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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清明，顺祝安康！ 

【学习贯彻】 

>> 3 月 28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尊重警务技术人才成长

发展规律，完善公安机关执法勤务警员职务序列，建立警务

技术职务序列。要遵循科技人才发展和科研规律，统筹自然

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等不同学科门类，科学设立评价目标、

指标、方法，发挥好评价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营造潜心研

究、追求卓越、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要加强公立医院领导

班子、干部队伍、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公立医院基层党建工

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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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情下达】 

>> 3 月 29 日，孙春兰在教育部调研时强调，要着力提高职

业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

撑。 

>> 近日，国务院印发《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

科学工程方案》，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标志性科研成果，全面提升我国科技创新实力。 

>> 近日，人社部、民政部联合印发《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

办法》，标志着我国建立了初、中、高级相衔接的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评价体系。 

【要闻聚焦】 

>> 4 月 3 日，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五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时强调，要以问题为导向深化乡村振兴体

制机制改革，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五个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发展特色产业，鼓励更多企业

家、农技人员、年轻大学生等投身乡村振兴，提高乡村文明

程度，推进大美乡村建设，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 3 月 28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在出席 2018 中国智

能装备军民两用论坛暨博览会开幕式上强调，重庆在推动创

新驱动发展、军民融合发展方面具备良好基础和内生动力，

将引进更多科技型军民融合企业和院士专家等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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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充分发挥产业优势，增强高校院所创新能力，推动产

学研深度融合和军民协同创新，以智能装备军民两用成果转

化为抓手，形成军民融合产业链，努力打造国家军民融合创

新示范区。 

>> 3 月 29 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静赴北碚区调研民

营经济发展时指出，要积极营造尊重民营企业家、支持民营

企业家、善待民营企业家的社会风尚，引导民营企业家发扬

老一辈民营企业家的优良传统、弘扬企业家精神，促进非公

有制经济“两个健康”。 

>> 近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文容赴酉阳、秀山、彭

水调研基层党建工作时强调，要配齐配强村党组织带头人，

精准落实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组织措施，大力推进党建强村，

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 

>> 近日，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莫恭明到基层社区和生

产企业进行调研时强调，必须牢记“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

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强化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应用，努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3 月 28 日，市委常委、重庆警备区司令员韩志凯在驻渝

部队深度参与重庆市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联席会议上指出，

要发挥特殊优势，扭住关键环节扶真贫，积极发挥驻渝部队

宣传队、大学校、医技强、战斗队的优势，突出在扶智、扶

技、扶医、扶危等方面下功夫，在最能体现军队作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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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项目上投入力量，争取更大作为。 

>>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7—2018 年（第 24 批）国

家企业技术中心认证名录”，再升科技、平伟实业、金山科

技、金美通信 4 家渝企上榜。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30 家国

家企业技术中心。 

>> 近日，教育部公布 2017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

和审批结果，涉及我市 20 所高校 47 个本科专业点。从学科

分布看，工学 25 个、文学 6 个、经济学 4 个、教育学 3 个，

管理学、理学、艺术学各 2 个，医学、法学和农学各 1 个。 

>>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首批“新工科”研

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我市 10 所院校 17 个项目上榜。 

>> 近日，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签署共建新型科教创产融合

发展联合体战略合作协议，共建“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

院”，计划于 2019 年开始招生，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体。 

>> 近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中国（重庆）自由贸易

试验区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0 年）的通知》，指出要按

照产业转型升级、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面向

境内外引进行业领军人才，广纳高层次研发人才和紧缺专业

人才。 

【工作动态】 

>> 4 月 3 日，由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主办，市人才交流服

务中心承办的 2018 年紧缺人才招聘活动在重庆大学拉开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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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 51 家企事业单位提供了 2367 个招聘岗位。 

>> 近日，市委组织部、市人力社保局联合开展市学术技术

带头人及后备人选推荐选拔，范围包括全市专业技术工作所

涉及的学科和专业。 

>> 3 月 30 日，市委宣传部与重庆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启动

共建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计划用 5 年时间，推动学院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普及、人才培养以及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育上迈上新台阶。 

>> 近日，市科委发布了《关于 2018 年第二批入库国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的公告》，426 家渝企被纳入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信息库。 

>> 4 月 2 日，由市人力社保局、市教委、市扶贫办、万州区

政府联合举办 2018 年市技工院校招生宣传月暨技能进农村

进社区进家庭活动，我市 39 所技工院校、5 所职业技能培训

机构、3 家技能大师工作室进行了技工教育暨技能成果展示。 

>> 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我市正式实施外国人才签证制度，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签发有效期限 5 至 10 年多次往返签证，

持 R 字签证入境的外国专家每次停留最多 180 天。 

【经验交流】  

>> 黔江区试点建设企业人才服务站和乡村人才服务站，落

实人才服务专干，以“一窗一网一线一栏”为载体：“一窗”

即单独服务窗口；“一网”即 QQ 群、微信群等新媒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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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即服务热线电话；“一栏”即人才政策宣传栏，不断完

善人才服务体系，营造人才发展良好环境。 

>> 3 月 28 日，九龙坡区政府与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重庆

理工大学等 8 所高校组建的“B8 协同创新联盟”签订《军

民融合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就人才引进培育等内容达成共

识。 

>> 近日，北碚区开展“牢记社工心，建功新时代”社会工

作主题宣介活动，50 余名社工人才通过现场咨询、组织义卖

等形式，展示社会工作者专业形象和服务成效。 

>> 近日，渝北区“临空海外英才”“临空创新英才”申报

开始，凡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最高可获得 500 万元项目

资助、100 万元人才补贴和 50 万元购房补贴，用人单位可获

得最高 30 万元的引才奖励。 

>> 近日，合川区与重庆大学就深化科学研究、成果转化、

人才培养和技术支持等校地合作事宜，实现互惠共赢、促进

共同发展达成了共识。 

【才俊风采】 

>> 近日，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张兴国、戴志中荣获“2016

中国建筑设计奖建筑教育奖”，这是我国建筑教育工作者的

最高荣誉奖。 

【他山之石】 

>> 近日，四川省印发《关于实施深度贫困县人才振兴工程



 

7 

的意见》，针对教育、卫生、农业、林业、旅游、规划、环

保、会计、电子商务、工业经济等 10 个重点领域的人才队

伍建设，提出了具体目标任务并制定时间表，包括人才定向

培养、人才在职培训、人才招引、人才援助和人才稳定五大

工程。 

>> 天津武清区出台建设创新创业人才聚集地 20 条措施，加

大对企业研发平台的支持力度。对新建院士专家工作站给予

50 万元奖励，市区叠加奖励可达 75 万元；对新建博士后科

研工作分站给予 30 万元奖励，市区叠加可达 45 万元；对新

认定的国家级、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分别给予 100 万元、50

万元奖励；对区内纳入《通武廊区域创新平台共享共用目录》

的各类平台，给予最高 10 万元奖励，不断促进企业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加速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