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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漂日、人才白皮书……
为了留住“蓉漂”成都真的很拼

人才聚才能产业兴人才聚才能产业兴，，成都市深谙此理成都市深谙此理。。
20172017年年77月月，《，《成都实施人才优先成都实施人才优先

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发展战略行动计划》（》（简称简称““成都人才新成都人才新
政政1212条条”）”）正式实施正式实施，，其中成都专门为其中成都专门为

““蓉漂蓉漂””人才设立了专属节日人才设立了专属节日————““蓉漂蓉漂
人才日人才日”，”，由成都市人才办主办由成都市人才办主办，，成都市成都市
人社局等部门具体执行人社局等部门具体执行。。而成都市人社而成都市人社
局还通过出台相关办法局还通过出台相关办法、、发布人才白皮发布人才白皮
书等措施书等措施，，吸引吸引““蓉漂蓉漂”，”，服务服务““蓉漂蓉漂”，”，继继
而留住而留住““蓉漂蓉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曾那迦

为使从五湖四海汇聚成都的“蓉
漂”能够更好地择业就业，成都市人
社局搭建起人才配置线上线下平台
和招聘服务“绿色通道”，组织战略性
新兴产业企业参加“蓉漂人才日”等
大型人才招聘会，鼓励国际、国内猎
头公司为企业引进具有海外学习和
工作背景的高层次人才。

2018年4月28日，“蓉漂·高峰荟”
在高新区菁蓉国际广场举行，拉开了
成都市首个“蓉漂人才日”系列活动
大幕。据统计，首届“蓉漂人才日”招
聘会共吸引“蓉漂”青年人才超过1.8
万人，达成就业意向3511人。

今年4月27日“蓉漂人才日”招
聘会进场人数达1.7万人。招聘会共
组织参会企业403家，发布需求岗位
11486个。其中，军民融合高新技术
企业成都时代星光科技有限公司因
急需海外销售经理、区域销售经理，
甚至当场给出了高达120万元的年
薪。此次招聘会收取简历总计24305
份，意向达成率为40.4%。并且，据现
场抽样调查，前来应聘本科及以上
学历人才占到82.6%，其中硕士及以
上学历人才占21.8%。而招聘会给出
的所有岗位平均月薪达到了8922
元，较2018年首个“蓉漂人才日”招聘
大幅增长。

“成都人才新政12条”实施后，成
都市人社局随即出台《成都市引进培
育急需紧缺技能人才实施办法》《成
都市鼓励企业引进培育急需紧缺专
业技术人才实施办法》，实施企业引
进急需人才财政奖励和安家补贴制
度，补贴资金达到2093万元。

2017年12月，成都市人社局首次
编制发布年度《成都市人才开发指
引》（“成都人才白皮书”），按人才层
次和实际需求规定国际顶尖人才、国
家级领军人才等七类招引标准。同
时，白皮书依据《成都市重点产业导
则》将产业类别划分扩展为42个细分
产业（领域、行业），明确全市产业发
展人才区域导向，促进人才聚集和精
准匹配。

2018年《成都市人才开发指引
（2018）》在首个“蓉漂人才日”上发
布，列出了609类岗位清单和要求，其
中，以先进制造业发布的247类需求
岗位主要需求为高端人才，表现出成
都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
发展势头迅猛。

今年的《成都市人才开发指引
（2019）》也是在4月27日“蓉漂人才
日”上得到公布，白皮书针对成都各
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社会事业发展
领域等，列出了184类需求岗位。

“成都人才新政12条”在“鼓励青年人
才来蓉落户”的举措中，除了敞开了“学历
落户”的大门，更明确了落户政策放宽的
另一个群体，技能人才：在本市同一用人
单位工作2年及以上的技能人才，可凭单
位推荐、部门认定办理落户手续。

