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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一款让医生“用得
上”“用得好”，让患者“用得
起”的手术机器人，这是博
恩思医学机器人创始人
CEO李耀的创业目标。

上世纪80年代，李耀跟
随父辈来到成都生活，在成
都一待就是20年，算得上地
道的“老蓉漂”。成都独特的
人文氛围和包容的生活特
质，让李耀“流连忘返”。四
川大学毕业后，他出国深造，
十几年来在美国从事医学机
器人及人工智能医学研究。
2016年，受成都优越的人才
环境、高效的政府政策吸引，
李耀重新回到成都创业。

说起再一次选择“蓉漂”
的理由，李耀回答是“人
才”。他说，背靠四川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等院校，成都
每年都新增大量科技人才，
带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同时，随着“人才回流”的加
剧，很多有着北上广深工作
经验的高端科技人才也不断
回蓉。这两方面人才的汇
聚，解决了企业发展急需的

“原始动力”。此外，成都出
台了大量专项政策支持、扶
持创业企业，为企业解决了
后顾之忧。最重要的是，成
都拥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叫做

“沉稳”，企业在这里能够潜
心研发，把产品做到极致。
对于需要较长时间打磨的医
疗机器人产业，这一特质更
是宝贵。

医疗机器人在全球范围
内正在成为一个高速增长的
产业，至2020年，全球医疗
机器人规模有望达到114亿
美金。目前，成都拥有非常
好的产业基础，生物医药企
业已形成相当规模，产业链
上下游已有相关配套企业。
抓住这一重要的战略发展
期，“成都造”手术机器人就
抓到了先机。李耀说：“虽然
我不在成都出生，但我是个

‘资格’成都人。希望能够立
足成都，以我的专业技术帮
助医生，让手术更容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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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5月24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
普24日说，因近期朝鲜表示出的“公开敌意”，
他决定取消原定于6月12日与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晤。

白宫当天早上发表了一封特朗普致金正

恩的公开信。特朗普在信中说，他十分期待与
金正恩的会面，但朝方在近日展现出“极大怒
气与公开敌意”，他认为当前已不适合举行这
次计划已久的会晤。

（相关报道见08版）

特朗普宣布取消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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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才可担任重大项目主持人
还可参加职称评审

四川重磅发布两大人才新政

海外人才《实施意见》提
出，着眼借智借力实现更大
发展，深化与海内外名校名
院名企合作，力争 3 年内与
综合实力排名靠前、同全省
产业发展契合的国内名校名
院名企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
系，5年内与国（境）外知名大
学和研究机构、境外世界500
强企业基本建立合作关系，
支持各地和园区共建产业技
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平台，
支持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现代
大学城和未来科技城，构建
集人才引进、干部培训、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等为一体的
全方位合作格局。

省人才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深化的重点是，全
面推进省校省院省企战略合
作，支持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双城”（现代大学城和未来科
技城），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加
快向四川集聚。目前，天府新
区成都科学城正在加快建设，
而宜宾市积极推进大学城和
科技创新城建设，在一年多时
间里已与 11 所高校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6个产业技术研
究院正式挂牌。

海外人才《实施意见》提
出，四川力争通过5年时间的
努力，让全省“千人计划”专家
累计达到2000人，海外留学
回国人员、在川外国留学生、
来川工作交流的外国专家每
年分别达到1万人、1.5万人
次、2万人次，基本形成一支与
四川建设内陆开放型高地、实
现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相适应
的海外创新创业人才队伍。

海外人才突出“高精尖
缺”导向，以四川发展急需紧
缺的高层次留学人员、华人华
侨专业人才和外国专家为重
点，着力引进“四类人才”，即：
一批具有重大原始创新能力、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战略科
学家，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
术、推动重大技术革新的高层
次创新创业人才，一批熟悉国
际规则、具有战略开拓能力的
高级管理人才和金融人才，一
批具有较高学术造诣、适应我

省未来发展需求的紧缺专业
人才，不断提升人才队伍核心
竞争力。

在对外招揽海外英才的
同时，四川也在苦修内功，积
极培养人才。

根据天府万人计划《实施
办法》，从 2018 年起至 2027
年，未来10年，四川重点围绕
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需求，采
取分层分类遴选方式，省层面
重点支持100名左右杰出人
才、1200名左右领军人才和
1000名左右青年拔尖人才，
示范带动各市（州）支持培养
10000名左右各类高层次人
才，形成与省“千人计划”相互
衔接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体系。

