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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聚贤城

2022 年东方美谷上海高校巡回招聘推介会首站启动
本报讯

渊戚蓉迪冤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构建校企沟通平

台，东方美谷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华东理工大学、奉贤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东方美谷产业推进办公室、上海漕河泾奉贤科技绿洲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举办“逐梦美谷

才聚贤城”2022 年东方美谷上海高校

—华东理工大学站顺利举办。
巡回招聘推介会。6 月 24 日，推介会首站——
奉贤区副区长吕将、华东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沈海涛、东方美谷产业
推进办公室主任马金舟出席启动仪式。华东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沈海涛，
东方美谷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袁飞分别致辞。东方美谷集团副总经理
朱豪君作“东方美谷”专题宣传推介。奉贤区就业促进中心副主任薛骁闵、
奉贤区人才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管贞作就业政策和人才政策宣讲。
现场数位同学也与企业进行了互动交流，进一步精准地了解企业信息
及岗位需求。
据悉，本次招聘推介会共吸引 64 家企业报名，提供 160 种岗位，用人
需求达到 565 个，直播活动进场求职毕业生近千人。
后续，东方美谷集团还将走进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等高校开展多场招聘会，助力上海有序复工复产对于人才的需求，缓
解高校生就业压力。

关于开展 2022 年“东方美谷”系列优秀人才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企业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叶关于深
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实
施意见曳袁进一步加强园区人才队伍建设袁
充分调动各类优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袁经东方美谷集团党委研究袁决定开展
第二届野东方美谷冶系列优秀人才评选工
作遥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院
评选范围
（一）注册并纳税在生物科技园区内
企业中符合评选条件的优秀人才。
（二）以下人员不在申报范围内：已经
入选奉贤区“滨海贤人”、
“滨海青年英才”
等区级及以上的各类人才计划的人员；已
经连续两年获评集团人才奖励的人员。
评选类型和人数
01.美谷领军人才：每个企业限推荐 1
名，总评选名额为 5 名；
02.美谷海外高层次人才：每个企业
限推荐 1 名，总评选名额为 5 名；
03.美谷拔尖人才：每个企业限推荐 2
名，总评选名额为 10 名。
评选条件
参加评选的人选要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遵纪守法，清正廉洁，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有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为园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模范履行
岗位职责，为同行和社会认可。
渊一冤美谷领军人才
美谷领军人才队伍是奉贤区领军人
才队伍的储备队，申报者应符合“品德素
质优秀、专业贡献重大、团队效应突出、引
领作用显著”的基本条件，且带领一个创
新人才团队，在企业经营管理、社会工作、
专业技术或职业技能等方面取得突出成
绩，年龄在 50 周岁以下（1972 年 1 月 1 日
以后出生），在企业工作满 1 年，且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1、具有扎实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基
础，善于运用国际思维和战略眼光开展企
业经营管理工作，形成独特的经营管理思
路和成功的经营管理模式，带领企业取得
国际或国内同行业公认的突出成就；

2、具有突出的科研能力或职业技能，
在新产品开发、产业结构调整和先进技术
的研究、应用、推广上成效显著，达到国际
或国内先进水平；
3、从事产品研发、技术革新、科研创
新和服务创新等创新项目的创新团队带
头人，或带技术、项目、资金和团队在园区
创办企业，实施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创业团
队带头人。
4、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或科学研究、专业服务业等领域取得较为
突出的成绩，本人及所在团队在国际或国
内享有较高声誉，并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渊二冤美谷海外高层次人才
1、海外创新人才。在海外取得硕士以
上学位，年龄在 50 周岁以下 （1972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曾在国外高校、科研院
所任职的专家学者，或是在国际知名企业
和金融机构有从业经历的专业技术人才
和经营管理人才。回国工作一般不超过 3
年，与用人单位签订（意向性）工作合同，
并能解决企业发展关键技术难题，拥有能
够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技术产品升级的自
主知识产权或重大科研成果。
2、海外创新创业人才。在海外取得学
位，年龄在 50 周岁以下（1972 年 1 月 1 日
以后出生）有海外创业经验或曾在国外企
业担任中高层管理职位 1 年以上，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且技术成果国际
先进。在国内时间不超过 6 年，所创办企
业成立 1 年以上 5 年以内，并为所在企业
主要创办人，企业拥有核心技术的产品已
处于中试或产业化阶段，符合奉贤和园区
产业优化发展方向。
渊三冤美谷拔尖人才
美谷拔尖人才是领军人才的后备队，
申报者应符合“品德素质优秀、专业水平
突出、创新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基
本条件，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 （1977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在企业工作满 1 年，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担任企业高级管理职务或负责企
业核心业务，对企业发展具有较大贡献，

