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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650家企業提供30000職位

深圳招聘會 首設專區攬港澳人才

（貨幣單位：人民幣）

個人申領

大公報記者
郭若溪深圳報道

•求職創業：一次性補
貼3000元。
•靈活就業社保：畢業
2年內高校畢業生，可
申領最長不超過3年，
每月按深圳市社會保險
費最低繳納標準的2/3給
予補貼。
•基層就業：高校畢業
生到中小微企業、個體
工商戶、社會組織等就
業，或到街道、社區社
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崗位
就業，一次性補貼3000
元。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生活補貼：可申領每人
每月1000元，最長不超
過18個月。

單位申領
•小微企業社保補貼：
用人單位屬於小微企
業、社會組織，招用畢
業2年內高校畢業生，可
申請每人最長不超過2年
的社保補貼。

為
▼吸 引 更 多 港 澳 人 才 落 戶 ， 深 圳 雙 選 會 首 次 增 設 港 澳 人 才 專 區 ， 多 家
企業推出涉外崗位，精準引才。圖為就業指導和簡歷診斷區吸引大批求
職者。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攝

港澳畢業生
在深就業補貼

求 才 若 渴

大灣區

10日，第25屆全國高校
畢業生秋季就業雙選會（簡
稱 「雙選會」 ）在深開幕，
逾650家深圳本土用人單位
現場攬才，共提供超3萬個
就業崗位。為吸引更多港澳
人才落戶，大會首次增設港
澳人才專區，多家企業推出
涉外崗位，精準引才。同
時，針對今年新出台的人才
相關政策安排專人現場答
疑，便利港澳青年進一步了
解深圳人才就業保障體系和
政策支持。不少應聘港生表
示，隨着各類扶持政策的落
地，補貼力度大，內地就業
的吸引力在提升，就業的選
擇也更多元。

記者在現場看到，根據深圳產業發展趨勢和粵港
澳大灣區人才需求特點，劃分現代物流、金融、文化
創意、生物醫藥、新一代信息技術和高端裝備製造等
產業專區。參會企業中，包括正威、平安、華潤等16
家世界500強企業，深圳機場、燃氣集團、水務集團等
70餘家優質國企，方大集團、順豐速運等近60家上市
公司。

國企最吸引 「碩博」比例高
據統計，現場參會1.6萬人次，用人單位收到簡歷
總數約1.8萬餘份，現場達成初步就業意向率近28%。
有65%求職者來自廣東高校，超過82.95%的求職者學
歷在本科以上，其中碩博學歷佔比42%。從各區域的
熱度來看，國有企業專區依舊最具吸引力。
在港澳人才專區，記者看到，招聘單位不乏醫
藥、金融、IT、智能製造等領域的知名企事業單位。沃
特沃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經理朱林表示，此次招聘
的崗位主要是工程師、銷售運營等，求職者中超7成是
香港高校畢業生。從簡歷上看，香港求職者的實習經
歷會更有優勢，多數人參與的國際化實習項目較多；
面試時明顯會在英語的表達上展現出較強的能力。香
港應聘者會優先考慮海外銷售、助理和研發類崗位，
重點關注應聘者的專業知識面儲備是否扎實等。

•就業見習補貼：用人
單位組織畢業2年內高校
畢業生、16-24歲本市
戶籍登記失業青年和港
澳青年參加就業見習，
按2500元／人／月標準
對見習人員支付補貼，
補貼期限最長12個月。
•港澳台青年實習補
助：參與深圳市政府部
門組織的各類港澳台青
年實習計劃並接收港澳
台青年實習的用人單
位，可申領每人每月
1000元，最長不超過6
個月。
•職業技能鑒定（評
價）補貼：按每人200
元標準給予補貼。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整理

畢業於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的港青林子琦表示，
自己更傾向於在廣州或深圳就業， 「智能製造行業是
現在比較火熱的行業，自動穿戴、機器人等領域都是
很好的發展方向，而深圳在這個領域可以選擇的企業
很多，有很大空間。」 他認為，考慮匯率、生活成本
等因素，內地和香港的薪酬待遇差距已經不大。

深圳港中大 向全球招才
今年雙選會現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推出幾
十個面向全球招聘的行政崗位、學術崗位和科研崗
位。該校人力資源處處長梁振鳴表示，學校新開音樂
學院、醫學院，有較多的教職和學術等崗位需求，已
收到的簡歷中研究生以上學歷佔比較高。他直言，除
了國際視野和英語能力，香港年輕人的優勢還在於勤
奮和認真。
梁振鳴是香港人，在深圳已工作7年，他認為深圳
的高速發展為香港青年帶來很多新的機會，為了吸引
人才，政府也陸續出台一些人才政策、獎金補助，包
括香港人就業已無需申請工作證等便利的配套政策。
除招聘專區外，雙選會還為求職者特別開闢人才
服務街，圍繞畢業生面臨的就業困惑和求職疑難提供
多元化服務，主要分為就業指導、政策諮詢、職場充
電和高校服務四大區域。在政策諮詢區，針對今年新

廣深高鐵新通道 擬連通香港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廣州報道：
廣州規劃打造 「粵港澳大灣區鐵路中
心」 。記者10日從廣州市交通運輸局印發
的《廣州市交通運輸 「十四五」 規劃》
（下稱《規劃》）獲悉，推動廣州 「南向
融合」 ，強化廣深港三城聯動成為《規
劃》重點之一。其中，廣州至廣州南聯絡
線擬今年內動工，廣深港高鐵可望2024年
直通廣州站。而 「廣深高鐵新通道」 規劃
從廣州東站至深圳機場，再通過南延線與
廣深港高鐵在深圳北站、福田站交匯，從
而連通香港。
《規劃》明確升級廣州站、廣州東
站，提升中心區鐵路樞紐整體服務能力，
包括承接 「高鐵進城」 。 「廣州至廣州南
聯絡線」 列入《規劃》項目計劃表，明確
建設年限在2021年到2024年。廣州市交
通運輸局有關負責人稱，廣深港高鐵將通
過 「廣州至廣州南聯絡
線」 進入廣

