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ETI Transactions 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2019.
http://paper.ieti.net/ssh/
DOI: 10.6896/IETITSSH.201906_2.0003

19

Attracting, cultivating and utilizing talents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of Talents Sharing, Blending and Building of Great Bay Area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JIANG Meiying

Th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HKSAR

Email: jiangmeiying@link.cuhk.edu.hk

Keywords: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Great Bay Area，Talent Policy，Talent Introduction，

Regional Coordination

Abstract.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Great Bay Area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decision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talent war. In order to build a talent bay area,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alent policy,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and making the best

use of talents", combine talent introductio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alent uti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mechanism of Talents sharing, blending and building of Great Bay Area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differential competition among urban agglom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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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面对国际经济竞争和人才战争下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人才湾区，

需要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加强人才政策顶层设计，坚持“引育并重，人尽其才”的导向，结

合引才、育才、用才，通过城市群合作与差异化竞争，推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共享共融

共建机制。

1 引言

随着世界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变为全球

人才争夺战。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应运而生，是我国面对国际经济竞争和人才战争下的重大

战略决策。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创新、全球智能产业革命的机遇，需要人

才作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带动湾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助力我国产业弯

道超车。人才政策应坚持“引育并重，人尽其才”的导向，推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共享

共融共建机制。

2017 年 7 月 1 日，国家发改委会同粤、港、澳三地政府在香港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

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大湾区从地域范围是“9+2”城市群模式：“2”为 2个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

“9”为 9个广东省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江门、肇庆)。从硬

件优势看，大湾区具备了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大湾区拥有全球最大的空港群和海港，领先

的航空市场规模，是重要的国际化综合枢纽。珠三角作为全国乃至全球重要的制造中心，工

业产业基础雄厚，产业链较为完善，港澳作为国际化都市具有一流的金融和商业服务，粤港

澳三地的产业优势形成互补，随着珠三角九市的传统产业向高端制造业及产品研发、现代服

务业等价值链高端延伸，有利于集聚、吸引高端人才
2
。

2 大湾区各城市人才政策的现状

粤港澳大湾区内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广东省、各地市均制定了相应人才政策，结合

大湾区发展需要，力争通过激励和保障机制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具体梳理如下：

广东省相继出台《关于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人才管理改革的若干政策》、《关于加快新

时代博士和博士后人才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支持广

东自贸区建设及创新驱动发展的 16 项出入境政策措施，研究制定了人才优粤卡政策，为高层

2 全球化智库.《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 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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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人才提供入户、安居保障、停居留等十几项高含金量的政策等等，积极探索粤港澳大湾区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2018 年，香港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旨在简化申请科技人才入境的手续和时间，为香

港科技公司输入海外和内地科技人才，推动香港科技发展。澳门特区政府公布了《澳门中长

期人才培养计划——五年行动方案》。根据行动方案，澳门将打造成为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

这是近年来澳门加强本土人才教育培养工作的行动之一。

广东省内珠三角九市人才政策以投入大量资金补贴，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入户、住房、医

疗、子女教育等保障为主要手段。广州印发《广州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方案》、《广州市高层

次人才服务保障方案》、《广州市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方案》等 3份文件，启动新一轮高层

次人才认定工作，5年内将投入约 15 亿元，顶尖人才最高可获千万元房补。深圳施行《深圳

经济特区人才工作条例》，具体包括“68 条”人才新政，明确关于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与流

动、人才评价、人才激励、人才服务与保障等细则。珠海出台《关于实施“珠海英才计划”

加快集聚新时代创新人才的若干措施(试行) 》，高层次人才在珠海连续工作 10 年后可无偿

获赠政府所持有的 50%产权，此做法属于全国首创。佛山引发《佛山市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实施意见》，力争市、区每年投入财政资金达到 30 亿元以上规模。中山推出《关于进一步

集聚创新创业人才的若干意见》，肇庆出台“西江人才计划”，惠州出台了“天鹅计划”、

“天鹅惠聚工程”，引进科技领军人才和科技创新团队，全面放开放宽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东莞大幅放宽入户限制，鼓励人才扎根东莞市就业创业，江门推进“百名博(硕)士引育工程”

计划，着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全面取消积分制入户，因地制宜进一步放宽外来人口落户条件。

3 大湾区各城市人才政策和机制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据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首个《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显示，粤港澳大湾区人

才一体化的需求已迫在眉睫，需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化人才枢纽”。大湾区建设的重点

和难点在于整合与融合互通，由于粤港澳三地在法律、人才政策、制度机制、税制、公共服

务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港澳与广东省之间，珠三角九市之间的人才政策仍存在不少亟待改

善之处。根据笔者观察研究，目前大湾区内各城市人才政策和机制存在以下几点问题和挑战：

第一，人才政策“碎片化”，资源分散，多头推进，存在重复、重叠的现象。粤港澳大湾

区各地争相推出完善招才引智计划，香港的“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深圳的“孔雀计划”、广

州的“红棉计划”、东莞的“蓝火计划”、惠州的“人才双十行动”、珠海的“珠海英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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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奖励、送房落户等情况比比皆是。广东省层面也出台了“人才优粤卡”，发布《关于引进

