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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鼓励企业聚才用才
（六）鼓励企业集聚高层次创新

创业人才
21.落实顶尖人才顶级支持政策。对

企业引进的顶尖人才（团队），实行“一
事一议”，不定框框，不设上限，根据发
展需要全力提供经费支持。为顶尖人才
（团队）量身创设发展平台，充分赋予顶
尖人才（团队）创新创业自主权。

22.加大泰州市“双创计划”项
目扶持。入选泰州市“双创计划”创
业人才的，根据创业项目质量、规模
及预期效益，确认不同层次，给予最
低 50 万元、最高 200 万元项目经费
资助；入选泰州市“双创计划”创新
人才的，根据创新项目质量及效益，
确认不同层次，给予最低 30 万元、
最高100万元项目经费资助；入选泰
州市“双创团队”的，确认不同层
次，给予最低 60 万元、最高 300 万
元项目经费资助。对新引进的“万人
计划”等国家级人才，直接纳入泰州
市“双创计划”评审。

23.鼓励支持企业申报各类省级
以上人才项目。对企业新获得国家

“万人计划”、省“双创计划”等各
类省级以上人才项目资助的，按照资
助经费 1:1 的比例给予跟奖跟补 （已
获得泰州市级人才项目资助的，按就
高原则不重复享受）。

（七）推进企业人才安居工程
24.加强高层次人才安居保障。

对来兴创业或者全职来兴创新的高层
次人才，分别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安居
补助：

（1）“两院”院士等国际国内顶
尖人才（A类），发放100万元“购房
券”，提供3年免费公寓，3年内给予
每人每年5万元生活补贴，购买自住
商品房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以放宽
至本地最高限额的4倍；

（2） 国家“万人计划”专家等
国家级领军人才 （B类），发放60万
元“购房券”，提供3年免费公寓，3
年内给予每人每年4万元生活补贴，
购买自住商品房的，公积金贷款额度
可以放宽至本地最高限额的4倍；

（3） 省“双创人才”等省部级
领军人才（C类），发放30万元“购
房券”，提供3年免费公寓，3年内给
予每人每年3万元生活补贴，购买自
住商品房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以放
宽至本地最高限额的2.5倍；

（4） 泰州市“双创计划”等泰
州市级领军人才 （D类），发放10万
元“购房券”，提供3年免费公寓，3
年内给予每人每年2万元生活补贴，
购买自住商品房的，公积金贷款额度
可以放宽至本地最高限额的1.5倍；

（5） 正高职称和博士、副高职
称和硕士等高层次人才 （E类），分
别发放10万元、6万元“购房券”，3
年内给予每人每年2万元、1万元生
活补贴，租房自住的，3年内分别给
予每月500元、400元租房补贴。

25.给予高校本科毕业生购房租

房补贴。来兴创业或者到企业就业的
“双一流”高校及其他全日制普通高
校本科毕业生分别发放 3～5 万元

“购房券”，租房自住的，3年内给予
每月300元租房补贴。

26.推进人才公寓建设。鼓励开
发区、重点园区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可以
利用自有存量土地建设人才公寓或者
公共租赁住房，人才集聚的大型企业
可以自建人才公寓。对建设人才公寓
和公共租赁住房的开发区、重点园
区、企业给予一定政策扶持。

（八）发挥企业人才培养主体作
用

27.加大企业家培育力度。深入
实施“精英企业家”“新生代企业
家”“科技企业家”培育工程。定期
召开企业家座谈会、举办企业家沙
龙；每年组织1-2期国内知名高校专
题培训班，开展赴先进地区、标杆企
业考察学习活动。鼓励企业家参加总
裁研修班学习，对学业期满结业的给
予学习费用50%的补贴，最高 1.5万
元。

28.支持企业加强博士后培养。
企业每招收一名博士后人员进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的，给予 10万元科研经
费资助。博士后人员在站期间从事研
究项目取得优秀科研成果的，给予最
高10万元奖励。

29.鼓励企业加强专业技术人才
培养。对新取得正高级、副高级、中
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分别奖励
5000元、3000元、2000元。紧密围
绕不锈钢、健康食品和机械制造等主
导产业，以培养中、高级专业技术人
才为重点，开展以“请进来、走出
去”为主要形式的专业技术人才公益
性培训。

