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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召开新闻通气会，以“集聚青年
英才，聚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集中发
布2020-2021年度江苏博士后招收信
息。991家博士后站点发出了6003份

“英雄帖”，计划投入引才经费高达30
亿元，涉及科研经费120亿元，广邀海
内外优秀博士“揭榜挂帅”。

用5年时间集聚培养1万名
博士后人才

科技创新的未来在青年，博士后工
作是培养输送高层次人才的“蓄水池”。
今年3月，江苏省委省政府出台政策，提
出用5年时间集聚培养1万名博士后人
才，储备一批一流青年科技人才。集中
发布博士后招收信息，正式吹响了江苏
博士后青年人才集聚的“集结号”。

“这6003个岗位由全省991家博
士后站点的招收需求汇集而成。”江苏
省人社厅副厅长朱从明介绍，在前期岗
位征集中，全省所有13个设区市、96个
县（市、区）都提出了招才需求，囊括全
省所有“双一流”高校和中科院在苏科
研院所，其中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
农业大学、苏州大学、江苏大学等5所
高校需求人数均在300人以上；医院方
面，包括33家大型三甲医院，其中省人
民医院、省中医院、南京鼓楼医院7家
医院招收需求均在20人以上；园区方

面，涵盖了全省各类园区68家，包括苏
州工业园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26家国家级园区；企业方面，既囊括江
苏所有世界五百强企业，也包括江苏近
7成的中国500强企业，还有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二四研究所、中石
化江苏油田等 21家大型央企在苏单
位，江苏银行、恒顺醋业等20余家省内
大型国有企业，南京擎天科技、苏州元
禾控股等近600余家民营企业。

招收岗位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围绕
江苏13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共有758
家博士后设站单位提出3928个需求。
围绕先进材料领域，56家博士后站点
提出了 558个需求，占总招收需求的
9.3%。

硬核优惠政策举措提供顶级支持

为体现引才、聚才、用才的诚意和
诚心，各博士后设站单位纷纷提出系列
硬核优惠政策举措，对顶级人才，提供
顶级支持、发放顶级“礼包”。大部分流
动站点开出的薪酬都在20万元以上。
苏州大学给予聘期绩效评估优秀博士
后百万年薪，绩效评估良好者80万年
薪，绩效评估合格者60万年薪；南京擎
天科技有限公司开出的年薪是 50万
元，科研经费上不封顶，并对高水平研
究成果予以额外资助和奖励。

在住房、交通等生活保障上，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在不低于35万元的年
薪外，还提供面积不小于80㎡博士后
公寓一套、每年餐饮补贴6000元、每月
交通补贴1000元、出站留所工作可享
65万元安家费。

“作为全国最具经济发展潜力和创
新活力的省份之一，江苏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朱从明表示，本
次博士后人才招收紧紧抓住设站单位
创新发展“新需求”、人才引进“新质
量”和经费投入“新高度”三个关键，实
施“用人单位+项目+人才”的精准化引
才用才新模式，形成“以产引才，以才促
产，产才融合”的良性循环。

■新闻链接
江苏省级博士后政策“大礼包”

一、申请进入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企业类
博士后设站单位的博士后，年龄可放宽
至40周岁。引进或出站后留在江苏工
作的博士后，可由用人单位或地方财政
给予适当的生活补贴，享受地方高层次
人才政策。

二、进站博士后除了可申请国家博
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等国家级资助外，还可申请省资
助招收博士后人员计划、省博士后科研

资助计划，以及各设区市各具特色的博
士后支持计划等。对于世界百强名校
博士后，开设资助绿色通道。多项计划
加持，助力博士后人才成长。

三、在站博士后可直接申报副高职
称，具有副高职称的可直接申报正高职
称。出站博士后在教学、科研等专业技
术岗位工作满 1 年、业绩突出的，可直
接申报认定副高或正高职称。在事业
单位工作的在站和出站博士后申报评
审或认定高级职称不受单位岗位职数
限制。

四、支持博士后创新创业、创业孵
化和转化科技成果。支持在站博士后
参与科技镇长团、科技副总、参加人才
科技项目对接和学术交流活动。江苏
在苏州建有全国首家博士后创投中心，
为全省博士后、博士后设站单位的创新
科研项目产业化提供政策咨询、创业辅
助、创业孵化、融资对接等服务。

据介绍，此次江苏博士后招收信息
在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
首页、江苏人才信息港新闻资讯栏目公
开发布。