州中心城區，實現廣州與香港中心城區一
小時快速通達。
「廣深高鐵新通道」 亦列入《規劃》
項目計劃表，規劃總里程75公里，線路規
劃為從廣州東站到深圳機場。記者從廣東
省發改委相關部門獲悉，從深圳機場還將
規劃延長線至深圳北站，而穗莞深城際南
延線也將從深圳機場延至福田站；如此，
「廣深高鐵新通道」 將可在深圳北站、福
田站與廣深港高鐵交匯，從而連通香港。

▲廣深港高鐵連通廣州市區，穗港中心
城區將1小時互通。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攝

出台的人才相關政策進行宣傳並安排專人答疑，便利
港澳青年進一步了解深圳人才就業保障體系和政策支
持。
據深圳市公共就業服務中心主任張鴻介紹，港澳
青年在就業政策方面與深圳市高校畢業生享有同等待
遇，符合要求的的香港畢業生可申領求職創業補貼、
職業技能培訓補貼、靈活就業社保補貼、基層就業補
貼和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生活補貼。

▲雙選會工作人員舉着 「深愛人才
牌。

圳等你來」 招
中新社

港資提前布局 搶灘前海橫琴
【大公報訊】記者黃寶儀廣州
報道：《橫琴方案》、《前海方
案》公布後，不少港商港企都將目
光再次鎖定粵港澳大灣區，尤其是
前海物理擴區後布局的新業態以及
上下游產業擴容，香港專業服務機
構、專業人士都將從中獲得更多發
展機會。同時，有關部門正在加緊
制定更多支持政策及配套措施。廣
東省香港商會負責人透露，不少港
企港商亦已開始調研、規劃項目，
預計前海、橫琴不久將迎來新一輪
的港資投資熱潮，進一步吸引港澳
青年前往內地發展，共享大灣區機
遇。
廣東省香港商會理事、安永
（中國）企業諮詢有限公司廣州
分公司稅務合夥人陳建榮表示，
前海 「物理擴區」 ，把大小南
山、寶安片區等成熟的建成區涵

蓋在內，這些區域產業發展及發
展配套已相對完善，有利於產業
之間的融合發展和互動，給香港
優勢產業帶來更多的載體和更大
的合作空間。
《橫琴方案》為香港企業投
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提供機會和
機遇。香港企業可作為第三方機
構進駐，為合作區內新型企業提
供專業服務。正如廣東省政府先
前新聞發布會提及，廣東正謀劃
引進集成電路、新能源汽車、生
物醫藥等企業到橫琴設立研發設
計中心，這需要眾多專業服務從
業者的配合，加上粵澳將探索建
立合作區收益共享機制，陳建榮
相信有關部門或將進一步推出相
關利好政策，降低港澳企業在內
地發展的營運成本，鼓勵港澳企
業入駐。



海斗一號潛水器 萬米精細觀測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科學院瀋陽自動化研究所10日發布消
息，該所主持研製的 「海斗一號」 全海深
自主遙控潛水器（ 「海斗一號」 ），在馬
里亞納海溝深淵科學考察中取得世界級成
果，在國際上首次實現對 「挑戰者深淵」
西部凹陷區的大範圍全覆蓋聲學巡航探
測。
據中國科學院瀋陽自動化研究所研
究員李碩介紹， 「海斗一號」 可實現萬米
深潛。 「海斗一號」 作為一款自主遙控無
人潛水器，具有獨特的 「三合一」 多模式
操控和作業模式，既能大範圍自主巡航探

測，又能實現實時定點精細觀測，還能夠
通過所攜帶的機械手採集樣品，並做好實
時影像回傳。

▲ 「海斗一號」 於2020年5月實現馬里亞
納海溝的首次萬米成功下潛。 網絡圖片

中國推動關鍵技術標準化 促進產業變革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
共中央、國務院近日印發《國家標準
化發展綱要》，提出推動標準化與科
技創新互動發展，在人工智能、量子
信息等領域，開展標準化研究。
《綱要》強調，推動標準化與科
技創新互動發展。具體包括：加強關
鍵技術領域標準研究。在人工智能、
量子信息、生物技術等領域，開展標
準化研究。在兩化融合、新一代信息
技術、大數據、區塊鏈、新能源、新
材料等應用前景廣闊的技術領域，同

步部署技術研發、標準研製與產業推
廣，加快新技術產業化步伐。研究制
定智能船舶、高鐵、新能源汽車、智
能網聯汽車和機器人等領域關鍵技術
標準，推動產業變革。適時制定和完
善生物醫學研究、分子育種、無人駕
駛等領域技術安全相關標準，提升技
術領域安全風險管理水平。
健全科技成果轉化為標準的機
制。完善科技成果轉化為標準的評價
機制和服務體系，推進技術經理人、
科技成果評價服務等標準化工作。完

善標準必要專利制度，加強標準制定
過程中的知識產權保護，促進創新成
果產業化應用。完善國家標準化技術
文件制度，拓寬科技成果標準化渠
道。將標準研製融入共性技術平台建
設，縮短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
新方法標準研製周期，加快成果轉化
應用步伐。此外，《綱要》還明確提
升產業標準化水平、完善綠色發展標
準化保障、加快城鄉建設和社會建設
標準化進程、提升標準化對外開放水
平等方面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