2017年7月，“健康管理师”邓冬梅
得益于技术人才落户的有关新政，成功
通过了成都市技能人才入户认证，成为
首个通过这项认证获得落户成都资格
的 技 能 人 才 。据 了 解 ，邓 女 士 一 家 于
2015年1月从深圳搬到成都工作、定居，
作为一名健康管理师，她一直希望能在
成都真正落户。面对记者时，她表示，来
了成都两年多，自己心里悬着的石头终
于落了地。

在积极吸引技能人才落户成都的同
时，成都市人社局启动了人力资源提能行
动，研究制定了全民技能免费提升计划实
施方案，开展企业职工在岗技能提升培
训，将劳动力资源转化为高技能人才资
源，补贴资金10446万元。

其具体措施还包括鼓励企业认定就
业见习基地，对组织青年人才见习的基地
按规定给予补贴，支持14家企业建立了首
席技师制度，共计给予140万元一次性资
金支持，引导全市17所技工院校61个专业
进行调整，不断促进基础人才供给与产业
高质量协同。

为了突出产业需求、企业需求和
市场认可，成都市出台了《关于深化职
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动态增设新
产业、新技术领域职称专业，向产业功
能区、智力密集的重点企业下放职称
评审权、开展自主评审，建立民营企业
职称“以聘代评”评聘一体化机制，充
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成都市人社局也不断推动深化校
企合作和人才招募市（州）合作机制，
组织技工院校为企业开展“订单式”人
才培养；在14家企业新设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新建国外智
力引进示范基地4个，18家企业获得国
家引智项目资助共计190万元。

同时，人社局对企业招用应届高校
毕业生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
对企业稳定用人给予稳岗补贴，多渠道
降低用人成本；组织开展成都“独角兽”
企业推介引才系列活动，研究制定了促
进新经济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
险和职称评价实施办法；还建立起招商
签约落地项目人才专项保障机制。

此外，成都市人社局还以中国成
都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园三区多
点”为平台，重点培育高级人才寻访、
人才测评等细分市场，新引进行业知
名人力资源服务企业110家，努力通过
市场手段促进人才协同。

2019“蓉漂人才日”系列活动现场

四川大学
2019年招生9200人
自主招生报考条件升级

四川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廖爱
民介绍，今年川大招生有多个变化。首
先是自主招生较往年更加严格；此外，
从招生政策来看，今年川大最大变化
是录取实行分数优先原则，即按照高
考分数从高到低择优录取，不设置专
业级差，“在招生总计划上，今年川大
总计划招生9200人与去年持平，在川
招生的分省计划也和去年基本持平。

廖爱民提到，今年川大增设了“人
工智能”专业，需考生报考计算机类，
完成一年学习后，专业分流才能选择
此专业，不作单独报考。同时，考生在
报考时还需注意由于口腔医学专业学
习、就业的特殊性，因此不建议习惯左
手做事（俗称左撇子）的考生报考。中
外合作办学——匹兹堡学院入校后只
允许在匹兹堡学院内申请转专业。护
理学专业采取单独投档模式按专业投
档，入校后不能转专业。会计学（AC-
CA）专业因为涉及高收费，只录取有
专业志愿的学生，不进行调剂录取。

对于考生关注的入校转专业等热
点问题，廖爱民表示，除了口腔医学、
临床医学之外，其余专业在转专业时
不设学分绩点条件要求，“川大转专业
机会是非常宽松的，具体流程可以见
学校教务处关于转专业的管理办法”。

电子科技大学
全国计划招收5010人
新增人工智能等五个专业

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主任林鹏介
绍，该校共计划招生5010人。今年新增人
工智能、机器人工程、无人驾驶航空器系
统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理学）五个专业。其中，人工智
能专业不纳入大类招生，计划招生60人。

需注意的是电子科技大学今年将
继续以两个招生名称进行招生，分别
是“电子科技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考生填报志愿时可以分
别填报，两个招生名称下的专业没有
交叉，但学生毕业后获得的毕业证书
与学位证书都是相同的。