外国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人才管理改革的若干政策》等相关人才

政策，各类人才计划和政策的出台固然体现求贤若渴的决心，但缺乏顶层设计的统筹引导，

针对人才政策面大量广、政策文件分布零散，发布部门多头的现状，人才政策落地效果有待

提升，也不利于人才统一了解梳理大湾区现有优势人才政策，也可能出现人才重复申报、资

源过度集中的局面。

第二，城市群之间存在同质化竞争，城市定位与人才需求雷同。大湾区内各城市均以科

技创新研发作为城市发展的战略，但内部产业链分工和产业布局差异化竞争方面存在不足，

具有重合性，部分城市缺乏结合本地产业发展特色的针对性人才需求，引进人才标准相对单

一，人才计划普遍缺乏中长期发展规划，重申请引进，轻后续评价。

第三，大湾区城市内部人才分布、人才流动不均衡，存在虹吸效应。根据智联招聘发布

的《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及人才流动报告》显示，湾区总体人才吸引力强，净流入率为1.39%，

大湾区珠三角 9市中，除江门外，其他城市均处于人才净流入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从外界

流入湾区的人才有 40.39%都流向深圳，31.42%流向广州，深圳和广州作为广东省乃至全国核

心一线城市，两地的人才流动占到了全湾区的 7成以上
3
，是人才流入的主要所在地，加上香

港、澳门对于国际人才的流入数量，大湾区整体呈现人才西多东少的趋势，珠三角城市内部

的人才集聚相对失衡。

第四，大湾区面临国内新一线城市、内陆省会城市崛起的人才竞争，高房价、高生活成

本减弱人才吸引力。近年来南京、武汉、西安、成都等城市相继出台一系列吸引大学生落户、

就业等优惠利好政策，降低落户门槛，提供补贴、创业服务等支持，客观上会分流大湾区城

市群的人才引进。

第五，粤港澳三地合作不够紧密，人才流动存在制约，抑制人才流动的积极性。各城市

基于本地利益的考虑，尤其是面临大湾区两种社会制度、三种关税的差异，难以协调降低人

才流动成本。人才流动面临着税制不同、户籍限制、公共服务衔接等民生问题，存在制度壁

垒。

第六，大湾区国际一流人才的数量有限，国际化人才比例低。湾区内两院院士和外籍院

3 智联招聘.《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及人才流动报告》. 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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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数量居全国第三位，落后于江苏省、浙江省。
4
尽管湾区内有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

国际航空枢纽，毗邻东南亚地区，但对全球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还相对较弱，引进外籍高端人

才力度有待加强。

4 国际湾区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政策的借鉴

世界上三大著名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科技中心、

创新中心，其国际化、开放性的人才发展成功经验值得粤港澳大湾区学习借鉴。

三大国际湾区都是以市场机制为各类要素自由流动的主导动力，以行政机制为资源要素

市场化配置的辅助动力，既打破了各类生产要素高度自由化流动的各种障碍，还消除了行政

性垄断、地区部门分割，使各类资源要素能够充分自由流动、组合，实现了资源要素的市场

化最优配置。
5
人才作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要素，需在湾区内自由流动，才能最大限度激发创

新发展的活力。

在培育人才方面，三大湾区都拥有国际知名学府及众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高等教育

水平位于世界前列，培养了源源不断的国际化创新人才。人才多元化多层次有利于各类产业

协同发展，建立研究中心，开发新兴产业热点，加强校企合作和产学研结合。

在引进人才方面，美国面向全球实施开放性的人才政策，通过修改移民法案和颁发发

H-1B 签证，让高技术移民、在美留学毕业生和企业家更便捷地留在美国工作定居。日本通过

“留学生 30 万人计划”，完善留学生奖励制度，吸引国际留学生到日本升学就业。此外，作

为全世界猎头产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实行“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猎头制度，通过提供

资金支持和减免税收等方式来推动国内猎头产业发展，进而引导猎头企业为研究机构、企业、

政府招聘人才。
6

5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共享共融共建的政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发展既有政策、经济、社会与科技方面等重大利好，同时面临着社

会制度差异、科技研发转化率不足等挑战，各地不断出台优惠政策激烈竞争抢夺人才的情况

下，粤港澳大湾区如何维持其吸引力，保证人才净流入而不流失，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用

4 全球化智库.《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 2018年12月
5 张胜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理论依据、现存问题及国际经验启示[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34(5)：12-19
6 全球化智库.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R] 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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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才？只有通过创新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扩宽国际人才引进渠道，培育建设人才平台，

优化资源配置，用产业聚才，灵活引智，最大限度发挥人才效益，形成更大合力。

（一）统筹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顶层设计，建立粤港澳三地政府人才合作协调机制，理顺

政策机制，统筹整合湾区跨境治理资源，完善港澳与内地有关事务的制度安排
7
。广东省应将

省级、各地市所有涉及人才引进、人才评选、人才管理、人才服务等项目进行整合归并
8
，按

照“统一集中、统一决策、统一考核”的原则进行项目化管理
9
，建立统一平台运行，建设完

善合理客观的人才评价机制，出台紧缺人才目录，效仿香港人才引进经验，引入专业人士组

成行业评审委员会对于人才进行审核，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避免出现多头重复申报的现

