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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上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了 2021

“留·在上海”全球留学人才及
项目交流大会。上海市副市长
彭沉雷出席本次活动。活动现
场首次发布了《上海海归 300
指数》（RISE300），举行了闵
行、静安、青浦（长三角）留创园
揭牌仪式及留学人员创新创业
大赛优胜奖颁奖，同期还发布
了《时代的“弄潮者”——上海
海归创业人物志》。

近年来，上海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留学人员工作，出台了
一系列支持留学人员来沪创新
创业的政策文件，尤其是今年1月，
市政府以 1 号文印发了《鼓励留
学人员来上海工作和创业的若
干规定》（沪府规〔2021〕1号），强
调要强化全球人才资源配置功
能，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创新
创业综合生态体系和人才发展
环境。该文件在保留原有成熟做
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政策能
级，以上海“留学人员40条”形式
对留学人员来上海发展的相关
待遇进行了全方位的明确，是一

份专门支持留学人员来沪工作、
创业的综合性文件，体现出上海
对留学人员的渴求、重视。

市人社局作为本市留学人
员工作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支
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
挥作用”新时代留学工作方针，
紧紧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
海自贸区及临港新片区建设、浦
东高水平改革开放、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建设等国家赋予上海的
各项重大战略任务和市委、市政
府决策部署，积极对标全面提升
城市软实力的要求，坚持“人才
政策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工作
导向，不断创新人才体制机制，实
施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海外
人才政策，逐步建立起以留学回
国人员直接落户政策吸引集聚海
归人才、以海外人才居住证制度
保障海外人才市民待遇、以“浦江
人才计划”为海归人才提供“第一
桶金”资金支持、以留创园平台载
体建设支持留学人员来沪创新创
业、以市区两级海外人才服务体
系提供“一站式”人才服务等“五
位一体”，涵盖留学人员引进、培
养、评价、激励、保障等全方位全
过程的政策服务体系，人才综合

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上海对海外
留学人员的吸引力、凝聚力不断
增强，留学人才数量大幅增加，
人才结构持续优化。

尤其是2019年以来，市人社
局结合海外引才变局，及时调整
工作方法，推出了“留·在上海”
留学人员城市引才品牌；不断畅
通海外引才渠道，健全了“内外连
接、园站联通、市区联动”工作机
制；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完善
了政府后台支撑、用人单位前端
揽才、市场化机构助力引才的良
性机制；注重市区协同、创新赋

能，优化了市区两级海外人才工
作体系，今年9月1日起海外人才
事项全面下沉至16个区，海外人
才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目前，来沪工作和创业的留
学人员达 22 万余人，其中“十三
五”期间累计引进6.7万余人，比

“十二五”期间增加了一倍多。今年
1-9 月，累计引进留学人员超过
2.2万人，与去年全年持平，他们当
中既有应届毕业生，也有在海外拥
有工作经历的中高级管理、技术人
员，90%以上具有硕士、博士学
位，其中，超过 2000 人毕业于哈

佛、斯坦福、麻省理工、普林斯
顿、牛津、剑桥、帝国理工等世界
排名前10的名校，显示出上海对
全球国际化人才的强劲吸引力。

此外，累计1.7万余名各类海
外人才通过办理上海海外人才
居住证（B 证）享受到社保医保、
子女教育、住房公积金等17项准

“市民待遇”。“浦江人才计划”累
计资助 4437 名优秀留学回国人
员，资助总额近 9 亿元，其“第一
桶金”的及时雨作用破解了留学
人员回国创新创业初期遇到的
资金短缺难题，帮助他们渡过从
国外到国内生活、科研的适应
期，一大批受资助者已成长为院
士、首席科学家、领军人才、学术
技术带头人等各行各业的佼佼
者。本市累计设立了15家留学人
员创业园，留学人员在沪创办企
业5800余家，留创园对留学人员
创业的平台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下一步，市人社局将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留
学人员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
握新发展阶段特征，认真贯彻新
发展理念，努力构建留学人员工
作新发展格局，面向全球、面向未
来，继续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广
纳海外英才；以“追求卓越”的精
神，健全服务体系，努力为海外留
学人员到上海创新、创造、创业营
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为广大留
学人员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成就
事业提供更好的舞台，全方位培
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
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不
断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使在上
海者引以为豪、来上海者为之倾
心、未到过上海者充满向往，把上
海打造成全球人才创新创造、大
有可为、大有作为的热土！