林鹏表示，考生需注意今年文科
专业有三大变化，第一，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首年文理兼收；第二，所有外语

专业今年首次按照大类进行招生；第
三，社会科学试验班将继续按照大类
招生。学校的文科少而精，具有电子信
息领域方面的特色，有更广的就业面。
例如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就开设有与
计算机复合培养的实验班。

对进档考生，如果服从专业志愿
且政、体合格，学校进档不退；安排专
业时按照分数优先、不设专业级差的
原则。因此，考生可大胆冲刺心仪的专
业，但同时要有填报的梯度。

西南交大
本科招生7450名
部分专业有报考条件

西南交通大学招生就业处招生考
试科科长温朋介绍，学校2019年本科
招生规模较往年持平，总共 7450 名。
但因自主招生和高水平艺术团的招生
计划减少，且这两个类型的招生不做
分省计划，故今年的普通类招生计划
较2018年有所增加。

需注意的是，利兹学院相关专业、
生物（中外）、安全（中外）进录取有专
业志愿的考生，并且英语单科成绩要
求达到满分的75%及以上；而车辆工
程、交通运输类、安全工程、交通运输、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建筑学、建筑类
等专业，在就业入职体检时，用人单位
要求毕业生不得有色觉功能异常，因
此有色盲、色弱考生慎重报考。

“在今年学校公布的招生简章中
承诺，对于第一批次进档考生（不含中
外合作办学），如专业服从调剂，体检
合格，学校承诺不退档，因此建议考生
在填报专业志愿时，尽量勾选‘服从专
业调剂’，以降低退档风险，”温朋说。

此外，西南交大2019自主招生较往
年有很大变化，首先是报名条件有所提
高，仅认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
学的国赛二等奖及以上，论文、专利等
材料不得作为附件上传；同时，招生计
划减少，由 2018 年的 260 名调整为
2019 年 200 名，且录取优惠分值由一
本线上10分调整为调档线下20分。

西南财经大学
在川招生计划有增加
首次采用“专业类+专业”招
生及培养模式

西南财经大学本科招生办刘伟

亮老师介绍，学校2019招生总计划数
为 3880 人，较 2018 年总量持平，2019
年西财在川招生总计划较 2018 年有
所增加，达到910人。

此外，西财 2019 年首次采用“专
业类+专业”招生及培养模式，将原
有 47 个招生专业整合为 8 个专业类
招生和 26 个专业招生。这为考生提
供了多样化的专业选择，“现在考生
填报西财 6 个专业志愿，可能相当于
过去填 10 多个专业志愿，大大降低
了被调剂风险”。

对于一些考生提到，入校后是否
有调专业的机会？刘伟亮表示，多样化
选择和个性化的培养是西财的教育理
念之一，除经济学基地班专业、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和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生
以外，学生进校后有多次调转专业的
机会。在完成一年级的基础课程学习
后，学生若自愿转入其它专业学习，可
以参加6个光华创新人才实验班的选
拔，也可以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及条件
范围内申请转专业。

刘伟亮也对考生提出几点建议，
在实行“平行志愿”批次，考生可按照

“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的思路，大
胆填报；考生务必服从专业调剂，西
财承诺对服从专业调剂、身体等条件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进档考生不退
档；除本科一批填报西南财经大学
外，可多批次填报西南财经大学，增加
录取机率。

四川农业大学
本一批次增加218人
川内计划招收5768人

四川农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杜
彬介绍，今年全国计划招收 9300 人，
其中本科一批 7990 人，艺体批次 760
人，教职本科550人。就四川省内招收
计划而言，总计划 5768 人，其中一本
4743人，比2018年增加218人。

