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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辉

“我们需要大数据专业博士，带编制”“我们有个高端研发岗，
待遇你来开”“我们这个岗位专业性很强，只要对口立即签约”……
10月 24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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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洽谈会现场，
河南知名企业几乎悉数上阵揽才，提供了一大批高端岗位。大数据、
软硬件开发工程师，高端材料研发工程师等岗位更是“一将难求”。

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是河南的优势产业，正处于由大
变强的跨越发展阶段，产业升级急需人才支撑。郑州合晶硅材料
有限公司是我省半导体产业的中坚力量，主要生产抛光硅晶圆
片。对接会现场，该公司拿出了15个名额的技术岗位。

“目前我们的核心工程师基本都是从台湾、上海派过来的，急
需在河南本地找到高级研发人才。”该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文铎
说，2018年该公司就参与了招才引智大会，当年招了一个材料学的
研究生，现在已经是公司制程部门的研发主管了。“我们在河南刚
起步，未来发展空间非常大，对人才的需求也会很多。”他说。

一旁正在投递简历的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原雅坤正好看中了
该公司的物流采购岗位。“河南是物流大省，前景好、机会多，我特
别愿意回到河南发展。”她说。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业向智能化、高端
化升级，我省对物联网、传感器、开发工程师等方面的高端人才需
求越来越大。主营传感器研发生产的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对接会上专门推出了一个“高端研发博士岗”，列出了当前需要
的光学传感、生物传感、微纳制造、MEMS器件设计等高级人才。

“普通的硬件研发和软件研发岗位报名人数不少，基本能满足需
求，但这个高端岗人才很难找，目前还没有碰到特别合适的。”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现场的招聘专员陈珂也有同样
的感受。“我们主要做车联网业务，急需 JAVA开发工程师、GIS开
发工程师，今年已经通过校招、猎头等多种方式招聘，投入成本不
小，但效果不太理想。”她说，这些急缺人才不仅待遇可商谈，今年
公司还计划对研发人员实行股票期权激励，机会难得。

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人才，特别是高端、紧缺人才，直
接关系产业升级的成败。超硬材料是我省的优势行业，超硬钻探
工具“领头羊”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也在洽谈会现场
揽人。“我们属于小众行业，人才特别不好找。今天有两个西安石
油大学的研究生给我们投递了简历，学的专业正好是我们公司的
主业，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该公司现场招聘
专员欣喜地介绍，回去后要抓紧联系他们前来面试商谈，争取早日
签约上岗，为公司技术研发提供新生力量。

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对人才的渴
望更甚。河南大数据中心在现场推出10个博士岗位，还配套有事业
编制。“这些人才太缺了，一整天就收到了两个博士的简历。”招聘专
员无奈地说。为了抢到人才，河南景安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主
管亲自上阵，坐镇招聘位现场面试，“我们急需JAVA开发工程师，
等不及了，所以今天我专门过来现场谈，有合适的直接敲定。”

随着河南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高端产业将越来越多，对高端
人才的需求也将快速增长，引才、用才、兴才也需要新机制新模式，
让人才在中原大地创新创业更加安心、生活更为舒心、发展更有信
心。③9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漯河市财政局招才
引智引进人才计划 3名、漯河市卫健委所属医
疗卫生事业单位招才引智引进人才计划 64
名、漯河市教育局所属中小学招才引智引进人
才计划29名……记者10月 23日获悉，根据最
新出台的《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

“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动”漯河事业单位人才
引进绿色通道工作方案》，漯河市此次共核定
招才引智引进人才计划 353名，其中市直事业
单位312名、各县区事业单位41名。

为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到漯河市建功立
业，近年来，该市相继出台一系列规定，对引进
人才进行政策激励。其中，具有博士学历学位
人才到漯河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工作，
享受 20 万至 50 万元安家费及每月 2000 至
3000元生活补助。“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科）本
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享受5万至10万元安家费
和每月800至 1000元生活补贴。同时，漯河市
还创新实施了“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常住、
但求常来”的柔性引进人才政策，例如，在长期
聘用方面，对市外人才与漯河市企事业单位签
订一年及以上聘用合同定期来漯工作者，报销
交通费用，给予每年 1.2 万至 12 万元生活补
助。该市还出台了《漯河市“杰出人才”评选办
法（试行）》等3个评选办法及《漯河市创新团队
扶持培育办法（试行）》等3个培养资助办法。

漯河市机关事业单位公开遴选招聘人员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介绍，该市本次核定的招
才引智引进人才计划仅适用于中国·河南招才
引智创新发展大会“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动”
主场活动和省外活动期间，活动结束后空缺的
引进计划废止。③8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龚鸣）10月 23日，
第二届“陕西高校科技成果走进三门峡”活动
举办。该活动是 2020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
新发展大会三门峡分会场又一专项活动。

据了解，来自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
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 11所高校共 47位专
家、教授参加此次活动。活动上举行了三门峡
市与陕西省高校合作项目签约仪式，7个合作项
目进行了现场签约。随后，陕西高校专家（教
授）三门峡服务团揭牌成立，陕西高校技术转移
联盟三门峡产学研办公室升级为陕西高校技术
转移联盟河南中心。

“陕西高校技术转移联盟旨在建立市场与
高校、产业与高校、地方科技部门与高校的交
流渠道。在推动跨地区的技术转移基础上，创
建国际与国内技术转移平台，促进人才、技术、
资本等创新要素流动。”陕西高校技术转移联
盟相关负责人介绍，联盟由陕西省高校技术转
移中心、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及相关机构联合
发起，38所驻陕高校当选联盟会员。

