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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投入五年投入 亿元亿元

南海区发布《南海鲲鹏人才计划》

打响“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第一枪”

聚天下英才，再造

高质量发展新南海。1

月 13 日，南海召开鲲

鹏人才大会，以“鲲鹏”

为名发布“十四五”人

才发展纲领性文件《南

海鲲鹏人才计划》，未

来 5年将投入 50 亿元，

吹响全球揽才“集结号”，

从世界顶尖人才到国

家、省、市高端人才，

再到技工、社工等各类

基础性人才，都能享受

资助、户籍、住房、医

疗、社保等多方面政策

优惠。

驱动“鲲鹏”展翅腾飞驱动“鲲鹏”展翅腾飞

加强顶层设计，系统规划人才、
科创、产业三大领域政策任务，
共涉及全区 29个部门拟完善和
新出台 34份文件，形成“人才
引领创新、创新驱动发展、发
展集聚人才”的发展格局。

扶持对象覆盖各层次各领域人
才，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和基础
性人才培育发展并重。按照“不
求所有，但求所用”，创新将异
地孵化的人才或团队，纳入南海
柔性人才的政策扶持范围。

扶持内容贯穿创新、创业、生
活和公共服务等人才事业全生
命周期的发展需求。创新方面
提供包括科技应用研究、成果
转化对接等扶持政策；创业方
面提供包括创业孵化、双创基
金、天使基金、风险补偿等扶
持政策；生活需求方面提供包
括生活津贴、住房安居、子女
教育、医疗健康等扶持政策。

未来 5年将投入超 50亿元，大
力支持人才与创新创业团队的
发展。包括每年 5亿元人才和
团队扶持补贴经费，5年共投入
25 亿元。投入 25 亿元的天使
和“双创”投资基金，支持科
创企业发展壮大。

系统化

覆盖广

全链条

力度大

计划四大亮点 四大人才工程（部分）

尖端人才“领跑工程”
突出人才引领创新，培育壮大新经济新业态突出人才引领创新，培育壮大新经济新业态11

对获评区“天佑之星”项目的海内外顶尖
人才及团队，给予最高5000万元扶持。
对新申报的省市级人才团队，立项后给
予最高5000万元的配套扶持。

通过评审入选南海A、B、C类创新
创业团队的，分别给予300万元、
200万元、100万元的项目启动扶
持资金；能带动产业和经济取得重
大发展成果的，择优接续扶持，再
给予最高400万元奖励补贴。

对在南海区创办企业的一类人才，
符合条件的给予500万元创业扶持，
二类人才给予200万元创业扶持。

对区内企事业单位自主培育获评国
家级、省级领军人才的，按照上级
专项补贴标准给予配套奖励，其中
50%奖励个人，50%奖励单位。

产业人才“倍增工程”
深化校企校地联动合作，大力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发展33

对向南海区输送高技能应届毕
业生的各类职业院校，给予最
高 50万元奖励。

对人力资源、人才服务机构，
引进人才达到一定数量的，给
予每年最高30万元引才奖励。

50
万元

30
万元

对获评国家级、省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站）的企业，给予最
高 30万元一次性扶持。

30
万元

获评“南海大城工匠”“南海区高
技能突出人才”和“南海岗位技术
能手”的，每人最高10万元奖励。

10
万元

对设立“南海区大城工匠工作
室”的企事业单位，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创办补贴。

10
万元

对成功推动企业与科技创新平台进
行技术交易的成果转化平台、科技
中介组织等，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

50
万元

菁英人才“青蓝工程”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22

对“十百千”
培 育 企 业
的高级管理
者，给予最
长三年地方
财政贡献区
级留成部分
100%的奖励。

对企业获批
准设立的院
士工作站、
博士后工作
站，分别给予
最高150万
元、100 万
元的扶持。

对被新认定
为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
器的，给予
200万元一
次性补贴资
金。

大力支持企
业建设的工
程技术研究
中心，被新认
定为省级以上
的，最高给予
100万元一次
性的科研经费
补助。

对符合条件
的高新技术
企业、专精
特新企业发
生实际损失
的，给予最
高 1000 万
元 风 险 补
偿。

大力引进海
内外优秀青
年人才，对
企业引进的
海内外“双
一流”青年
人才，分别
给予博士 9
万元、硕士
6万元、学
士3万元的
引进扶持。

社会事业人才“荟萃工程”
厚植社会事业土壤，
全力提升融湾城市品质

44
每年至少投入 1亿元，实施基础教
育“南海学者奖励计划”。引育一
批国家级教育杰出领军人才，按照
上级补贴标准给予50%的配套奖励；
对引进“强基计划”项目的给予最
高50万元启动资金。

每年至少投入 1亿元，实施医卫人
才“521 计划”，未来 5年内培养
500 名全科医生、200 名临床领军
人才、100 名公共卫生和卫生管理
中青年拔尖人才。

每年投入不少于 400万元，加大对
文艺创作、文创设计、文化体育等
领域人才队伍的扶持力度。对代表
国家、省参加比赛的龙舟、醒狮等
项目训练基地，每年给予 200万元
补贴。

对经认定为南海区一至五类人才的，
分别给予最高800万元、300万元、
100 万元、60 万元、40 万元安家
补贴；符合条件的六至七类人才，
给予最高三年 4.32 万元、1.8 万元
租房补贴，或可按标准申请入住政
府持有的租赁住房；未来五年将筹
集不少于3万套租赁住房。
为人才提供每年最高 5000 元
的健康体检标准和 2000 元医
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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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鹏人才计划

》区委书记闫昊波：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无论从事

什么职业，只要能成为这一行的佼佼者，

只要能为南海发展作贡献，对我们来说都

是优秀人才。南海将在政策落实、政策兑

现上狠下功夫，用真心诚意礼遇人才，用

战略机遇吸引人才，用事业平台汇聚人才，

用优质环境留住人才。

》区长顾耀辉：

《南海鲲鹏人才计划》名称源自《庄

子·逍遥游》中关于“鲲鹏”的表述，寓意

天下英才齐聚南海，就像鲲一样遨游、像鹏

一样翱翔。我们有足够的信心为各类人才提

供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和空间，诚邀天下英

才汇聚南海，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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