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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人才打造智造新高地
推行各种人才奖励扶持政策，营造引才留才软环境，让人才爱上狮山留在狮山

9月9日，狮山镇858名先进教育工作者和128个先

进集体获表彰，他们为狮山高质量打造“岭南教育名镇”凝

聚了智慧和汗水。优质的教育，正是狮山留住人才的重要

“砝码”。

在狮山工作生活20年的佛山市华鸿铜管有限公司（下

称华鸿铜管）生产总监叶利生，因优质的教育环境而选择在

狮山定居。“除了教育、医疗等优质配套外，更看好的是政府

及企业对各种人才的鼓励及扶持，让我从一名普通员工成

长为生产总监。”叶利生感慨地说。

叶利生是众多愿意扎根狮山的人才之一。近年来，狮

山深入实施“人才强镇”战略，通过外引内培、鼓励及扶持政

策，强化市场化人才评价机制，着力打造人才集聚高地，确

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为制造狮山向智造狮山的

华丽转身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9月3日，贵州黔东南榕江

县中等职业学校与狮山达成“校

企合作”意向，学校根据企业所需

设置“订单班”，定期为狮山企业

输送技术人才。

校企合作搭起引才桥梁。

近年来，狮山镇不断深化校企合

作战略模式，发挥人才合作枢纽

作用，除了将学校引进狮山促成

合作，还定期组织企业到外地高

校开展“相亲会”，引进专业对口、

急需紧缺人才，为狮山镇产业创

新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共同促

进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

展。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狮山

镇与中国移动合作，在南海首创

线上“狮山智慧”招聘平台，通过

信息化和大数据方式精准推送，

为狮山本地企业和人才提供对接

服务。目前，该平台已为588家
企业发布2105个优质职位，为

5700多人次提供对接服务。

近日，《2021中国镇域高质

量发展报告》发布，狮山镇位居

2021镇域高质量发展500强榜

单第1位，在全国超2万个建制

镇中脱颖而出。

这一耀眼成绩，离不开大量

的人才做支撑。狮山镇已积极组

织46个人才团队成功申报南海

区“蓝海人才计划”创新创业团

队，加快高端人才引进步伐，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优秀人才团

队到狮山开展创新创业项目。此

外，还协助市、区人才团队申请区

级扶持资金 44项/次。截至今

年7月，落户狮山镇的省、市、区

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共计102个，

约占南海区40%。

佛山华智新材料有限公司

是首批落户狮山的人才团队，带

头人为中科院“百人计划”专家、

“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获选者

张耀辉博士，核心团队均毕业于

国内外著名高校。经过多年发

展，企业已经拥有30多位研发

人才，他们助力企业成为国内顶

尖的大功率半导体器件封装材料

生产企业，成为华为4G、5G通

信基站射频芯片以及国内军用雷

达芯片封装材料的主要供应商，

公司产品成功应用于军方远程预

警雷达、“北斗”等重大工程项目

中。2020年销售收入超2000
万元，目前正在力合科技园投资

约4000万元扩建5G基站扇热

材料生产线。

据悉，很多引进的人才团

队，经过本地平台孵化培育后，创

办企业有了自己的生产线，做大

做强，再次吸引人才进入团队。

这种借高端人才促进招才引智，

是加快人才聚集的有效方式。

以清华大学首届校外招收的

8名博士生之一、芬兰国家技术

研究中心原首席科学家杨云峰为

首的人才团队，在狮山创立佛山

峰合精密喷射成形科技有限公

司，用世界一流产品研发培育一

流人才。

“我们这里有世界一流的产

品，能让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成为

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所以在人才

选择上，根本不考虑教授、博士等

职称学历之类的，大学本科甚至是

大专、中专毕业生都可以来，我们

自己培养。”佛山峰合精密喷射成

形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馥榕

表示，根据当地实际，峰合科技员

工以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为主体，

只要踏实肯干，他们都能在世界一

流产品研发的带动下，成为一流的

人才。“发展前景可观，开始吸引本

地大学生前来就业。”

9月13日，大城工匠、一汽-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总

装车间技术组技师王道旺，正在

为学员上实操课。这是他成立南

海大城工匠工作室后，利用业余

时间培养技能人才的常态。至今

已经培养汽车维修工中高级工技

师近400人。

“狮山一共有20个大城工匠

工作室，以大城工匠工作室为技能

培育阵地，推动以师带徒，传承高

超技艺，为企业培育了大量实用型

人才。”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狮山分局局长常少斌介绍，为

了更好地培育人才，狮山镇推进企

业评价资质认定，建立企业技能等

级认定平台，依托企业平台培养产

业技术人才，目前，一汽—大众汽

车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佛山华数

机器人有限公司、佛山维尚家具制

造有限公司、广东华兴玻璃有限公

司等已获得资质。

为了顺应当地产业发展的新

需求，华南师范大学南海学院新

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金融科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等专业，进一步服务地区产业经

