
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王

玉琦与河南芯睿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签约。

“机器人医生”
引众多人瞩目
□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 李晓敏
魏浩

签约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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