30.推进“千名蓝领精英培育工
程”。依托市内外优质院校，建立高
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引进国内外培训
智力，分行业工种开展通用能力培
训。定期组织技能领军人才赴外地研
修、休假活动。定期评选“兴化市技
能大师工作室”“兴化市企业首席技
师”，并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鼓励
培养对象承担企业技能攻关项目，最
高给予3万元项目资助。经相关部门
认定，对新认定的高级工、技师、高
级技师等高技能人才，分别给予每人
一次性1000元、2000元、3000元的
培训补贴。

31.推行技能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
发展贯通。鼓励企业对在聘高级工、
技师、高级技师享受本单位助理工程
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同等工资福
利待遇，符合条件的企业首席技师可
以参照享受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待遇。
引导企业落实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
人才双向贯通。

（九）激发企业聚才用才主体活
力

32.减轻企业用才成本。对全职
引进或者自主培养省“双创计划”等

C 类及以上人才的企业，最高给予
100万元奖补。支持企业高薪聘用人
才，年薪30万元以上的人才所缴个
人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全额奖励。企
业引进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博士、博
士后等高层次人才支付的一次性住房
补贴、安家费及科研启动经费，可按
规定在税前扣除。

33.鼓励企业通过中介引才。对
通过中介组织全职引进年薪30万元
以上人才的企业，按照佣金的50%，
给予企业引才奖补，单个人才最高15
万元，同一年度单个企业最高100万
元。

34.加大离岸人才扶持力度。支
持企业在市外建立离岸研发中心、孵
化平台和分支机构等，其中的全职高
层次人才视同在兴工作，可申报泰州
市级人才工程或科研项目。离岸孵化
人才参加创新创业大赛的，对获奖项
目给予最高 10万元奖励，符合条件
的，直接纳入泰州市“双创计划”综
合评审，并给予优先支持。

三、鼓励事业单位聚才用才
（十）支持事业单位加大人才引

进力度
35.扩大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

引进高层次人才采取公开招聘的方
式，在通过综合管理部门审核备案的
计划范围内，由主管部门会同用人单
位自主组织实施，招聘结果报送综合
管理部门备案确认。

36.加强事业单位高层次人才安
居保障。对全职引进的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正高职称人员、国务院
特贴专家、国家“万人计划”、两院
院士等高层次人才，分别发放6-100
万元的“购房券”和为期3年的 1-5
万元/年的生活补贴。

37.给予事业单位引才奖补。对
全职引进国家“万人计划”等B类及
以上人才的用人单位，最高给予100
万元引才奖补，对“一事一议”引进
顶尖人才（团队）的，最高给予500
万元引才奖补；对全职引进省“双创
计划”等省部级（C类）人才的，最
高给予20万元引才奖补。

38.建立职称评审绿色通道。事
业单位引进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可以
按照有关规定直接申报认定高级职
称，对高层次人才原在外地获得的专
业技术资格予以认可，在岗位数额内
优先聘任，岗位数额已满的，可以申
请特设岗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从事
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2 年且业绩显著
的，可以申报初定中级专业技术资
格。

39.创新岗位管理方式。鼓励事
业单位设立一定比例的流动岗位，吸
引有创新实践经验的企业管理人才、
科技人才和海外高水平创新人才兼
职。事业单位设置流动岗位，可以按
规定申请调整工资总额，用于发放流
动岗位人员工作报酬。支持事业单位
设立一定比例的动态岗位，建立高层
次人才编制“周转池”，周转期内享

受事业身份待遇，期满后“非进即
走”。

（十一）支持事业单位加大人才
培养力度

40.支持教育人才发展。深入实
施全市中小学校长队伍培育工程，定
期组织评审名师工作室，经认定的，
给予4万元专项奖励。鼓励培育教育
高层次人才，对获得省人民教育家、
省特级教师、省教学名师等在编在岗
且在教学一线的培养对象，经考核，
每人每年给予6万元、5万元、4万
元的教科研资助。

41.支持卫生人才发展。深入实施
泰州市“百名医学专家”和“基层卫
生骨干人才”培养工程，积极引导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鼓励培养对象承担
省、泰州市重大科研项目，每年开展
科研项目资助，择优给予1-3万元奖
励。对全日制医学类本科生、卫生专
业研究生学历或高级职称人员到农村
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工作满一年，考核
合格，每人每年给予2000元、5000
元奖励。