象。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内需所有人才工作文件进行全面梳理，抽出政策“干货”，建立大湾

区重点人才政策清单统一发布。

（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平台建设，以高校、研究院、智库等专业机构为依托，承

担大湾区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融合发展的资政咨询工作，完善现有的粤港澳大湾区人才

发展联盟组织，联合大湾区各城市人才工作部门、高层次人才、专家学者等人员，为粤港澳

大湾区各地人才工作部门提供沟通交流平台，为大湾区新情况、新问题提供政策研究咨询。

（三）加强人才试点，先行先试人才改革管理办法。根据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创新人才工作服务发展政策，鼓励和支持地方开展人才管理改革试

验探索。资源共享，错位发展。
10
2012 年，中央批复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列为全国人才管

理改革试验区，以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三地大胆探索，着力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积极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人才发展环境。自贸区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人才

制度先试先行的“试验田”，比如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实施“港人港税、澳人澳税”，对境外

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缴纳个税给予补贴，也为其他地区深化改革作了示范，政策成效显著，

2019 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将政策红利推行到整个大湾区，为人才政策试点提供鲜活经验。

（四）柔性引智，合作共赢，建立统筹调配的人才集聚工作组，构建多层次人才体系。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有“星期天工程师”现象，在不改变人事关系前提下，技术人员利用自身

优势为企业进行指导帮助。近年来浙江丽水庆元县优化“星期日工程师”办理办法，采取借

7 张玉阁.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下的深港合作[J].开放导报，2015(5):29-33.
8 刘佐菁，江湧，陈敏.广东近10年人才政策研究——基于政策文本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 2017(05):45-49.
9 滕敦斋.山东省着力破除人才工作“碎片化”[N].大众日报, 2018年12月17日
10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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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研发、柔性引才的方式值得粤港澳大湾区借鉴。“不为我所有，但为我所用”，大湾区内各

城市产业结构和发展既有互补也有相似之处，面对共性问题，大湾区可以统筹各行业、各领

域高端人才建立人才需求库，由政府引导和市场配置相结合，专业人才和项目常态化合作，

各地政府与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而对接专家和人才，借助人才合力和资源优化配置，

更好实现人才的智力支持，有效提升经济传化率。推动区域专业人才联合攻关、行业项目深

度合作等，实现三地人才资源共享共融共建。

（五）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以新技术革命引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结合《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工程，把握全球科技风口，提前布局

打造世界级 5G 产业、人工智能集聚区，进一步促进高端人才集聚创新发展。大力推进校企合

作，培育应用型人才和研发型人才。

（六）探索“大湾区绿卡”人才制度，消除人才流动障碍。结合广东省“人才优粤卡”

实施办法，借鉴欧盟推动人才流动经验，允许在粤港澳三地任意一地取得永久居留资格或入

选人才计划的国际人才在湾区自由居住、生活、工作，在医疗、住房、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

当地居民待遇，推动粤港澳三地“社保+医疗+教育”互认互通，降低人才流动成本，建立互

通互认、共享共建的人才引进、评价、服务体系，在税收、通关便利、社会保障制度、执业

资格等多个方面消除壁垒，让人才能更加自由、更加便捷地流通。

（七）建立“大湾区高校联盟”，制定大湾区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借鉴“沪港大学联盟”

模式，推广合作办学，着力构建人才供给体系，加快人才产出成果转化。吸引港澳地区、国

际名校在大湾区建立分校或合作办学，增强培育人才的能力，提高高水平硕士、博士的招生

指标。粤港澳高校之间联合开展国家级大型科研项目，共建优势学科，研究设立更多学生交

换培养计划、探索学分互认和联合办学，提供互派实习机会，将青年发展纳入湾区和湾区内

城市的整体建设规划当中。推动粤港澳三地公职人员交流学习，共同发挥各地优势推进合作。

（八）加大吸引国际人才力度，粤港澳大湾区更多“走出去”进行国际宣传和政策宣讲。

针对外国来华留学生，在大湾区内适度放宽其毕业后留华工作签证要求，允许以个人在华毕

业证书申请一定有效期居留许可,进行实习、工作及创新创业活动，为优秀人才留华发展提供

更便利条件。

6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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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政策决胜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从经济领域延伸至社会、民生等领

域，涉及多部门、多地区，面对更复杂、更多变的情况，需要创新思路。粤港澳大湾区内各

城市应当配合战略规划中的城市定位和主导产业，制定差异化人才政策，尤其加强港澳与珠

江口西岸城市的联系和人才流动，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工作的合作交流。

人才引进来只是第一步，是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大湾区要坚持引进人才、培育人才、用

好人才三驾马车综合发力，加强人力资源优化配置，营造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人居环

境、鼓励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创新人才发展平台建设，增强大湾区纳才用才能力，推动

人才工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建设大湾区人才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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