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辉 逯彦萃

10月 24日，在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
新发展大会“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动”高端
人才（项目）对接洽谈会上，求职者花样繁
多，有组团应聘的，有替人操刀的，逗乐了
不少人。

毕业于郑州大学的研究生李雅与室友
一起把简历投向了相同的 5个单位。“我们
本科 4年、研究生 3年都在一个宿舍住，学
习上相互赶超，生活中相互帮助，就像亲姐
妹一样，以后工作也想在一起。”李雅笑着
说，单位如果能同时聘用我们俩，那就是赚
了，我们会把上学的用功劲儿使到工作上。

一边是带着姐妹找工作，一边是代替
男友找工作。24岁的娄兰是新乡妹子，去
年从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她正低着
头帮男友递简历，男友也是学材料科学的
研究生，二人同校同专业，还都是河南人。

“我先毕业，在新乡已经参加工作了。我们
俩要在一起，他就必须回来。”快人快语的
娄兰说，“他忙着做毕业实验没空来，我就
替他先找工作，人家看我是为男朋友投简
历，格外热情，我觉得一定能找到令他满意
的工作。”③8

□本报记者 逯彦萃

10月 24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中
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如约而
至。一年一度的盛会，吸引全省千余家单
位现场求才，数万名人才赴约。但记者观
察到，位于招聘会主场B区的洛阳市人才
对接洽谈区格外安静，显得与众不同。

是企业太少？122家单位组团可谓队
伍庞大。是用人单位不优？二里头夏都遗
址博物馆、洛轴、东都医院、格力电器（洛
阳）公司等一大拨知名单位可谓是“香饽
饽”。这里缘何静悄悄？记者打探得知，原
来是因为洛阳市利用数据“牵红线”，人岗精
准匹配，现场洽谈等于面试，到场的人少了，

“牵手”率却更高了。
在安阳师范学院读大四的洛阳女孩武静

来到大会现场后，直接到国科优仓跨境电商公
司的展位与负责人洽谈入职事宜，满意而归。武
静说，因为一直想回老家洛阳工作，就关注了洛
阳市招才引智平台，进入平台通过职业能力测试
后，收到了平台帮她匹配的4个岗位。根据链接，
她分别投递了简历，还收到了面试回复。通过当天
的现场洽谈，她已经把工作定了下来。

对于企业来说，这种精准招聘也省心不少，格力
电器（洛阳）公司就是受益者。该公司人力资源负责
人崔闪闪告诉记者，通过这两年的测试，发现在大数
据精准配对下招聘到的员工，人岗匹配度提高不少，人
才队伍也更加稳定了。这次招才引智大会，通过数据筛
选，公司已经收到了400份人岗匹配度较高的简历。

洛阳市招才引智企业组负责人余汇川介绍，2018
年河南“招才引智大会”召开以来，洛阳一直推动人才服
务数字化、智能化。如今，洛阳市招才引智平台已经吸
引了 50万名求职者入驻，链接了洛阳 700多家企事
业单位。在他看来，随着数据基数越来越大，今
后人才遴选、简历匹配也将更准确。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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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敏

“发展需要靠人才，需要引进和留住顶
尖人才，这不仅需要提供吸引人才的生活
环境、良好的科研和创业平台，更需要营造
一个创新的文化氛围，使顶尖人才有用武
之地。”10月 24日，在中国·河南招才引智
创新发展大会高端人才（项目）对接洽谈会
开幕式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
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通过视
频如是表示。

近年来，河南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一系
列国家战略规划和平台密集落地，标志着河
南进入全方位提升发展水平的新阶段。“将
国家战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就是广
聚天下英才。”林毅夫认为，河南不仅要实质
性加强引进国际一流人才，更要制定相关政
策，提供让他们大展身手的舞台，让他们在
河南发挥作用、辐射全国，以此来留住人才，
使他们成为河南的名片，吸引更多人才到河

