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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发布“双高”
人才政策，聚焦“引、育、用、留”
四个关键环节，推出 24 条具体举措

全力构筑新时代嘉定人才新优势
本报讯 6 月 11 日，嘉定区召开
人才工作大会，发布产业人才高地、科
创人才高峰“双高”人才政策。该政策
聚焦“引、育、用、留”
四个关键环节，
推
出 24 条具体举措，包括主要目标、聚
才工程、育才平台、用才机制、留才生
态、组织保障 6 大部分（详见第 5 版）。
区委书记、区长章曦在会上讲话强调，
要全面响应“上海要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冲锋号，着眼区域发展所需、立足
自身能力所及，努力打造满足嘉定现
在和未来发展需要的高水平人才队
伍，率先在全市确立人才竞争比较优
势，率先建成人才强区。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才办主
任陈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领导许谋
赛、刘海涛、周金林、董依雯、周文杰、

傅俊等出席。会议传达了上海市人才
工作大会精神，并就第一轮科创人才
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及《关于实施
“双高”人才计划，加快推进科创中心
重要承载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作说明。
据介绍，
“ 双高”人才政策是嘉定
现行人才政策的优化版、集成版和升
级版，以立足嘉定、面向长三角、放眼
全球为出发点，紧密结合嘉定产业发
展和自主创新需求，
既脚踏实地又“站
高望远”，规划了未来 3 年嘉定人才发
展的目标，即：到 2020 年，全区新引进
若干名以“诺贝尔奖”获得者、海内外
院士为主体的顶尖人才及团队；掌握
关键技术、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
家和领军人才 100 名，带动新兴产业
发展的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1000 名，新增加区域重点产业创新创
业人才、急需紧缺人才、高技能人才、
青年领军人才以及社会事业领域领军
人才 10000 名。力争到 2020 年底，全区
人才资源总量达 40 万名，人才资本贡
献率达 60%。
为此，嘉定将过去散落在各单位、
各部门的政策进行充分整合，设计 1
个总政策、8 个实施办法和操作细则，
通过实施更具竞争力的人才培育和引
进计划、打造更具专业化的创新载体
与功能平台、构建更具创造力的人才
使用与管理机制、营造更具凝聚力的
服务机制与生态环境四大举措，提出
了一揽子具有创新性、突破性和可操
作性的政策举措。
比如，
对新引进的顶
尖人才采取“一事一议”支持方式，给

予最高 500 万元奖励资助和薪酬补
贴，最高 2000 万元项目综合资助；对
携带团队来嘉定创新创业，能够突破
关键技术、引领高新产业发展、带动新
兴学科建设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
才，给予创业人才最高 500 万元综合
资助，创新人才最高 350 万元综合资
助；围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
术、金融经济等领域，分别给予“嘉定
领军人才”最高 30 万元、
“嘉定拔尖人
才”
最高 10 万元奖励资助，等等。
“必须树立‘人才为王’的发展观
念，
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抓好人才工作。”章曦在讲话中指出，
今天的嘉定正全力打造经济高质量、
城市高品质、治理高水准的创新活力
之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人

才、渴求人才。要立足战略和全局高
度，
切实把人才工作摆到更加突出、更
加重要的位置，深刻认识人才极端重
要，
是区域发展的最核心资源、最宝贵
资源和战略资源，必须不断强化对人
才的重视和渴望；要清醒认识到当前
人才竞争异常激烈，不进则退、慢进也
是退，必须时不我待、全力争先，既要
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切实拿出硬招实
招、快招绝招广聚人才，也要保持冷
静，在激烈的人才大战中找准嘉定的
人才发展路径；要充分认识到新时代
区域发展对人才工作提出的更高要
求，必须抬升标杆、追求卓越，对标最
高标准、最好水平，持续优化人才结
构、提升服务品质，
推动新时代嘉定人
才事业再上新水平。 （下转第 3 版）

焦作市党政代表团来疁考察
本报讯 6 月 7 日，河南省焦作市
委书记王小平率焦作市党政代表团一
行来到嘉定，先后考察了上汽大众汽
车三厂、上海国际汽车城科技创新港
和科技走廊、嘉定图书馆、联影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等地，了解嘉定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嘉定区委书记、区长章曦陪
同考察。
上汽大众汽车三厂 2018 年计划
产量 39.7 万辆，生产线均采用高柔性
设计，能够混线生产 5 种车型的多种
配置产品。王小平逐一参观各个生产
车间，并详细听取厂方介绍，对大众三
厂的生产研发、管理模式和党建氛围
颇为赞赏。
在上海国际汽车城科技创新港和
科技走廊，王小平一行认真了解嘉定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态势，并体
验了主动自适应巡航、绿波车速引导
无人驾驶车辆的开放道路路测。
随后，王小平来到嘉定图书馆，
详
细了解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 嘉定文

