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发 〕2号

中共扶绥县委员会  扶绥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 《扶绥县优秀人才引进

和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人民政府,县委和县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各人

民团体,县直各企事业单位,区 市直驻我县各单位 :

现将 《扶绥县优秀人才引进和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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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绥县优秀人才引进和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
“
人才强县

”

战略,加 强我县优秀人才的引进和管理工作,优 化人才队伍

结构,为 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特制

定本办法。

第一章 人才类别

第一条 我县优秀人才分类目录为七个层次,分别是海

内外顶尖人才和国家级高端人才、省级领军人才、市级领军

人才、市级高级人才、县级高级人才、县级紧缺人才、县级

专业人才。

第一类:海 内外顶尖人才和国家级高端人才。主要包括 :

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 国科学院

院士;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

员;国 家
“
百千万人才工程

”
第一层次、第二层次人选;国

家杰出专业技术人员; “
长江学者

”;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省 区 “
十百千人才

工程
”

第一层次人选;相 当于上述层次的海内外顶尖人才和

国家级高端人才。

第二类:省级领军人才。主要包括:国 家
“
百千万人才

工程
”

第三层次人选,省 区 “
十百千人才工程

”
第二层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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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
八桂学者

”; “
特聘专家

”;享 受省区级政府特殊津

贴的人员;省 区级政府优秀专家;全 国优秀教师;省 区特级

教师;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上年度世界 500强

企业和中国 100强 企业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曾 在国内外省

区级以上知名科研机构、教育、医疗卫生等单位担任高级管

理职务,取得良好社会经济效益或获得良好社会声誉的主要

经营管理人才 (职 业经理人 );相 当于上述层次的领军人才。

第三类:市 级领军人才。主要包括:省 区 “
十百千人才

工程
”

第三层次人选;省 区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具有正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作为主要成员承担过设区市级

以上研究课题或成果获市级以上奖励;相 当于上述层次的领

军人才。

第四类:市 级高级人才。主要包括:具有正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作

为主要成员承担过设区市级以上研究课题或成果获市级以上

奖励;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研究生;相 当于上述层次的优秀

人才。

第五类:县级高级人才。主要包括:取得国内
“
985、 211

工程
”

重点院校硕士学位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具有副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设 区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相 当

于上述层次的优秀人才。

第六类:县级紧缺人才。主要包括:取得普通高等院校

硕士学位 (包 括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硕士学

位 )的全 日制硕士研究生,且所学专业为我县急需紧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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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认定的挟绥县急需紧缺专业目

录 );取得国内
“985工 程

”
重点院校学士学位的全日制本科

生;有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相

当于上述层次的优秀人才。

第七类:县级专业人才。主要包括:取得国内
“211工 程

”

重点院校学士学位的全日制本科生;取得普通高等院校学士

学位的全日制本科生,且所学专业为我县急需紧缺专业;具

县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和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未列入

上述类别,但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特殊专业人才。

第二章 引进方式

第二条 引进优秀人才主体单位为扶绥县直行政机关

(聘用制公务员 )、 事业单位、高等院校、企业 (包 括非公

有制企业 )。

第三条 引进到事业单位且入编的优秀人才,须 由县引

进优秀人才招聘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审核、考察,经县委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报崇左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

批后,按干部管理权限办理入编等相关手续。

第四条 引进到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且入编的优秀人才 ,

符合本办法第一条第一、二、三、四、五、六 (仅指硕士研

究生 )类人才的,原 则上要在用人单位入编。如用人单位无

事业编制或无空编,所 需编制由县编制办统筹调剂,待用人

单位空出编制后,经县人社局、县编制办同意后可直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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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手续,将人才人事关系调回用人单位。

第五条 引进到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但不入编的优秀人

才,符合本办法第一条第一、二类人才的,可采取兼职,报

县政府同意后,担任政府顾问、特聘专家等;符合本办法第

一条第三、四、五、六、七类人才的,报县委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同意后,由各用人单位办理聘用手续。

第六条 引进到高等院校、企业的优秀人才,由 高等院

校、公司 (单位 )报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第七条 区内外重点院校有志于从事党政事业工作、品

学兼优、有发展潜力且为我县急需紧缺专业的在校学生 (本

科生三年级、硕士研究生二年级、博士研究生一年级 ),经
面试考核通过,可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订人才聘用

意向书。每年寒暑假由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青

年人才到我县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第三章 待遇

第八条 引进优秀人才,选择事业单位编内管理的按照

事业单位工资标准执行。选择编外管理的:第 一类人才的工资

待遇参照事业单位正处级或相应专业技术职称级别执行;第

工、三类人才的工资待遇参照事业单位副处级或相应专业技

术职称级别执行;第 四类人才的工资待遇参照事业单位正科

级或相应专业技术职称级别执行;第 五、六(仅指硕士研究生 )

类人才的工资待遇参照事业单位副科级或相应专业技术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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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执行;第 六 (仅指本科生 )、 七类人才的工资待遇参照事

