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艺：我愿意扎根周口 奉献周口
记者 普淑娟

10 月 27 日， 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
展大会周口专场推介会在郑州举办。 市委书
记、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继标在省
会郑州向天下英才发出 “英雄帖” 和 “招贤
令”， 诚邀各路英才到蓬勃发展中的周口施展
才华， 释放才能， 助推周口实现高质量发展。
昨日， 就我市招才引智工作， 记者采访了受
邀参会并作大会发言的周口市农业科学院通

过 “绿色通道”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 中国农
业大学博士李艺。

李艺说， 我能代表 2018 年周口市高层次

引进人才大大会上作表态发言， 感到非常荣
幸。 作为土生土长的周口人， 我对周口非常有
感情。 第一次了解周口英才计划是在河南招才
引智创新发展大会上， 仔细研读政策后觉得家
乡周口市委市政府求贤若渴， 有非凡的眼光和
魄力。 作为一名周口人， 我一定做到人到周
口、 心系周口， 积极进取、 献言献策， 甘洒热
血、 奉献青春， 助推周口又好又快的发展。

谈到正在发展中的周口， 李艺充满激情地
表示， 目前， 随着周口市 “满城文化半城水、
内联外通达江海” 的中原港城建设战略目标的

确立， 周口进入到了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的
阶段。 我有幸参与 2018 年引进人才为周口经
济社会建设大潮中去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万分

的激动。 我会脚踏实地， 立足本职工作， 爱岗
敬业， 开拓进取， 在自己的岗位上练本领、 长
才干， 争取成为岗位能手、 业务精英。 会把自
己的智力、 能力和创新动力全部奉献出来， 为
周口的发展大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同时，
我也相信在周口市委、 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我们一定会齐心协力， 努力奋斗， 共同为周口
经济腾飞， 社会健康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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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朝阳：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 引进其创业团队和项目
记者 普淑娟

10 月 27 日， 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
展大会周口专场推介会在郑州举办。 市委书
记、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继标在省
会郑州向天下英才发出 “英雄帖” 和 “招贤
令”， 诚邀各路英才到蓬勃发展中的周口施展
才华， 释放才能， 助推周口实现高质量发展。
昨日， 就我市招才引智工作， 记者采访了受
邀参会并作大会发言的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精密光学制造与检测中心副主任、
周口驻上海人才工作站秘书长魏朝阳。

面对记者， 魏朝阳激动地说， 特别感谢组
委会给我这次机会，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大会，
深切感受到了家乡领导为发展周口释放出强烈

的爱才惜才信号以及为周口发展付出的努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渐成社会共识， 各区域之间的
竞争， 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中国科学院作
为国家科技创新的火车头， 为落实国家科技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院地合
作活动， 我有幸参与了一些活动， 我也希望
家乡周口通过招才引智， 把周口的明天发展
的更加美好。

对家乡的招才引智工作， 魏朝阳给出了
三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加强与高校、 科研院
所的合作， 引进其创业团队和项目。 2016 年
5 月， 我参加了中科院与河南新乡市举办的
“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新乡行暨青促会科
技成果转化活动”， 新乡全市有 104 家企业愿
意合作， 经中科院各所专业审定， 有 64 家企
业符合合作条件， 经过再次深层次对接， 有
44 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现场中科院共有 22
个成果转化项目与新乡签约。

二是通过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引才。 通过
举办创新创业大赛扩大影响力引进人才和创

业团队， 当前在经济发达的苏、 浙、 粤等省

的一些城市已成为常态， 如中科院青年创新促
进会与宁波镇海已经连续搞了两届， 效果很不
错。 参赛项目要求必须拥有创业项目团队或已
经注册的公司， 且有融资需求。 镇海为大赛项
目打造 “人才+资本” 政策直通车， 将人才政
策、 地方落户政策市场化， 借助科技成果评价
机构和投资机构的专业力量选拔项目， 促使中
科院青促会的项目创业项目在镇海找到发展契

机， 解决镇海科技行业发展刚需。
三是大力引进大学生、 研究生等后备人

才。 后备人才决定城市发展的未来， 当前一
些三、 四线城市对于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为
主体的青年人才的引进非常重视， 成立专门
的招才引智工作机构， 提供一些好的岗位吸
引优秀大学生和研究生， 鼓励未能落实就业
单位， 选择自主创业的优秀大学毕业生前来
创业落户。 ②11

广聚天下英才 助推周口发展

招才引智 创新发展

张子勇:让中原粮仓盛放心粮食
记者 李柯

张子勇，周口人，暨南大学原教授、博士生
导师、 南京善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离开河南近 30 年， 张子勇始终无视社会对河
南人的误解与偏见，一直以自己是周口人为骄
傲。 10月 27日，张子勇参加了中国·河南招才
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周口专场推介会并作为嘉

宾发言，他所在南京善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
为重点招才引智项目与周口市农科院、周口市
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签约。

———农业大市走出了纳米农药研究带头人

张子勇下过乡，当过知青。 后来卖过菜、
当过公社秘书、在县文化馆搞过文艺创作。再
后来在郑州大学化学系留校当了老师。 在不
惑之年后， 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中山大学脱
产攻读博士学位， 最后到暨南大学工作。 15
年前， 张子勇想起下乡唯一未干过的农活就
是打农药，想起中国的粮仓在河南，河南的粮
仓在周口，这种知青情结和家乡情结，使他跨