在招生类方面，杜彬表示，“学校
是在川高校中唯一一所具有6种特殊
类型招生项目的高校，特殊类型招生
数量也名列全国高校前列。”其中，有
自主招生计划 60 人、高校专项计划
207人、国家专项计划490人、地方专
项计划180人、少数民族预科计划88
人、深度贫困县计划30人。

在招生专业方面，今年共有89个
本科招生专业，涵盖农学、理学、工学、
经济学、管理学、医学、文学、教育学、

法学、艺术学等十大学科门类。值得一
提的是，89 个专业中农林类只有 18
个，占比 20.5%，其余均为非农林类。
另外，有 25 个专业文理兼收，汉语言
文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两个专业则只
招收文科生。

另外，对于进入川农大的学子，还
有一个利好消息，进校后可以转专业
或修读双学位。杜彬介绍，学校教学实
施人性化管理，为学生提供21个本科
专业的“双学位”修读选择，为学生多
元化发展提供空间。学校调整专业时
不收取任何费用，学生可根据个人意
愿在第 3 学期申请，除校区间不转专
业外，尽量满足校区内转专业的需求。

四川师范大学
计划招生8900人
按“投档成绩”择优录取

四川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
梁亮介绍，四川师范大学今年在全国
的招生计划数量为8900人，其中省外
2497人，省内6323人。

据梁亮介绍，在录取原则方面，
学校在专业安排时，不设专业级差，
根据考生“投档成绩”和专业志愿，按

“投档成绩”择优录取。当考生所填专
业志愿都无法满足时，若考生服从专
业调配，学校将根据考生的实际情况
将其调配至尚未满额的其它专业，但
调配志愿的优先级别低于非调配志
愿。若考生不服从专业调配，学校将
作退档处理。

此外，学校对于体育与艺术类专
业类别的考生的录取原则也有相应
变化，以体育类专业为例，今年针对
四川省的考生对文化成绩要求提高
到省控线 20 分以上（包含 20 分）。体
育与艺术类学生的录取原则，家长长
和考生可参见学校官方微信发布的
2019招生章程。

对于不少考生和家长关心的公费
师范生的相关招生要求，梁亮介绍，今
年学校在川招收深度贫困师范生160
名，招收非深度贫困师范生 510 名。

“公费师生进校后就会与各地市州教
育局签订协议，顺利毕业后，各地市州
教育局会组织到学校签订就业协议。
并且，公费师范生进校后要进行面试，
部分艺体类专业会进行专业测试。”梁
亮补充道，公费师范生一般只有某些
地方的考生才可以填报，具体的填报
政策考生可咨询当地招办。

成都理工大学
新增3个本科招生专业
专业之间没有设置“专业级差”

成都理工大学招办副主任张乃刚
介绍，2019年学校将在本科第一批次
（含国家专项、地方专项等）招生6372
人，本科第二批（中英）招生560人、艺
术类本科招生448人、体育类本科招生
120人。其中，在川计划招生4791人。

同时，学校今年新增城市地下空
间工程、软件工程（中英）、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中英）等三个专业。其中城市
地下空间工程在本科一批招生，属于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软件工程、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在四川省本科二批招
生，属于与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联
合办学的牛津布鲁克斯学院。

张乃刚表示，在今年的招生录取政
策方面，学校在平行志愿投档的情况
下，将缩小调档比例；在录取专业时，实
行“分数优先”的原则，专业志愿之间不
设分数级差，最大程度满足考生专业志
愿。张乃刚表示，在今年的招生录取政
策方面，学校在平行志愿投档的情况
下，将缩小调档比例；在录取专业时，实
行“分数优先”的原则，专业志愿之间不
设分数级差，最大程度满足考生专业志
愿；对有政策性加分的考生，实行“一加
到底”的政策，在提档和录取进专业时，
均按加分后的分数计分。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新增本科护理专业
本、专科招生计划有所增加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招生就业
处处长周阳透露，今年，学院本科二批
计划招生4600人，普通专科批次计划招
生5500人。其中，本、专科艺术类招生近
1500人，包含招收本科美术生900人。