业单位科员或相应专业技术职称级别执行。引进到非公有制

企业、高等院校的优秀人才,其工资薪酬由用人单位与引进

人才个人协商确定。

第九条 按照 《崇左市高层次人才引进和管理办法 (试

行 )》 规定,引 进到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第一类人才,经

考核优秀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 县委向市委推荐作为正

处级职务人选;第 二、三、四类人才,经考核优秀的,由 县

委向市委推荐作为副处级职务人选;第五、六 (仅指硕士研

究生 )类人才,经考核优秀的,可推荐作为副科级职务人选。

第十条 引进的优秀人才除正常的工资待遇外,根据人

才类别享受以下待遇 :

(一 )安家费补贴:引 进到我县行政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的优秀人才,第 一类人才补贴 50万元;第 二类人

才补贴 20万 元;第 三类人才补贴 15万元;第 四类人才补

贴 12万元;第 五类人才补贴 10万元;第 六类人才补贴 6万

元;第七类优秀人才不享受安家费补贴。补贴按月分 5年拨

付,已 满 5年或 5年 内调离本县的,期 满之月或调离之月次

月起停止发放补贴。

(二 )入企补贴:引 进到我县非公制企业的优秀人才 ,

符合本规定第一条的第一类人才补贴 50万元;第二类人才

补贴 20万 元;第 三类人才补贴 15万元;第 四类人才补贴

12万 元;第五类人才补贴 10万元;第六类人才补贴 6万

第七类人才不享受入企补贴。所需补贴由企业自行解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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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方式由企业与引进人才商定。

(三 )租房补贴:引 进人才租赁扶绥县人才公寓或企事

业单位筹集的人才住房的,租金实行减免政策。引进人才在

本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的,根据人才类别给予不同金额的租

金补贴,按月发放。第一类人才:按扶绥县当年公共租赁住

房价格标准 ×220吖 的 2倍补贴;第二类人才:按扶绥县当年

公共租赁住房价格标准 ×140盯 的 2倍补贴;第 三、四类人才 :

按扶绥县当年公共租赁住房价格标准 ×120吖 的 2倍补贴;第

五类人才:给予每年 4800元 的补贴;第六、七类人才:给予

每年 3600元 的补贴。第一、二、三、四类人才已享受了购房

补贴或调离本县后停止发放租房补贴,第五、六、七类人才

租房补贴发放年限最多为 5年。

(四 )购 房补贴:引 进人才与用人单位签订 5年 以上聘

用合同的,并在扶绥县工作满 5年 (已 引进的人才申请购房

补贴工作年限从 2017年 2月 算起,含入编的人才 )即 可申请

购房补贴,按签订购房合同上一年度扶绥城区新建普通商品

住房平均销售价格 ×不同档次的补贴面积标准分别给予货币

补贴;购 买商品住房价格低于签订购房合同上一年度挟绥城

区新建普通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的,按购买的商品住房的

实际价格 ×不同档次的补贴面积标准给予货币补贴;引 进优

秀人才购买有政府主导开发的限价普通商品住房等政策性住

房又购买其他商品房的,以购买政府主导开发的限价普通商

品住房等政策性住房的价格 ×不同档次的补贴面积标准给予

货币补贴。符合本规定第一条第一类人才,补贴面积标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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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吖 ,补贴形式按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各案 (或 二手

房产权转移登记 )上一年度扶绥县城区新建普通商品住房平

均销售价格标准 ×220吖一次性发放货币补贴;第二类人才补

贴面积标准为 140m2,补贴形式按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

各案 (或 二手房产权转移登记 )上 一年度扶绥县城区新建普

通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标准 ×140吖 的 50%一 次性发放货币

补贴,余下的 50%在 扶绥连续工作满 10年后并完成工作任务

的一次性补贴;第三、四类人才补贴面积标准为 1⒛ m2,补

贴形式按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各案 (或 二手房产权转移

登记 )上一年度扶绥县城区新建普通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

标准 ×120盯 的 50%一 次性发放货币补贴,余下的 50%在 挟绥

连续工作满 10年后并完成工作任务的一次性补贴;第五类人

才补贴面积标准为 100r,补贴形式按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

登记各案 (或 二手房产权转移登记 )上 一年度挟绥县城区新

建普通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标准 ×100盯 的 50%一 次性发放

货币补贴,余下的 50%在 扶绥连续工作满 10年后并完成工作

任务的一次性补贴;第六类人才补贴面积标准为 80r,补贴

形式按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各案 (或 二手房产权转移登

记 )上 一年度扶绥县城区新建普通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标

准 ×80盯 的 50%一 次性发放货币补贴,余下的 50%在 挟绥连续

工作满 10年后并完成工作任务的一次性补贴;第七类人才不

享受购房补贴。本 《办法》出台前符合我县六类以上人才类

别的优秀人才已购有商品房的,可在工作年限 (从 2017年 2

月算起 )符合条件后申请购房补贴。属我县优秀人才且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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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服务年限满的五年及以上的,可 以申请购买政府主导开发