42.支持文化人才发展。深入开
展泰州市宣传文化系统“六个一批”
人才推荐选拔工作，鼓励“六个一
批”人才培养对象开展科研创作活
动，提高学术技术水平和创新创业能
力，每年开展科研项目资助，择优给
予 1～3 万元奖励。加大非遗传承人
等乡土人才的扶持力度，每年资助10
名泰州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每人5000
元补助资金用于传承、研讨。

43.支持农业人才发展。围绕乡
村振兴战略，大力引进和培养农业专
业人才，稳定农业系统人员队伍。
提高农业系统职称聘用比例，对表
现突出、作出重大贡献的农业专业
人员给予特定的优惠政策。建立健
全农业人才考评机制，鼓励农业系
统专业人员开展技术试验、申报科
研项目，择优给予适当奖励。支持
农业科技人员到现代农业发展一
线，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助推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44.协同推进其他社会事业人才
发展。按照“一行业领域一人才工
程”总体布局，积极发挥行业主管
部门作用，强化科研项目支持，根
据项目质量、规模以及预期效益，
由用人单位给予一定的科研经费资
助；对获得国家、省级科技人才项
目资助的，按照资助经费 1:1 比例给
予跟奖跟补。

45.支持人才进修深造。鼓励事
业单位与知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
作，在职培养各类紧缺急需人才。人
才学成后回原单位工作，并签订不低
于5年服务期协议，获得与本职工作
相关博士学位的资助1万元，获得与
本职工作相关硕士学位并取得硕士研
究生学历的资助1万元，获得与本职
工作相关博士学位并取得博士研究生
学历的资助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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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遗失王陈广与吴瑕之子王子

晨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
L320593268，声明作废。

●遗失兴化市兴东镇宏名不锈
钢门窗厂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2321281MA1NWTXL5D,声明作
废。

依法严惩黑恶犯罪
共建和谐平安兴化

5 月 18 日，笔者走进戴南镇姜何
村，村干部们给我讲起了他们在美丽乡
村建设中的一个个“变旧为新”的小故
事……

长青菜的“土墩子”变成“戏台子”

在村中心，新近建成了一个古色古
香的戏台子，总面积近80平方米。

村委会副主任杨喜告诉我，这个戏
台子的前身是 1966年建起来的一个砖
土结构的“土墩子”。在那“大演大
唱”的年代里，倒也红火了一阵子。
1986年以后就“冷”了下来。一位老人
看到这个土台子上长满了杂草，无人问
津，就“开荒”种上了青菜。

去年清明节，一批在外经商办企业
的能人为了回报父老乡亲们的关爱，自
发捐资请来戏班子唱了 12本戏，今年
清明节又唱了 8本戏。但都是用钢管、
脚手架搭的戏台子，既费工又费本。

在实施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乡
亲们提出，村里有现成的戏台子不能
用，却要“另起炉灶”搭台子，倒不如
把它修好，继续使用。村里采纳大家的
意见，多方筹资，经过一个多月的施工
建成了这个戏台子。过年过节时唱戏，
平日里就给村里的舞蹈队使用，为乡亲
们“献艺”……5月19日下午，笔者在
村里看到，村舞蹈队的演员们早早来到
戏台上，排练节目准备晚上为乡亲们演
出。

“臭水河”变成了“滨河风景区”

在村南的一条小河边，施工人员正

在搭建一个木制的 30 米长的九曲桥。
村党总支书记范建伟告诉我，这里将成
为一个供村民们休闲的水上景点。

与之相连的是村里的一条夹沟河，
长 100多米。由于长期不疏浚，河水变
黑、变臭，每到夏季，蚊子苍蝇到处
飞，老百姓意见较大。

在实施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中，村
党总支、村委会决定，全部疏浚建成一
个“滨河风景区”。

笔者在现场看到，昔日的“龙须
沟”，成了一个水清岸绿的“河边公
园”。沿河驳岸下面长在河底的水草依
稀可见；两边的水泥栈道依水而建；一
旁的树木花草在夏日的清晨散发着阵阵
清香。正在河边洗衣服的农妇沈珍红告
诉笔者：“这里以前不要说洗衣服了，
洗拖把我们都嫌脏……”

走在两年前修建的创业桥上，3位
老农正用小船在打捞河中的漂浮物，领
头的是 70 多岁的老党员赵荣明。他
说，村里成立了党员服务队，每天有人
值班、巡查……“抓党建，促美丽乡村
建设是个行之有效的好形式。” 范建伟
有感而发。