济发展。

广东东软学院针对地方经济

支柱产业和鼓励发展的新兴产

业，重点设立基础较好且有优势

和特色的学科专业，每年稳定向

社会输出2000多位专业人才。

如果择一城而居，叶利生会

毫不犹豫选择狮山。

20年前，他放弃广州农科所

的工作，来到狮山进入华鸿铜管，

成为一名普通员工。

面对新鲜事物的叶利生，心

中虽有忐忑，但却被丰厚的工资

吸引，刚上班就拿1000多元一个

月，是原来工资的两倍。更幸运

的是，当时华鸿铜管刚组建了新

车间生产新产品。“大家都是从头

开始，当时觉得这是机会。”

果然，肯学肯干，吃苦耐劳，

加速成长，加之善于运用管理思

维，第二年下半年就做了大班长，

四年后成为车间主任。“这个职位

对我的挑战极大，但是非常感谢

政府和公司，每年提供近10次的

机会去学习，让自己得到了提

升。”叶利生说，有了一定的基础，

在处理生产问题时便得心应手。

2007 年底，叶利生接到任

务，要提高铜管二车间的产能。

他利用几天时间查看后，制定出

方案，从改进设备、优化流程，到

实现自动化，只用了短短5个月，

生产人均效率增加12%，半年不

仅产能提高了50%，产品质量也

稳步提升。

依靠优秀的表现，叶利生顺

利晋升为生产总监，当时他才30

岁。而为了回馈政府和企业，他

从2008年开始，每年自掏腰包一

至两万元去参加培训，希望能够

为狮山及企业的发展出力。

工作顺心有前景，2012年叶

利生下定决心在狮山买房安

家。“以前还想着在这里干几年赚

些钱回江西老家创业，后来干着

干着就不想走了，因为自己深爱

狮山，这里有我想要的生活。”叶

利生说，现在狮山发展迅速，环境

越来越好，享受到各种优质的服

务。“大的孩子已经毕业进入我们

公司上班，小的正在上小学，一家

人在这边过得舒适开心。”

吸引省、市、区102个创新创业人才团队落户狮山，

以才引才

搭建南海首个线上“狮山智慧”招聘平台，已为588

家企业发布2105个优质职位，为5711人次提供招

聘对接服务

开展“1311”服务，即1次就业指导、3次职业推介，1

次见习指导和1次职业培训，促进大学生就业

依托大城工匠工作室培育技能型人才

做好人才奖励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奖励

推进企业评价资质认定，建立企业技能培训鉴定平

台，依托企业平台培养产业技术人才

开展技能晋升培训，今年目标完成18000个人才技

能提升

搭建人才交流平台 ，深化校企合作

在企业建设就业基地，促进高校毕业生当地就业

近年来，狮山在教育、医疗、

交通、生活配套等方面下功夫，

为人才提供相应的保障。同时

提供多元优质服务，推行各种人

才奖励扶持政策，打造引才留才

软环境，留住人才的心。

其中，吸引王道旺留下来的

是政府对人才的鼓励与扶持，他

每月就能收到2000元的人才补

贴，感觉到了政府的温暖和惜才

爱才的态度。

开展技能晋升培训是留才

的一大举措。狮山实施技能晋

升“直补个人”的政策，将技能晋

升培训补贴直接发放给个人，鼓

励包含新市民在内的劳动者主

动参与技能培训。2021年至

今，技能晋升2400多人，发放金

额超397万元。

“通过技能提升，我考取了

焊接技师证，工资比以前多了5
倍。”广东仕诚塑料机械有限公

司机加工车间主管刘兵表示，良

好的人才晋升扶持及机制很诱

人，让他很乐意留在狮山，这一

留就是20年。

安家才能乐业。狮山分层

分类建设人才公寓，保障引进的

各类人才实现拎包入住，切实解

决后顾之忧。而在今年，更是推

出160套共有产权房。“共有产

权房一推出就有很多人登记申

请，其中不乏企业的一些高管、

技术人才。”狮山镇房管所副所

长陈灏英介绍。

狮山以制造业立镇，然而打

造产业高地所需的人才哪来？

本地的高校毕业生是重要来

源。近年来，狮山推行一系列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补贴政策，包

含了一次性创业资助、创业租金

补贴、基层就业补贴、学历提升

学费资助、高技能晋升资助、生

活津贴等。此外，还通过开展

“1311”服务，即1次就业指导、

3次职业推介，1次见习指导和1
次职业培训，促进高校毕业生就

业。

各高校也出招。广东东软

学院通过与行业协会密切联系、

承办政府就业创业政策宣讲、线

上招聘推送及线下精准对接，广

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通过成立

校企合作办公室等方式，吸引更

多的毕业生选择在家门口就业。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生陈志光就是其中之一。他

目前在狮山科技工业园广东欧

比个人护理用品有限公司从事

检测工作，“在狮山，离开校门半

小时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且

就业环境、薪资福利等都不错。”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金字招

牌”，最重要的是重构优化人才

政策体系，强化市场化人才评价

机制，灵活引才、科学用才。经

过多年努力，狮山人才聚集高地

初步形成，人才发展环境逐渐改

善，人才成为引领狮山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福云通讯员 黄倩君康杰红

厚植人才发展土壤

打造人才“最强磁场”

让人才愿意留下来

“深爱狮山，因为这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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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的城市品质，吸引人才愿意留在狮山。 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摄

■王道旺（右）正在为学员上实操课。 受访者供图

■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狮山分局引进学校到企业参观，促

进校企合作。 珠江时报记者/李福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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