南来。
“令人欣慰的是，河南已经开始实施积极

有效的人才政策，健全创新人才培养的支持
机构，构建更加开放的引才机制，全面提升人
才服务水平，力争在今后几年集聚一批具有
国际视野、站在各行各业各领域前沿的一流
人才。”林毅夫特别提到此次大会“意义重
大”，“河南省委、省政府求贤若渴的诚意和广
揽人才的胸怀令人备受鼓舞。”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
新是第一动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
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扩大开放、拥抱世界，这是河南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林毅夫表示，河南
要发挥好人口大省、经济大省的市场优势，
加强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国际
知名企业的合作交流，不拘一格，培育和引
进优秀人才，把河南的人力资源优势切实
转化为人才优势，推动产业链、价值链、供
应链三链融合。③8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蒋晓芳）10 月 23 日，中国博士后科
技服务团（河南鹤壁行）活动在鹤壁市启
动。活动现场，鹤壁市向 45 名博士后颁
发“助力鹤壁市高质量发展学术技术顾问

团成员”聘书，鹤壁市农科院
等 6家企事业单位与 9

名 博 士 后 签

订合作协议。
这次活动是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

新发展大会“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动”的
系列活动之一。结合鹤壁技术服务需
求，本次鹤壁行活动邀请了来自清华大
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等 29 家单位
的 45名博士后参加，将与当地 29家企事
业单位的 45个项目开展对接服务。

近年来，鹤壁市积极推进“兴鹤聚才计
划”，制定“1+6”人才政策体系，从资金奖
补、住房保障、医疗保障、配偶就业、落户及
居留服务、子女入学等方面为人才提供全
方位服务。③6

□本报评论员

尚贤者，政之本也。中国·河南招才引

智创新发展大会“2020 招才引智专项行动”

高端人才（项目）对接洽谈会昨日启动，举行

了一系列线上线下活动，引进一大批优秀人

才和专家团队，签约了多个代表性强、带动

作用大的技术合作项目，必将为河南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活力，加速形成吸引人才的“强

磁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强烈的人才

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

宝 ，举 荐 人 才 不 拘 一 格 ，使 用 人 才 各 尽 其

能。河南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都离不开

人才的有力支撑。高规格办好中国·河南招

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广发招贤令，这是河

南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人才工作重

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

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是打造人才强省的

实际行动，也是促进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举措。

人才资源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

积极的因素。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实现从量

到质，从外延到内涵的根本转变，需要持续

打造人才聚集地，构筑创新“高地”。疫情防

控常态化背景下，搭建人才对接平台，统筹

做好人才引进与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

业工作，稳住就业基本盘，对于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意义重大。“十三五”

各项发展目标即将圆满完成，我们要乘势而

上开启“十四五”征程，蓄积发展后劲，更需

要广聚天下英才，厚植创新土壤。

省委、省政府坚持把人才强省建设作为

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程，持续完善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全省人才队伍规模不断壮大，

人才结构不断优化。2018 年、2019 年我省连

续举办两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

会，成果丰硕。今年，高端人才（项目）对接

洽谈会共征集到参会用人单位 1560 家，从住

房补贴到生活补贴，从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到

创业扶持，各地以“真金白银”的优惠政策吸

引人才落户，营造出惜才、聚才、用才、兴才

良好氛围。

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河南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人才。引进人

才，要坚持引才引智相结合，不求所有，但求

所用。既用好外部智囊，也要发挥出本土人

才的优势，加速形成近悦远来，人尽其用的局

面。要精准对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结合河

南实际，突出带动效应。要营造留住人才良

好环境，除了待遇留人，更要突出感情留人、

事业留人，让人才在成就事业中感受到“老家

河南”的脉脉温情，既要“两情相悦”更要“天

长地久”，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下。

海纳百川聚英才，不拘一格用人才。以

宽广的胸襟汇聚人才，以良好的环境成就人

才，我们就一定能为中原更加出彩持续累积

新优势、新动能。2

□本报记者 宋敏

10月 24日，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迎来一场“人才”盛会。千
余家单位携高质量岗位虚席以待，海内外各路人才怀揣简历
逐梦而来。

