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面

向海外知名大學的東莞人才招聘周剛剛落幕，廣

州的海外人才交流會後天又要開幕。目前已經有

2,000名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的高端人才報名參

加。毗鄰廣州的佛山市也不甘落後，除了舉辦海

外學人回國創業周之外，更是建立了十多個專為

海外人才量身定製的創業園區。據了解，近年

來，珠三角各市紛紛把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作為經

濟轉型升級的主要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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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17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中國海外

人才交流大會暨中國留學人員廣州科技交流會明日將在
廣州舉行。截至目前，已有3,000多名海外人才報名參
會，創下歷史新高。其中，博士學位者接近2,000人。
據了解，廣東自貿區三大片區將是本屆海交會吸納人才
的重要平台，各自貿區將派出龐大的招賢納才團隊參
會。
據海交會組委會負責人介紹，根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

和人才事業發展的需要，「中國留學人員廣州科技交流
會」今年起正式更名為「中國海外人才交流大會暨中國
留學人員廣州科技交流會」，並且恢復了每年12月中下
旬舉辦一次的辦會頻率。
作為東道主，廣東將派出龐大的招賢隊伍參會，三大

自貿片區提供了十分誘人的引才條件。據悉，今年以
來，公安部和廣東省級多部門先後推出支持自貿區引進
高端人才措施，包括永久居留、創業扶持、出入境、稅
收等多個重磅條件。

穗海交會引兩千博士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經李克強總理
簽批，國務院日前印發《「十三五」國家戰略性
新興產業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對
「十三五」期間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目標、
重點任務、政策措施等作出全面部署安排。
《規劃》指出，戰略性新興產業代表新一輪科
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方向，是培育發展新動能、
獲取未來競爭新優勢的關鍵領域。要把戰略性新
興產業擺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的位置，緊緊
把握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重大機遇，
按照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部署要求，以創新驅
動、壯大規模、引領升級為核心，構建現代產業
體系，培育發展新動能，推進改革攻堅，提升創
新能力，深化國際合作，加快發展壯大新一代信
息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
車、新能源、節能環保、數字創意等戰略性新興
產業，促進更廣領域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
新模式蓬勃發展，建設製造強國，發展現代服務
業，推動產業邁向中高端，有力支撐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

優化產業結構
《規劃》提出，到2020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
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15%，形成新一代
信息技術、高端製造、生物、綠色低碳、數字創
意等5個產值規模10萬億元人民幣級的新支柱，
並在更廣領域形成大批跨界融合的新增長點，平
均每年帶動新增就業100萬人以上。產業結構進
一步優化，產業創新能力和競爭力明顯提高，形
成全球產業發展新高地。
《規劃》確定了八方面發展任務。一是推動信息

技術產業跨越發展，拓展網絡經濟新空間。二是促
進高端裝備與新材料產業突破發展，引領中國製造
新跨越。三是加快生物產業創新發展步伐，培育生
物經濟新動力。四是推動新能源汽車、新能源和節
能環保產業快速壯大，構建可持續發展新模式。五
是促進數字創意產業蓬勃發展，創造引領新消費。
六是超前佈局戰略性產業，培育未來發展新優勢。
七是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集聚發展，構建協調發展
新格局。八是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開放發展，拓展
國際合作新路徑。

完善管理方式
《規劃》提出了完善管理方式、構建產業創新

體系、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深入推進軍民
融合、加大金融財稅支持、加強人才培養與激勵
等6方面政策保障支持措施，部署了包括集成電
路發展工程、人工智能創新工程、生物技術惠民
工程、新能源高比例發展工程、數字文化創意技
術裝備創新提升工程等21項重大工程。要求各地
區、各有關部門高度重視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工
作，切實抓好本規劃實施，加強各專項規劃、地
方規劃與本規劃的銜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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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12月14日至
16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分
析當前國內、國際經濟形勢，
總結2016年經濟工作，闡明經
濟工作指導思想，部署2017年
經濟工作。《南方日報》昨日
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明年是
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年，也是實
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
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
化之年，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
議對於統一思想、深化認識並
做好明年的經濟工作，具有重
大而深遠的意義。
文章指出，穩中求進為多次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強調，既
凸顯了這一科學工作方法的重
要性，也凸顯了我黨把握戰略
機遇期的戰略自信和戰略定
力。實踐證明，黨中央對經濟
形勢作出的重大判斷、對經濟
工作作出的重大決策、對經濟
工作思想方法作出的重大調
整，符合我國實際，取得了顯
著成效。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成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順
理成章，自然而然。
文章進一步指出，對明年經

濟工作而言，貫徹好這個重要
原則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我
們的宏觀政策要穩，要繼續實
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
幣政策。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
有效，預算安排要適應推進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稅
費負擔、保障民生兜底的需
要。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
性，適應貨幣供應方式新變
化，調節好貨幣閘門，努力暢
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和機制，
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要把防
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
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
着力防控資產泡沫，提高和改
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