的限价普通商品住房等政策性住房。人才从领取购房补贴之

月起,不再享受租房补贴。

(五 )⒛ 15年 (含 )以 前引进的优秀人才,已 按 《扶绥

县优秀紧缺人才管理和使用暂行办法》 (扶办发 匚⒛11〕 32

号 )享 受满 5年 生活补助和安家住房补贴的,不 再享受安家

费补贴和入企补贴;未满 5年 的,自 本办法实施之月起,按

新标准享受相关补贴至 5年期满。

第十一条 引进到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优秀人才,其

配偶根据工作需要,可在同类性质单位间随调,也可由主管

部门根据情况安排相应工作,未成年子女由教育部门协调安

排就近入学。

第十二条 引进到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优秀人才,服

务期满一年后除按规定享受公休假、探亲假外,每年可以再

安排一次休假,广 西籍以外的 10天 ,广 西籍的 5天 ,由用人

单位按探亲假有关规定报销往返交通费。

第十三条 引进的优秀人才原已获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由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按程序予以认定。

第十四条 引进的优秀人才,在 文学、艺术、教育、卫

生等行业或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在党中

央 (国 务院级 )、 省部级、市级 (地 级市 )评 比中获奖的 ,

分别给予上级所发奖金的三、二、一倍额度的奖励。

第十五条 引进到事业单位,符合本办法第一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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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类人才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事

业单位除外 )的 优秀人才,允许兼职兼薪。优秀专业技术人

才参与国内、国际社会组织兼职活动,且担任高级职务的 ,

用人单位为其兼职活动提供便利条件。担任具体行政领导职

务的优秀人才从事兼职活动,须按干部管理权限报批。

第十六条 对携带专利技术、创新创业项目或高新技术

成果等到我县开发区、工业园区、科技创业园落户的创新团

队或优秀创新型人才,由 财政给予创业启动资金。

第十七条 引进优秀人才待遇经费按用人单位性质经费

来源渠道解决。全额拨款单位引进优秀人才待遇经费由县财

政负担;差额拨款单位引进优秀人才待遇经费由县财政差额

拨款补助;自 收自支单位、高校、企业等单位引进优秀人才

待遇经费由用人单位自行解决。

第四章 管理

第十八条 持有相应专业技术资格的编外优秀人才,凡

达到岗位基本任职条件的,经 县人才办考核优秀者可不受单

位岗位的比例限制,经用人单位同意聘任后报县优秀人才管

理办公室审批,即 可享受到相应的工资待遇。

第十九条 通过县委、县政府任命到企事业单位担任领

导职务的优秀人才,试用期内 (试 用期为一年 )按所任职单

位的中层领导职务给予待遇;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可按所

任职务给予相关待遇,考核不合格的免去其所任职务;到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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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任职的,从任职当月起享受乡镇补贴。

第二十条 选择入编的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引进人

才,先 签订一年期限的劳动合同,按编外同类人才享受待遇 ,

劳动合同期满后,依据 《挟绥县引进优秀人才考核办法 (试

行 )》 进行考核确定为合格的方可入编,入编后按照编内人

事管理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二十一条 各单位、各部门要共同关心、爱护人才 ,

积极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氛围和安全、舒适的生活环

境。人社、科技、财政、公安、教育、工商和税务等部门要

制定相应的措施,为 各类人才在我县创新创业提供优质服务。

第二十二条 支持和鼓励各系统、行业、企业开展高级

管理人才中短期培训。组织、人社部门要定期组织优秀中青

年人才到区内外重点院校、科研院所访学研修,到 上级部门、

重点企业、基层一线、发达地区挂职锻炼或学习培训,或 参

与重点项目、科研课题开展实践锻炼。

第二十三条 入编的优秀人才,按照人事管理的相关规定

进行管理和考核;编外聘用的优秀人才,参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

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和考核。实行试用期制度,第一个聘期为五

年,其 中包含试用期六个月,试用期满后,县委组织部、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有关部门,对优秀人才开展试用期满考核

工作,考核确定为不合格的解除劳动关系,停止享受相关待遇。

实行优秀人才年度考核制度,县委组织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每年会同有关部门,专 门针对优秀人才开展年度考核工作 ,

与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同步进行,注重对德能勤绩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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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素质能力、工作业绩进行全面考核,年度考核确定为不合格

的解除劳动关系,停止享受相关待遇。

第二十四条 引进的优秀人才,自 行提前解除与用人单

位签订的合同、协议,即 终止本办法的各项有关待遇。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县直行政机关 (聘用制公务

员 )、 事业单位、高等院校、企业 (包 括非公有制企业 )。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共扶绥县委员会组织部、扶绥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此前印发的有

关规定,凡 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中共挟绥县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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