“河南‘招才引智大会’举办多年，已经是在豫择业就业的
一张亮丽名片。今天在这里举办高端人才（项目）对接洽谈
会，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正如即将从河南大学毕业的
硕士研究生王雨晴所说，不少求职者是慕名前来应聘。

近年来，郑州航空港区以“空中丝绸之路”为载体，坚定走好
“枢纽+开放”路子，经济发展优势正在不断增强。此次大会也开
设了“郑州航空港区”专区，对接专业人才。

河南机场集团主要承担郑州机场规划、建设、运营、管理
等职能，而郑州机场作为郑州航空港区的核心和引擎，已成为
河南对外开放和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标志。“我们这
次主要招聘的是技术类岗位，比如机场运行指挥、飞机维修放
行、重大项目研究等。对一些专业比较对口的如法务、财会、
民航等应届毕业生也会留意，纳入人才库推荐给有需求的子
公司。”河南机场集团现场招聘负责人说，“我们对人才要求比
较高，不过待遇也从优，月薪万元左右，还提供五险二金、带薪
公休假等，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

在郑州合晶硅材料有限公司的展位前，重庆大学化学专业
研三学生海洋正向招聘经理询问岗位需求。听记者问起不久前
刚在重庆举办的专场招聘会，海洋遗憾地说：“那天我正好有事
没有去成，这不昨天才坐飞机赶回来的，这个专场无论如何要参
加。”海洋说自己在重庆已经拿到了一些offer（录取通知），但还
是想回家乡河南发展，这家位于航空港区、为芯片制造商提供原
材料的企业有适合的研发岗位，比较能发挥自己的专长。

富士康科技集团旗下的3家子公司都来招揽人才。一上
午时间，招聘专员裴海涛已经接收了几百份简历，求职者们甚
至在展位前排起长队。“富士康作为河南进出口贸易的重要企
业，近年来稳步发展，此次招聘涵盖专业广泛、招聘人数多、岗
位类型多，含研发、IT、电商、供应链管理、新媒体运营等。”裴
海涛介绍，虽然应聘人数众多，但他不想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
的“人才”，仔细查看简历，耐心询问专业、课程、技术等，提出
中肯建议，根据综合素质为其匹配适合的岗位，并在简历上
作重点标注。

省直事业单位对接洽谈区也异常“火爆”。河南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研究所虽然只招聘 1个专业技术人
员，但陆续收到来自美国波士顿大学和英国南安普顿大
学、伯明翰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等海外留学生的简历；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郑雪婧的父亲也来到现场，
想替女儿“寻摸寻摸”机会，郑重地把简历留在了河南
省社会科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热能工程专业博士韩金克一大
早坐火车从武汉赶到郑州参加招聘会；军转干部
孙春阳辞掉浙江大学自动化实验室技术工程师
的职位回到河南……河南发展蒸蒸日上，希望
以所学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光和热，他们
都这样表示。

花开蝶自来。随着人才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一批高层次人才聚集中原大地，我省人力
资源优势正逐步转化为人才优势。人才是第
一资源，在河南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吸引
引领时代、引领世界的一流人才，培育好用好
当地人才，以及留住高端人才正成为越来越
重要的课题。③9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

让“人才”成为河南的名片

中国博士后科技服务团鹤壁行活动启动

加速形成吸引人才的“强磁场”

河南人力资源优势正转为人才优势

专家观点
会场观察

这个招聘区域
为啥静悄悄？

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上，
高层次人才项目签约。⑨6

应聘者在现场交流信息⑨6

人才择业忙
求职花样多

花絮

在一家上市公司展位
前，应聘者在排队。⑨6

求职者认真填写个人信息⑨6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王铮 摄

10月24日开幕的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动”高端人才（项目）对接洽谈会，吸引了众多人才前来应聘。⑨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