性金融風險。要加強預期引導，提高政府
公信力。按照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
制度、引導輿論的思路，深入做好社會托
底工作，提高人民群眾獲得感，維護社會
和諧穩定。穩中求進，不是無所作為，不
是不敢作為，而是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
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
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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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北京大學政
府管理學院日前舉辦了「政府創新與治理現代化」高端
學術論壇。論壇共設「治理理論發展」、「治理多維視
點」、「治理制度創新」、「地方治理實踐」和「治理
研究與學科建設」等五個分論壇。不少學者指出，這是
近幾年來，國內政治學界和公共管理學界規模最大、規
格最高的一次研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峰會。
北京大學講席教授、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俞可

平表示，這次高峰論壇是國內關於國家治理的一個高端
學術共同體，其必將為進一步推進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做
出政治學者和公共管理學者應有的貢獻。
在分論壇上，眾多權威學者對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

鍵問題進行了分析交流。中共中央黨校趙虎吉教授以解放
思想為中心，分析出目前國家治理的突出問題是制度缺失。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燕繼榮教授則從社會化
的角度，闡釋了國家治理改革的根本方向——回歸社會。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竺乾威指出，未來
的改革要注意領導權與治理權的分離。

國家治理現代化論壇北大舉辦

日前，佛山、廣州
先後要舉辦海外留學
人員人才周和「海交
會」，以吸引海歸人

員回國就業創業。其中，港澳高端人
才成為兩大人才交流會的「香餑
餑」，各方出重金「引誘」他們。

香港回歸後，擁有一流教育背景和
國際視野的香港人才一直是內地機構
和企業垂涎的目標，全國各自貿區特
別是廣東自貿區三大片區內部，紛紛
砸錢引才。

不過，招納香港高端人才，僅僅通
過築「金巢」未必能夠取得預期效
果。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之
一，市場化程度高，如金融、法律、
醫療等行業的高端專業人才往往能拿

到豐厚的薪酬，而內地針對港澳及海
外人才出台的住房、稅收、永久居留
等方面的優待，對他們不一定具備誘
惑力。

在筆者看來，建立粵港人才庫或許
是一個雙贏的做法。對香港高端人才
來說，內地創業就業空間大，而香港
是對接國際的自由港，兩邊都有吸引
力。人才庫內的人才資源以一定的方
式機動交流，高端人才不會固守在香
港或廣東，而是根據需求靈活提供專
業服務。

目前，粵港法律服務界已着手嘗試
建立一個法律人才庫，在業務拓展、
交流、個案辦理上，實現人才、信息
和資源的優勢互補。

■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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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建人才庫促交流

■眾多權威學者對國家治理現代化問題進行了分析。
本報北京傳真

粵創業園區吸港項目入駐
佛山經濟轉型升級 瞄準海外高端人才

■■「「四海英才四海英才，，智創佛山智創佛山」」20162016海外學人回國創海外學人回國創
業周日前在佛山南海區舉行業周日前在佛山南海區舉行。。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 攝攝

■ 為 打 造
「全球創客
新都市」，
佛山攬才計
劃正逐步擴
大到全球。

記者
胡若璋 攝

同屬珠三角經濟大市的佛山也
不甘落後，在經濟總量邁向

萬億GDP的同時，也把吸引海外
高端人才入駐作為提升經濟質量的
重要舉措。記者昨日從正在舉行的
佛山南海區「四海英才，智創佛
山」2016海外學人回國創業周上了
解到，佛山廣設各級創業園區10多
個，為海外高端人才順利回流搭建
平台，這為佛山依託智能製造的民
營企業提供了轉型機遇。
據了解，提出打造「全球創客新
都市」的佛山南海區，攬才範圍從
珠三角正逐步擴大到全球，通過打
造一些產業明確的創業園區，吸引
海外人才回流。目前，南海借助
「口碑優勢」，分別在美、英、
法、新加坡等地設立了9個工作
站。其中，登記在冊的會員逾400
人，保持聯絡的會員逾1,000人。

醫療新材料受青睞
據佛山市海外留學青年聯誼會相
關負責人介紹，目前海外高層次人
才大部分集中在高新產業，例如醫
藥、生物和新能源等領域，這也為
佛山打造創新型支柱產業注入人才
動力。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前會
長關俊華表示，佛山在加快產業智

能製造的轉型步伐中，為了吸引當
下創新型的人才喜歡的文化多樣、
生活便利的創業環境，已開始多元
化建設佛山的很多鎮街，並加快完
善相關配套設施。
此外，坐擁廣州南站商圈黃金

地理位置的三山粵港澳青年創業
社區因其完善的配套，也成功吸
引了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未來機
器人」項目入駐，未來還希望香
港的醫療、新材料領域可以順利
落地園區。
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及知識轉移服

務處的主任何居理也對佛山創業園
區的配套設施及政策感到滿意。據
他介紹，早期香港學生的創業項目
主要在校園內完成轉化，項目發展
起來需要資金和市場。在佛山廣設
創業園區以吸引人才的契機下，香
港中文大學開始帶領校內優秀項目
前往內地尋找市場對接。
為使海外高層次人才足不出戶

便可快速辦理落戶、出入境、子
女入學等業務，廣東省人才服務
局建立了引進高層次人才「一站
式」網上服務平台。該平台與相
關的18個省直和中央駐穗部門網
站進行對接，建設網上審批服務
「高速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