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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才交流會深圳開幕 逾 3 萬職位招全球英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胡永愛 深圳報道）4 月 14 日-15 日，由
科技部（國外專家局）和深圳市政府主辦的第十七屆中國國際人才交流
大會在深圳舉行，來自 5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4 千多家專業機構和組織，4
萬餘名海內外專家學者、高端人才參會，現場多個專場招聘會提供逾 3 萬
職位招攬全球英才。今年大會以「融全球智力、促創新合作、謀共
同發展」為主題，特設了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
與人才智力展區，包括灣區內 11 座城市人才政
策的集中展示，開展專業、精準對接，希望在大
灣區發展的背景下，香港專業人才可

大灣區

以在這些城市發揮所長、共建灣區。

快線

灣區首設專場
對接創科精英
科技部部長王志剛在開幕式上致辭時表
示，今年大會主題增加了「促創新合

作」的內容，希望向全世界展示中國在科
技創新領域繼續擴大開放、深化交流合
作、共享發展成果的誠意和決心。大會體
現了更多創新驅動發展的元素，對粵港澳
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科技成果
轉移轉化、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等內容進行
了集中展示。

逾 95 萬外國人在華工作
王志剛表示，當今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
時期都更加渴求人才，近年來，中國通過
更加務實的人才引進政策，對外國人才來
華簽證、居留進一步放寬條件，簡化程
序，依法保障外國人才在華工作生活的合
法權益，解決引進人才的社會保障、戶
籍、子女教育等問題，取得了顯著成效。
2018 年累計發放外國人才工作許可證
33.6 萬份，在中國境內工作的外國人已超
過 95 萬人。面向未來，中國將進一步擴大
科技對外開放合作，以更加開放的姿態、
更加務實的舉措、更加良好的環境，歡迎
全球各地的合作夥伴和外國的優秀人才和

領軍企業來華創新創業。
作為科技部首次承辦和《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正式發佈後的首場「中國人
才第一會」。今年大會設置了上千平米的粵
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與人才智力展區，全面
展示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產業規劃、科創
成就、人才創新創業政策環境等內容，對標
國際先進經驗，針對多方需求，開展專業、
精準對接，邀請新一代信息技術、互聯網、
生物醫藥、智能製造、新材料、新能源等領
域的優質項目進行展示。

■不少外籍人才現場求職 。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大會設立上千平米的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與人才智力展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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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來華就業 滬最吸引

珠海肇慶盼吸港科技人才

■ 中國科學技術部部長王志剛（右三）、
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右二）等出席大
會。
中新社

在珠海展區，科技創新局黨組書記、局
長王雷表示，珠海現在尤為緊缺的仍然是
高端人才。去年的人才計劃中，政府出資
67 億元人民幣，在五年的時間裡用於高端
人才的引進，包括國外的專家團隊，國家
的千人計劃專家以及港澳高端人才。
王雷表示，香港和珠海在集成電路、生
物醫藥、航空航天、電子信息等方面融合
度很高，這些領域對於香港高校來說是強
勢學科，同時也是珠海的支柱產業。「我
們特別希望香港這些領域的科技人才能夠

來珠海工作、創業。尤其是港珠澳大橋通
車後，現在從香港到珠海交通越來越方
便，一小時左右的車程就可以直達。如果
香港的人才願意來珠海，珠海政府將進行
全方位扶持。」
肇慶市科技局陶烽英副局長則表示，今
年 7 月往來香港西九龍和肇慶的直通高鐵
開通後，希望肇慶的三大主導產業：新能
源汽車、先進裝備製造、節能環保，以及
美麗的風景，能吸引更多的港人來到肇慶
發展和旅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
報道）近年來，外國人來華工作許
可制度和外國人才簽證制度的實
施，更加促使城市在政務、政策、
工作、生活環境等方面不斷完善，
讓更多外國人才「來得了、待得
住、用得好、流得動」。
在14日舉行的深圳論壇上，科技部
副部長、國家外專局局長張建國發佈
了 2018 年「魅力中國——外籍人才
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國城市」主題活
動結果。上海、北京、合肥、杭州、

深圳、蘇州、青島、天津、
西安、武漢分列前十位；廈
門、南京、烏魯木齊、廣州、徐州、
海口、昆明、濟南、大連、成都獲選
最具潛力城市。
來自巴基斯坦的 Mah Noor 專程從
湖北武漢趕到深圳參加外籍人才招
聘會，她告訴記者，喜歡深圳一是
因為距離香港近，另外就是城市非
常年輕和充滿活力，也有越來越多
的外國人在這裡發展，國際化程度
不斷增加。

洪為民：優化灣區外才服務

實現三地生雙向就業自由化
洪為民認為，一個產業群的成
功，創新及人才的自由流動是十分
重要的。大灣區最應建立吸引國際
人才引進體系，包括政治穩定、包

容多樣文化、宜居環境、產學研體
系、法治制度、人才流動和政府政
策。
洪為民提出，「優化歸國留學人員
和外籍人才服務，善聚善用各類人
才」。首先世界一流的國際灣區必須
要國際化，「硅谷有一半的科技人員
是亞裔，而大灣區99%都是中國人，
大量吸引國際人才，可以補足大灣區
人才缺口。」其次，針對全球人才，
創造國際人才宜居宜業的環境，實施
全球英才招聘工程；實施粵港澳三地
人才流動計劃，實現三地學生雙向就
業自由化。科研資金雙向「過河」。
企業「出海」聯合境外高校建立合作
機構。開設大灣區大學，研究大灣區
學科，加強金融、先進製造業的科
研。建設高端國際人才社區，建立人