专业从事起纳米农药研究。 2012 年， 在南京
市政府的领军人才项目资助下， 成立了南京
善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为国内外第一家
实现纳米农药技术产业化的企业 。 2016 年
初， 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专用于植保无人机的
“航空植保专用药剂”。 今年 9 月，农业部全
国农技推广中心在南京召开 “全国农药新剂
型纳米农药应用技术培训班” 暨善思纳米农
药试验总结大会， 对善思纳米农药给予充分
肯定。

———让中原粮仓产出放心粮食，纳米农药
凸显优势

经过十余年孜孜不倦的研究， 纳米农药
不但解决了 “无人机超低容量条件下多元农
药均匀复配 ”的需求 ，还具有高效 、经济 、安
全、环境友好和缓控释性能，使农药减量 30%
以上，提高了农药的利用率。 与此同时，利用
纳米材料负载农药粒子， 可根据作物防治的

时效特性等需求， 通过微囊化技术实现药物
的控制释放，并延长持效期，这样就能减少农
药的施用次数， 从而避免了农药滥用引发的
食品安全问题。

———用科技支持家乡农业，打造放心粮仓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中国饭碗盛中国粮

食。 周口是农业大市，是中原的粮仓。 作为农
业科研企业， 科研人才和科研成果是我们的
根本，这次与周口市农科院、周口市植物保护
植物检疫站签约之后， 我们将和家乡的农业
研究人员一起用科技为家乡的农业研究贡献

力量， 我们也会用多年研究所取得的各种经
验和成果为家乡农业高效、 安全的发展保驾
护航，让家乡的千万农民朋友获取最佳效益。
我衷心地希望把周口这个大粮仓， 建设成为
利用纳米农药技术、航空植保技术、农业大数
据物联网管理技术的中原粮仓， 让中原粮仓
盛放心粮食！ ②11张子勇

桑宏勋：人才是“争”不来的，而是“引”来的
记者 李柯

桑宏勋，扶沟县练寺镇人，现任南方医科
大学深圳医院骨科中心主任，教授、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留美归国博士后、骨科学科带头
人。 原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骨科医院副院
长、脊柱外科主任、全军骨科研究所副主任。 桑
宏勋是从我市走出去的高端人才， 作为中国·
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周口专场推介会

发言嘉宾，结合自身在深圳的多年经历，为我
市招才引智工作积极建言献策。

———如何吸引人才，“深圳温度”值得借鉴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全国引进

人才力度最大的城市之一。 深圳吸引人才的措
施很多， 在促进科技创新、 支持企业提升竞争
力、促进人才优先发展、完善人才住房制度、加
快高等教育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 桑宏勋来
到深圳不久，就被评为地方领军人才，并配套了
相应的待遇。除此之外，深圳还有很多暖心的细
节，如推出“青年驿站”，为首次来深圳求职的应
届毕业生提供 7天的免费住宿， 根据入住求职
者需要，免费提供交通、食宿、职业素质测评、就

业信息推送、岗位需求分析等生活、就业信息咨
询服务等等。 这些都被称为“深圳温度”。

———亲身经历，深感深圳吸引人才的工作
比较到位

深圳为人才提供的事业平台非常广阔，支持
力度很大。桑宏勋来深圳不久就申请到了深圳医
疗卫生“三名工程”1500万的经费，此外还获批了
深圳市数字外科 3D打印重点实验室，拿到 1100
万经费；今年又拿到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医院骨科中心也成为“广东省医学 3D打
印应用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临床基地 ”
“SICOT中国部数字骨科技术培训中心”“国家骨
科机器人临床应用基地”等，2017年，桑宏勋被评
为“深圳医疗卫生十大杰出贡献者”。 他认为，这
样广阔的事业平台对人才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

———人才是“争”不来的，而是“引”来的
“21世纪什么最重要？ ———人才！ ”这次大

会的主题是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关于吸引人才，
桑宏勋认为城市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社会
发展归根到底是人才在推动。要获得持续不懈的

发展动力，人才是关键。 政府谋发展，绘蓝图，
“抢人战略”来得及时，来得迫切。 人才往什么地
方流动，不是一厢情愿，而是两情相悦，是一个
“用脚投票”的博弈和选择过程。 在此意义上，人
才是“争”不来的，而是“引”来的。 对人才来说，
有诚意、有力度的政策优惠当然有其吸引力，但
至多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吸引人才特
别是吸引高端人才的首要因素，不是薪酬待遇，
而是发展空间，哪里可以更好地干事创业，哪里
就是人才的主场。

———希望能用人才武装发展，祝愿家乡越
来越好

家乡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大， 发展的速度越
来越快， 我们这些在外的游子们也时常关注着
家乡，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让人激动也让人欣
慰，希望家乡的人才政策能更加完善，措施更加
丰富，细节更加到位，开渠引流，广聚英才，让我
们人杰地灵的周口在不久的将来， 不仅是人口
大市，也能成为人才大市，希望家乡在今后的发
展中更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 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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