桥北侧有一个新建成的飞檐翘角的
百姓休闲凉亭，与之相连的是一个曲折
的回廊。范建伟说，这里原是一个村民
堆放杂物的地方，村里动员他们清理
后，建起了一个小景点。

老百姓的菜园变成了“花园”

笔者和范建伟在村里一起走了一
圈，看到村中不少的老百姓菜园子，不

再是以前的“竹篱笆”“柴篱笆”，而是
砌起了颇有古文化韵味 40公分左右高
的砖头墙。范建伟说，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村中不少老百姓房前屋后都
有废弃的砖瓦、坛坛罐罐，如若合理利
用，则能得到“变旧为新”的效果。

在村里，我们看到至少有九个地方
的小型废弃房屋正在拆除。范建伟说，
这都是过去的猪圈、粪坑，拆除后全部
栽种花草，变成村中小型花园。

“变旧为新，在我们村已不是一个
理论问题，而是成功的实践。” 范建伟
举例说明：去年初，镇村干部在开展大
走访、大落实活动时，老百姓反映每到
下大雨时，村里一些巷子里“能养
鱼”；有的地段违章建筑占据了大半个
巷道，“走路都要侧过身子才能过去”。
村党总支、村委会在落实整改措施时，
决定对所有的老巷子进行改造，开挖下
水道，浇筑水泥路面。经过一年多的努
力，村里的 3500米老巷道全部整修一
新，墙上刷上了白蓝相间的涂料，水泥
路通到 95％以上的农户家门口。昔日
斑斑驳驳的老巷道，变成了一条近1000
米长的文化墙。有乡村振兴战略、村民
行为规范、村民守则、家风家规家训、
名人名训等宣传内容，成为一道靓丽风
景。 本报特约记者 袁开建

姜何村美丽乡村建设“变旧为新”

长青菜的“土墩子”变成“戏台子”，“臭水河”变成了“滨河风
景区”，老百姓的菜园变成了“花园”……

5 月 23 日上午 11：00—11：45，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负 责 人 将 走 进
FM101.9兆赫兴化广播电视台《行风
热线》直播室，就生态环境局政风行
风建设等相关热点和难点问题，和广
大听众、网友进行交流，欢迎您踊跃
参与。

现 场 热 线 ： 83320520、
83320521、83320522

微信平台：关注“兴化微视听”
（xhbctv）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倾听您的呼声
接受您的投诉
为您排忧解难

因兴化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
心大楼建设需要，自 2019年 6月 3日
起，兴化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立案大厅）临时迁址至江苏省兴化
经济开发区纬三路（兴化市人民法院
经济开发区法庭）办公，届时所有民
商事、刑事案件的立案业务及信访接
待均在临时办公地址办理；执行案件
立案业务仍在院部执行大厅办理。

申请立案或相关咨询，工作日可
联系电话：12368。

因搬迁给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带
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2019年5月20日

兴化市人民法院
诉讼服务中心迁址公告

为切实培养和提升广大城乡居民的
创造精神、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促进我
市广大劳动者自主创业就业，推动我市
经济发展，决定举办第五届创意创业大
赛暨2019年“十佳创业明星”“20佳创业

能手”评选活动。请社会各界广泛宣传，
踊跃报名！

创意创业大赛材料报团市委：联系
人：张锐；联系电话：83326843；电子邮
箱：xhtswcyb@163.com；

创业典型评选材料报人社局：联系
人：谢华；联系电话：83234423；电子邮
箱：xh-xh1997@163.com。

兴化市推进创业富民工作联席会议

第五届创意创业大赛暨2019年创业典型评选活动

为了和孩子们一起迎
接六一儿童节的到来，昭
阳街道妇联、市公安局妇
联、市实验小学星星少儿
合唱团联合举办了“与法
同行 幸福成长”走进警
营活动，小朋友们走进市
公安局，了解了 110 指挥
中心接处警情况、市公安
局史料馆，并与叔叔阿姨
们一起进行了红歌快闪活
动。
冯兆宽 唐 鹃 胡涛涛 摄

为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大力加强扫
黑除恶宣传力度，严厉打击住房公积
金领域各种涉黑涉恶行为，有效维护
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的合法权益。
图为5月18日上午，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工作人员利用休息日走上街
头宣传最新的住房公积金政策，进一
步打击各种骗提骗贷行为。

陈 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