洪為民

張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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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聯盟。探索建立粵港澳智庫聯盟。
在香港金融管理學院執行院長張
奕敏看來，儘管大灣區出台了很多
政策吸引國際人才，但香港人才仍
在金融、教育、醫療等專業領域具
有強大優勢。其中，香港醫療在亞
洲地區也處於領先地位。張奕敏認
為，「未來大灣區九個城市對於醫
療方面都會有很大的需求。例如港
大醫院雖然才建好不久，但需求量
非常大，廣東省其他城市的病人都
會來這裡看病。」

首設科技服務區 製造業需求回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今年大會首次設立了科技
高端服務企業展示專區，展區面積
500 平米，引入包括國際律師事務
所、會計審計事務所、國際獵頭、
國內創新科技獨角獸、VC 投資等
四大領域知名企業 20 家，為科技
創新和國際人才交流提供全流程專
業化服務，更好地引領創新、聚焦
科技綜合服務。在粵港澳大灣區背
景下，不少企業對於人才的需求也
越來越旺盛。有獵頭透露，實業、
製造業對高端人才的大規模需求
度，有再次回歸的趨勢。

高端崗位收 10 萬簡歷
同日舉行的「精英天下．才博
會」中高級人才招聘會吸引了 515

家來自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在內的
全國眾多五百強企業等用人單位
進場，共提供高端崗位 5,000 多
個，涵蓋 5G、智能製造、IT、新
能源、新材料、電子通訊、房地
產等 60 多個行業，參會的海內外
高端人才超 6 萬人次，企業現場收
到求職簡歷超10萬份。

跨境就業成灣區趨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到，
大會充分彰顯了「創新驅動」的
核心戰略，現場科技企業比重相
比往年增幅顯著，更有大量灣區
跨國企業前來攬才。在灣區融合
發展方面，粵港澳大灣區企業正
在加快步伐，推進深度合作，實
現灣區人才流動交融，跨境就業

將逐漸成為灣區發展一大趨勢。
人才就業取向方面，最顯著的亮
點是選擇在灣區城市圈發展的人
才佔主流，凸顯了粵港澳大灣區
對人才的虹吸效應。

求職者超三成為海歸
據統計，現場有海外留學或工
作背景的國際化人才佔比超三
成，大學本科學歷佔比五成，碩
士（含博士）以上學歷佔比四
成。招聘崗位多集中在技術工程
師、算法研究員、運維總監、區
域經理、法務總監等技術型、創
新型、管理型崗位。相比往年，
大多數崗位薪資待遇也有了較大
提升，總體上以年薪 20-50 萬元居
多，最高年薪超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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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職位超 個
港澳青年南沙實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胡
永愛 深圳報道）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如何更好地吸引人才是今年大會上
的重點話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香
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在談及
「大灣區國際創新中心建設與人才
發展」時表示，目前大灣區內 9 個城
市推出的人才新政對國際高端人才
已經很有吸引力，他提出，從「優
化歸國留學人員和外籍人才服務，
善聚善用各類人才」方面，多措施
建設國際一流灣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
報道）2019 年港澳青年學生南沙
「百企千人」實習計劃昨日在廣州
南沙發佈，今年將有逾 140 家當地
高新技術企業為港澳青年學生提供
超過 1,200 個實習崗位，並通過吸
引香港十大院校等港澳高校爭取實
習人數達到600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發佈會上獲
悉，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明匯智庫
主席曾智明被聘請為「港澳青年創
業就業試驗區榮譽顧問」，港澳青
年學生實習就業基地代表、港澳高
校、青年社團以及港澳學生代表近
200人參加了發佈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1,200個實習崗位。
此外，還將進一步擴大實習規
模，鮮明聚焦「準大學生」群體，
並持續鞏固內地高校生源，擴大吸
引香港十大院校和港澳各大院校以
及在台灣高校就讀的港澳青年學
生，爭取實習人數達到 600 人左
右。在形式創新方面，則將聯合香
港文化藝術發展中心、澳門中華教
育會、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分別
發起香港準大學生「明日力量」培
養計劃、澳門內地高校保送生來南
沙課業輔導提升計劃和澳門青年學
生社會調研課題實習計劃，不斷提
升實習實踐實效。

開發AI等職位吸引準大學生 建港澳青年創業就業試驗區
南沙區政協副主席余若蘭在致辭
中指出，南沙與港澳合作前景廣
闊、機遇無限，歡迎港澳青年來南
沙實習交流、創新創業、工
作生活，共同攜手打造國際
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南沙區青聯相關負責人表
示，今年南沙進一步提高崗位質
量，結合南沙產業發展方向和港澳
青年學生特點，在人工智能、生物
醫藥、新材料等頂尖行業中開發出
逾 140 家實習單位，如小馬智行、
科大訊飛、暗物智能等，共提供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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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區政府還透露，下一步南
沙將加快建設港澳青年創業就業
試驗區，推動盡快出台《廣州南
沙新區（自貿片區）鼓勵、支持
和促進港澳青年學業、就業、創
業與置業扶持辦法》，打造 21 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青年形象傳播研
究中心，舉辦 2019 年粵港澳大灣
區青少年事務社工專題研修班，
通過一系列舉措拓展港澳創新發
展空間，努力把南沙打造成為港
澳青年灣區創新創業的首選地和
全面融入國家的中轉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