所在企业或企业核心业务在同行业处于
国内领先或全市领先水平；
2、具有较强的职业技能，取得有较大
影响的研究成果，或在新产品开发、产业
结构调整和先进技术的研究、应用、推广
上取得较好成效；
3、从事产品研发、技术革新、科研创
新和服务创新等创新项目的专业人才，或
带技术、项目、资金和团队来园区创办企
业，实施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创业人才；
4、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或科学研究、专业服务业等领域取得良好
的成绩，享有较高声誉。
评选程序和时间安排
以聚焦重点、服务发展、突出实绩、团
队优先、公开公平、竞争择优为原则，深入
实施“东方美谷”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渊一冤推荐申报渊6 月 29 日-7 月 10 日冤
各单位召开会议推荐候选对象，在征
得单位同意的基础上填报相应 《申报表》
（附件 1- 附件 4）。
（点击文末“阅读全文”
即可下载《申请表》）
渊二冤评审渊7 月 11 日-7 月 25 日冤
1、
资格审查。园区人才工作小组对上报
的评选对象按照评选标准进行资格审查，
并
征求集团各部门意见，
形成初步意见。
2、专家评审。视评选人员的专业情

况，成立专家评审小组，适时召开专家集
中评审会，提出选拔意见。
3、组织审议。根据资格审查初步意
见、专家评审选拔意见的情况，由人才工
作办公室将拟推荐表彰人员提交东方美
谷集团班子会审议。
渊三冤公示渊7 月 26 日-8 月 1 日冤
经审议通过的候选人在园区微信、
“东方美谷 E 网通”小程序上进行公示，接
受社会监督。公示期查实有不符合评选条
件的，取消资格。
渊四冤表彰奖励渊8 月上旬冤
对获评的美谷优秀人才进行会议表
彰，授予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并开展
相关服务工作！
材料报送要求
各类人才需填报相应《申报表》
（附件
1- 附件 4）
（在 6 月 24 日东方美谷微信公
众号上可下载《申请表》），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职称资格或技术等级证书、学历学
位证明、获奖证书、发表的论文和著作的
刊头目录、专利证书等复印件）。
以上申报表书面材料请在 7 月 10 日
前报送至园区企业服务部！
电子材料发送至“东方美谷 E 网通”
小程序（具体操作可先与工作人员联系）
联系方式院方连英 37195076

CanNova 东方美谷生命健康产业园
成功获评上海市科技企业孵化器
本报讯 渊周高慧冤日前，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上海市 2022
年（第一批）纳入科技创新创业载体培育体系载体名单公示的通知》。经自主申
报、形式审查和专家评审，由东方美谷集团和复容投资合作共建的 CanNova 东
方美谷生命健康产业园从众多申报单位中脱颖而出，成功获评上海市科技企业
孵化器。
CanNova 东方美谷生命健康产业园专业聚焦创新药物领域，打造上海市生命
健康产业聚焦示范区，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生命健康产业创新创
业基地。自开园以来，CanNova 东方美谷生命健康产业园精准打造“一站式”服务
中心，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方位、便利化、专业化、优质化的创业服务与创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