陕西省各高校发布了 16项科研成果，涉
及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多
个领域。③4

本报讯（记者 龚砚庆 实习生 钱程）随着
中国开封第 38届菊花文化节拉开帷幕，快速
发展的开封也借此平台表达着求贤若渴的诉
求，古都汴梁希望有更多的人才来“加盟”。

10月 17日，菊花文化节开幕前一天，全国
第八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
河南站巡回招聘会开封专场暨河南省高校豫
东分市场双选会在河南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 958家企业、科研院所、机关单位参会，为
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提供6.5万多个岗位。

开封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目前正处
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大量人才共
同创业。市委、市政府将为留汴干事创业的人
才创造一流的工作、生活环境。

为持续打造开封市数字文化 IP、创新企业
与人才聚集高地和“数字文旅产业新形态”，10
月 19日，由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中关村软件园
主办的2020数字文化大会在开封举行，对吸纳
数字文化、文旅复合型人才等表达了迫切诉求。

10月 22日，第二届金犀奖·动漫节开幕。
开封市政府与中国动漫集团、河南大学共同成
立“黄河动漫产业发展联盟”和设立“黄河动漫
产业发展基金”，向广大年轻人伸出了“橄榄
枝”。③5

菊花“搭台”文化引才

陕西高校技术转移联盟
河南中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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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者络绎不绝⑨6

工作人员为应聘者解疑释惑⑨6

求职者在填写信息⑨6

▲大会现场的大数据平台⑨6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记者 樊霞

10月 24日，郑州国际会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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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洽谈会教育、卫
生健康专区引来众多求职者。招聘方耐心解
答问题，求贤若渴；求职者向心仪单位投出简
历，也投出希望。

“今年我们省属高校全年计划招聘教师
5299人，其中博士3569人。”省教育厅人事处
相关负责人张志海说。此次活动共有32所省
属高校参加，提供招聘岗位 3430个，其中博
士研究生、副教授以上高层次人才岗位 3200
多个，另有硕士研究生岗位200多个。

“和往年相比，高校对博士研究生的需求
量进一步加大，在招聘专业上更加聚焦于装
备制造、生物制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
重点领域。”张志海说。

在郑州大学展台前，今年毕业的心理学博
士潘女士在向校方询问招聘条件和待遇。“河南
大学的心理学学科很强，但郑州大学提供的待
遇很诱人。”她正在对比招聘单位的各项条件。

随着河南省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推进，郑
大、河大的高层次人才缺口很大。“今年我们首
次实行‘短聘+长聘’形式，学校为科研人员提
供的薪酬、住房以及科研经费等第一年就达近
百万元，但同时也会对聘用人员进行量化任务

考核。”郑州大学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刘婧宜说，
这两年招聘的 985高校本硕博毕业生以及海
归人才数量激增，今年郑大预计招收博士及博
士后498人，目前已有就职意向的达300多人。

“现在确定有 178人符合条件，近 100人
已入职。”河南大学人事处人事科科长宋国庆
介绍，今年学校预计招聘博士及以上人才240
名。为了加快招聘审批进度，河大定期组织
学院面试，审核后及时提交校长会议研究，尽
快回复求职者。

虽然本次专场是以招聘博士毕业生为主，
但为数甚多的硕士毕业生以及在读研究生也
成了会场咨询主力军。在卫生健康专区，郑州
人民医院人力资源部有关工作人员介绍，医院
人才缺口很大，每年1至 5月份医院还会招收
几百名硕士毕业生，希望硕士毕业生以及即将
毕业的研究生及时关注院方网站信息。

河南经济快速发展，也吸引了人才的回
归。看好郑州发展前景，刚从英国伯明翰大
学毕业的杨晶和男友莫铠瑜毫不犹豫地选择
回到家乡工作。“我们不是很看重薪水的高
低，更重视平台提供的未来学习和成长空
间。”莫铠瑜说。③8

卫生教育行业求贤若渴 高学历人才受青睐
□本报记者 樊霞

和河南省政府签署省校战略合作
协议月余后，10月 24 日，中国人民大
学校长刘伟通过视频连线寄语中国·河
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一个地区
一旦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对人才的需求
最迫切、最旺盛。”

刘伟说，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
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原大地是中国的缩
影。作为内陆省份，河南改革开放、工
业经济的发展可能晚于沿海省份，但近
年来，随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中原城市群
等国家战略规划和平台密集落地，河南
已进入全方位提升发展水平的新阶段，
显示出很强的后发优势。

刘伟解释，一个地区就像一个国家
一样，一旦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对人才
的需求最迫切、最旺盛。在这样的地
方，人才创新的空间也最大，发展的潜
力也最强。事实也证明，河南省委、省
政府对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给予了前所
未有的重视，2018年以来连续举办面
向全球的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广揽
天下英才而用之。

“我们相信，只要河南省委、省政府
坚持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坚定实施人
才强省战略，大力培养引进人才，注重
发挥科技创新的力量，一定能够实现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人才在这里一定能找
到更好发挥才能的舞台。”刘伟说。

今年 9月，中国人民大学与河南省
政府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中国人
民大学将发挥办学优势和学科特色，依
托河南省区位、资源和战略平台优势，
在教育、科研、人才培养、干部培训、决
策咨询、经济社会服务等方面和河南省
政府开展全面合作。③9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

发展快车道上人才需求更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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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