江苏是全国最早开展博士后工作
的省份之一。截至 2019 年底，全省共
建有各类博士后载体 1396 个，累计招
收培养博士后 23000余名，在站博士后
近 8000 人，博士后载体设立总数和博
士后人才招收总数均位居全国前列。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杨甜子

新华社电 9月15日，我国
在黄海海域用长征十一号海射
运载火箭，采取“一箭九星”方
式将“吉林一号”高分03-1组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获得
圆满成功(如图)。

记者从长十一火箭研制单
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一院了解到，此次任务是
长十一火箭连续10次高精度
入轨、零窗口准时发射，是长十
一火箭执行的第二次海上发射
任务，也是第一次海上商业化
应用发射。

“此次发射任务进一步优
化了海上发射技术流程，提升
了海上发射技术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为未来实现海上发射常
态化、高频次奠定了基础。”长
十一火箭副总指挥金鑫说。

此次发射任务与上一次海
上发射有何不同？长十一火箭
总设计师彭昆雅说，执行此次
任务的火箭是直接在东方航天
港完成火箭总装测试和星箭对
接后，用船从港口运输至黄海
预定海域实施发射，减少了分
解和总装次数以及长距离铁路
运输环节，首次实现火箭总装
测试发射一体化，提升了发射
效率。

“一箭多星”是长十一火箭
的独门秘技，在每次发射中都
使用到了这项技能。自2015
年长十一火箭首飞以来，已成
功将51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小卫星
发射需求，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推出了“太空班车”“太空专车”
和“太空顺风车”等多样化快捷

的服务。
此次任务中，火箭研制队

伍为满足用户一次发射九颗卫
星实现轨道面部署的要求，充
分发挥长十一火箭最大运载能
力，与卫星厂商一体化协同设
计，实现了从最多发射7颗卫
星到发射9颗卫星的转变。

此次发射的“吉林一号”高
分03-1组卫星由长光卫星技
术有限公司研制，其中包括

“哔哩哔哩视频卫星”“‘央视
频号’卫星”在内的 3颗视频
成像模式卫星和 6 颗推扫成
像模式卫星，主要用于获取高
分辨率可见光推扫影像和视
频影像，将为我国国土资源普
查、城市规划、灾害监测等提
供遥感服务。

同时，“哔哩哔哩视频卫
星”还将用于互联网科普传
播。哔哩哔哩副董事长兼
COO李旎表示，“哔哩哔哩视
频卫星”就像从太空看世界的

“眼睛”，会在距地面535公里
的太阳同步轨道俯视地球、观
测天体。B站希望通过这颗卫
星鼓励年轻一代保持好奇，不
断探索。卫星所获的海量遥感
视频、图片数据将被制作成科
普视频，定期在B站更新。

长十一火箭还是我国唯
一一款陆海通用发射的固体
运载火箭，可以使用三种发射
模式执行任务，充分体现了火
箭灵活机动的优势。长十一
火箭研制团队正依托海上发
射方式研制更大吨位的系列
固体运载火箭，覆盖 1吨至 5
吨的太阳同步轨道发射能力。

991家博士后站点广发“英雄帖”
江苏面向全球招收6003名博士后，计划投入引才经费高达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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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大新生开学典礼，北
斗三号总师谈“北斗精神”：

不断创新，
求知如饥似渴

9月15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在雨中迎来了2020级本科新生开
学典礼。航天五院通信导航总体
部、北斗三号卫星系统总设计师陈
忠贵作为南航86级校友进行发言，
分享了“北斗精神”的内涵。

回到母校和学弟学妹们聊北
斗，陈忠贵分享的关键词是“北斗
精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在自
主建设独立运行的情况下才逐步
发展起来，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取得
今天的世界地位和局面，成为联合
国确定的四大卫星导航核心供应
商。”陈忠贵表示，考上大学是同学
们人生的关键一步，但不要沉浸于
已有的辉煌，要如饥似渴学好课堂
的知识，更要自主独立地进行深入
思考，充分利用好学校的优良学习
环境和资源条件，多交流实践，创
新思维，发扬我们年轻大学生思想
活跃、敢于设想、善于思考的优势
把自己塑造成为创新性的人才。

“北斗系统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靠的就是包括我们南航在内的400
多家单位，30多万参与者的攻坚克
难和无私奉献，从卫星到地面，各
种设备、单机、核心元器件都自主
研制和生产，做到不受制于人、不
依赖别人。”陈忠贵在发言中十分
注意“举一反三”：同学们无论在何
时何地，始终保持一颗敬业心，始
终保持一颗爱国心。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杨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