化云”等公共文化管理机制。
王小平表
示，
嘉定的公共文化服务配送精准、管
理规范，值得学习。
在代表精准医疗产业发展方向的
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王小平仔细
听取了公司着力加大自主创新、推动
高端医疗设备国产化等方面成果的介
绍，并详细了解公司多款医学影像设
备的性能。据了解，联影医疗成立 6 年
来，已经提交国内外专利申请近 2000
项，其中 74%为发明专利，自主研制 36
款医学影像设备和软件产品，填补多
项国际国内空白。
王小平表示，
嘉定产业发展迅猛，
尤其是智能网联、精准医疗等新兴产
业的领跑优势明显，城市建设也体现
了很好的前瞻性和服务性，希望两地
能够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优势互补，
实现共同发展。
焦作市委常委、修武县委书记郭
鹏，
嘉定区委常委、副区长董依雯出席
活动。
记者 孙凌 秦逸超

市政协委员
来嘉定调研

环城河步道（内圈）6 月底贯通
未来或将试点水上旅游，
加强内外圈联动和两岸空间功能提升
本报讯 “昨天已经可以在上面
走了，今天栏杆刷漆了……”这几天，
家住嘉定镇街道桃园二村小区的朱阿
姨，每天都会去家附近即将完工的北
水关横沥河步行桥，
看看建设进展。
该
桥建成后，她家附近的这段环城河步
道将随之打通。
“有时到环城路上买东
西，因为住在小区靠里、近环城河边，
要穿过整个小区，从位于温宿路上的
小区门口出去，再转到北大街，还要走
一长段路才能走到环城路。
”朱阿姨期
盼环城河步道早日贯通，这样她就能
通过小区设置的便门，由环城河步道
直接走到北大街桥，
近了许多。
记者从区建管委及项目代建方绿
洲控股集团获悉，颇受市民关注的环
城河步道（内圈）贯通项目确定于 6 月
底全部完工。目前，步道已基本实现全
线环通，正在进行绿化提升、围栏安
装、景观灯安装、桥梁面铺设等收尾工

作（见上图）。
据介绍，嘉定环城河总长 6.5 公
里，
是上海地区唯一保存完好、且依旧
具备实用功能的古代护城河道。近年
来，不断有贯通环城河步道的呼声出
现，环城河步道（内圈）贯通项目终于
在去年底在众望所归下启动。其滨河
改造范围约 12.2 万平方米，主要采取
拆除沿线违法建筑、架设人行栈道、新
建北水关横沥河、清镜河、东水关练祁
河三座步行桥，以及打通沿线十多个
桥下连通等措施，通过统筹两岸的步
道、绿化、驳岸、灯光和配套设施等布
局，借水造景、依水建绿，使城市生态
环境和沿岸空间功能得到整体提升。
紫藤公园、儿童公园、银杏园……
贯通后的环城河步道共串联起嘉定的
十余个公园绿地，并坐拥南水关、古城
墙、西大街等诸多历史人文资源。
“我
们在项目方案的设计过程中，格外注

重对原有城市文化历史的延续和串
联，以期重现繁华盛景，营造城市活
力。”区建管委市政科工作人员介绍，
通过联通整个环城河项目将形成生活
休闲公园、生态公园、历史人文三大风
貌段，届时，
市民和游客在这里散步的
同时，可以感受城里城外的水韵灵动
与嘉定深厚的文化韵味。
值得一提的是，步道还途经丽景
公寓、桃园新村等多个居民小区，
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相关单位一直注重倾
听群众所想，
解群众所需。
记者在桃园
新村滨河处看到，一条 600 米长的白
色水上栈道已初具雏形，让人眼前一
亮。
虽然栈道与河岸有一定距离，
但仍
贴心地在步道上设置了几个台阶，连
通岸上桃园小区的便门。
“ 在施工前
期，我们就多次与沿线小区的的社区
居委会和业委会沟通，结合居民需求
和 实 际 情 况 ，为 小 区 做 一 些 改 造 提

升。”绿洲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工程共为沿线小区开设 11 道便门，方
便居民出入。
为保障安全，
不仅全线加
装监控及广播设备，便门处也特意安
装了门禁系统和摄像头。
步道的“颜值”，也是市民的关注
点。据介绍，夜间步道将实现全线亮
灯，并在节点公园、景点处，结合实景
打造特色景观灯。
不仅如此，
沿线的小
区、学校等场所的围栏围墙、绿化也得
到了翻新与提升，7 个桥下连通处还
将通过彩绘等方式进行美化。
“随着环城河步道（内圈）的贯通，
未来，或将试点水上旅游，
为环城河注
入新的力量，
”绿洲控股集团相关负责
人透露，
同时还将加强内外圈联动，
深
化两岸空间和功能提升，进一步放大
环城河步道的综合辐射效应，打造美
丽嘉定、宜居家园。
记者 刘静娴 文/摄

本报讯 6 月 7 日，市政协副主席
徐逸波率市政协妇联界别委员来嘉定
调研。市妇联主席徐枫、区政协副主席
陈技陪同。
徐逸波一行先后参观安亭镇红梅
社区、安亭阖之家群团服务站等地，并
以“完善婚姻家庭矛盾调处机制、维护
社会稳定”
为主题开展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市政协妇联界别委员
围绕主题，纷纷建言献策。徐逸波表
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庭的
核心，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是维护
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他指出，在体制
机制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基层妇联
组织要充分发挥主动性和活力，多关
心弱势群体妇女，尽可能为她们排忧
解难。同时，要在“联”字上下功夫，联
合司法、公安、政协等多方力量，共同
参与协调婚姻家庭矛盾，维护妇女儿
童的合法权益。
记者 顾娴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