学校今年本科生招生专业有会计
学，审计学，财务管理，资产评估，国际
经济与贸易，金融学，金融学（国际私
人银行班），金融工程等 36 个本科专
业（特色班），以及视觉传达设计（中英
本硕连读双文凭国际班），会计学（中
英本硕连读双文凭国际班），金融学
（中英本硕连读双文凭国际班）等9个
双文凭国际班。

专科专业有会计，审计等25个专
科专业；以及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中英
专升本双文凭国际班），会计（中英专

升本双文凭国际班）等7 个专升本双
文凭国际班。

关于今年的专业变化，副教授周
阳提到，今年停招了休闲与体育专业，
新增了本科护理专业。同时，相较往年
录取分数，今年调档线也将维持在线
上20分左右。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成立于
2006年，前身是西南财经大学电子商务
学院。周阳介绍道，目前，学院实行二级
学院管理制，现有会计学院、智能金融
学院等8个二级学院和外国语教研中
心。学院三个校区 ，分别分布在成都、
绵阳、德阳，在校师生两万多人。而德阳
校区为新建校区，今年投入使用。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新建人工智能学院
2019在川招生有增加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招生处处长马
继征介绍，近两年，学校新增了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机器人工程、互联网
金融、物联网工程技术等专业。目前，
学校已经逐步形成了一批为大数据、
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为代表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服务的相关专业集
群。此外，学校也在启动“未来教育”战
略，采取跨学科、跨专业组建的模式，
正式成立人工智能学院，聘请美国

“双院院士”陈世卿担任学校人工智能
学院院长，高标准打造人工智能应用
人才培养高地。

马继征介绍，今年川大锦城学院
在川计划招生6357，相较去年有一定
增幅。“除一本招生专业外，学校提档
线基本上是处于一本和二本分差的中
段位置。专科为普通类专科批，就这两
年的情况来看，学生们完全可以大胆
填报”。

此外，她表示，在专业选择上考生
和家长不必过多纠结。对于进档考生
安排专业，学校是按专业志愿优先、依
据考生分数从高到低录取，即我们会
优先录取第一专业志愿的学生。在录
取过程中，在教学资源满足的情况下，
尽量满足学生的第一专业志愿。另外，
进校一学期后即可转专业，同时本科
生进校后有4 次转专业的时间选择，
需要考生注意的是，在填报志愿时，一
定要勾选专业服从调配，以此避免退
档风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许雯
叶莉 应鑫 赵雨欣

为帮助考生解决高考志愿填报中遇为帮助考生解决高考志愿填报中遇
到的疑到的疑问问，，成都商报特别举办成都商成都商报特别举办成都商
报报。。成都儿童团成都儿童团20192019高考专题公益高考专题公益
讲座讲座，，邀请邀请1515所川内高校招生官亲临所川内高校招生官亲临
指导指导。。1717日日，，首批首批99所川内高校招生所川内高校招生
官在线指导举行官在线指导举行，，全网直播观看量高全网直播观看量高
达达9393万万，，不少考生不少考生和家长表示和家长表示““及时及时，，
干货满干货满满满”。”。

需要需要提醒的是提醒的是，，1818日上午日上午99点点3030分分
开始开始，，成都大学成都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等成都中医药大学等66所所
高校将继续做客直播间高校将继续做客直播间，，考生和家长们考生和家长们
可通过成都商报官方微博和红星新闻可通过成都商报官方微博和红星新闻
客户端进行在线观看客户端进行在线观看。。

“蓉漂”专属节日
打造人才招聘“绿色通道”

出台办法引进急需人才
发布人才白皮书

让技能人才安家
制定全民技能免费提升计划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
为“独角兽”企业引智

全网直播观看量昨日高达93万，今日上午9点30分开始，
成都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等6所高校将继续做客直播间

高考志愿怎么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