““留留··在上海在上海”，”，搭建最好的舞台搭建最好的舞台，，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

9 月 28 日，由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国家乡村振兴局、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的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
赛在新疆乌鲁木齐落下帷幕。

本届大赛以“展技能风采，
促乡村振兴”为主题，以农村实
用型技能为主，共设置砌筑工、
汽车维修工、农机修理工、电工、
美发师、养老护理员、育婴员、西
式面点师、餐厅服务员、电子商
务师、中式烹调师（羊肉烘烤）等
11个比赛项目和中式面点师（馕
制作）1个表演项目。

上海代表团共派出 20 名选
手、10名裁判角逐11个项目20个
组别的比赛，并获得一枚金牌，两
枚银牌，三枚铜牌，五个优胜奖。
20名参赛选手中，有11人获奖，参
赛选手获奖率达 55%；参加的全
部11个比赛项目中，上海有8个
项目获奖，项目获奖率达73%。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来自
上海市贸易学校的马新茹获得
西式面点师学生组金牌，上海电
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罗昕获得
电子商务师学生组银牌、上海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袁国旭获得汽
车维修工学生组银牌，彼途教育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朱奕获得
西式面点师职工组铜牌、上海华
安美容美发有限公司韩硕获得

美发师职工组铜牌、上海峥嵘展
示展览有限公司刘福斗获得中
式烹调师（羊肉烘烤）职工组铜
牌，余礼鑫、杨从星、莫智杰、袁
彩、马子豪等5人获得优胜奖。

20 名 参 赛 选 手 均 是 通 过
2021 年上海市乡村振兴职业技
能大赛中遴选产生。其中，职工
选手、学生选手占55%和45%；男
选手占60%，女选手占40%；参赛
选手平均年龄为26岁，最高42岁
（农机修理工职工组选手），最小
的选手近18岁（餐厅服务学生组
选手）。

裁判队伍整合了全市优质
资源，既有本市高等院校、职业
院校专业教师，也有全国技术能
手获得者、历届世赛专家及世赛
获奖选手、业界资深专家等。

集训选手所在地的闵行、青

浦等7个区的人社局承担了参赛
工作的协调管理，上海市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上海市食品协会等
11 个集训单位具体承担赛前集
训、参赛保障任务，实现了参赛
项目的全覆盖，为选手在疫情防
控闭环管理要求下顺利参赛提
供了有力保障。

上海选手积极应对比赛设
备不熟悉、赛程时间延长、赛题
内容调整、场外干扰等方面因
素，顽强拼搏，奋勇争先，不仅展
现出了上海乡村技能人才的精
湛技艺和良好精神风貌，也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本市贯彻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加强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在大赛同期，各参赛省市以
展台形式进行了展示交流活动。
上海搭建了“技能中国行 2021-

走进新疆”技能展示交流展馆、
2022 年上海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
赛主题推广展台。其中，“走进
新疆”上海展馆面积约 24 平方
米，色彩明亮，布局精致，以“美
丽乡村是我家＂为主题，展示
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金山农民画的原创作品和
周边衍生产品，充分彰显了上
海在乡村工匠培育和技能援疆
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世赛主
题展台位处展厅 C 位，简洁明
快，恢弘大气，面积 320 平方米，
展示了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
上海职业能力建设成果、对口
援助技能扶贫等方面内容。同
时，来自金山、嘉定等地的土布
创意制作、海派盘扣、手工舢板
船、团扇、草编技艺等乡村元素
也在世赛展台展出。

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落下帷幕，上海选手斩获佳绩



























跨越时空的对话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总

有人用平凡成就伟大。有这样
一位人社党员干部，把全部精
力投入在“为百姓做实事”中，
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设身处地为群众考虑，将每
一件小事做到极致。他不忘党
的初心和使命，在疫情面前勇
于冲锋陷阵，服务群众，守护大
家共同居住的这个城市、这个
国家。他，就是王中华。面对表
扬与感谢时，他总是谦虚地说
道：“我们上海人社的党员干部
都具有冲锋在前、为民服务的
精神，我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
缩影和代表。”

本期“跨越时空的对话”
栏目，小编为您讲述《王中华：
将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就是
不平凡》，详情请见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