“天府万人计划”支持范
围为川内企事业单位在职人
员，分杰出人才、领军人才、青
年拔尖人才三个类别12个项
目实施。

招揽天下英才，四川重磅发布两大人才新政。
5月24日，记者从四川人才新政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

四川发布了两个重要文件：一是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大
力引进海外人才、加快建设高端人才汇聚高地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海外人才《实施意见》），省委组织部等13个部门联
合印发了《四川省“天府万人计划”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天府
万人计划《实施办法》）。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四川正以海纳百川的姿态，邀天
下英豪齐聚四川，共谋发展。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冠松在现场表示，与东部发达地区
相比，四川高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面
对当前日趋激烈的人才争夺战，必须进一步增强人才政策开
放度和竞争力，打造拳头工程，提升品牌效应，在更高层次更
宽领域参与国际国内人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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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指出，在川创业就业
并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籍人才
或经认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可按规
定参加职称评审；对符合条件的留学
回国人才，以及通过省校省院省企战
略合作落户四川的新型产业技术研究
院等重大产学研合作平台引进的专业
技术人才，可开展不定期的特殊评审；

对符合条件的高层次引进人才，可依
据其贡献和实际水平，破格申报评审
高级职称。

为了留住人才，四川给出
了真金白银的支持。

“天府万人计划”每年遴
选一批，每批约230名。新政
对其提出了11条支持政策。
例如，在资金资助方面，为入
选者提供10万-100万元不
等的特殊支持经费，主要用于
创新研究、人才引进、团队建
设、合作交流等；在成果转化
方面，鼓励入选者转移转化职
务科技成果，支持离岗创办领
办科技型企业。

根据海外人才《实施意
见》，四川对纳入相关引才计
划的引进人才，可发放最高
200万元一次性工作生活资
助和每月2000元岗位激励资
金；对引进团队，可给予最高
500万元一次性资助；对引进
团队中具有重大产业化前景

的战略发展项目，集成各部门
政策资源，采取项目资助、创
业扶持、股权投资、贷款贴息
等方式，可给予最高5000万
元综合资助。

留人的关键在于留心。
除了“给钱”，四川在出入境及
停居留便利政策、中国“绿卡”
申报渠道、社会保障政策等领
域都出台了“贴心”政策。例
如，支持引进的外国人才按规
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医疗、
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参加
单位建立的职业年金或企业
年金。外籍人员配偶、子女来
川的，可按有关规定为其办理
与本人工作许可期限相等的
居留许可，同时积极推进自贸
区和全创区建设外籍人员子
女学校，为引进人才外籍子女
就地入学提供便利。

5年吸引2千名“千人专家”
10年支持100名杰出人才

《实施意见》指出，建立高层次人
才担任重大项目主持人或首席科学家
制度，探索推进外国人才担任新型科
研机构事业单位法人代表、相关驻外
机构负责人试点。允许外国人才依托
在川企事业单位，领衔实施国家和省
科技计划项目、创办科技型企业、开展
创新活动。对具有重大产业化前景的
战略发展项目及引进的具有标志性的

国际化合作平台，可采取一事一议的
方式给予特殊支持。

省人才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对海
外人才参与重大科研任务一视同仁，
既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开放和
自信，更有利于已引进人才更好地融
入创新驱动发展中，对进一步聚集各
方英才也将起到很好的示范激励作
用。

支持区域中心城市开展“双城”建设

亮点1

亮点2
外籍人才可担任重大项目主持人

亮点3
开辟海外引进人才职称评审绿色通道

人物故事

从本科做交换生开始
算起，德国小伙艾瑞克已在
成都生活了7年。7年间，
他拉拢不少和他同样“气味”
的创客，在成都肆意勾画蓝
图。大咖分享会，“搞砸”经
验谈，创业分析室……艾瑞
克的脑中一直迸发出各种点
子，让新老创业者们聚集在
一起“抱团取暖”。

2017年1月，位于红星
路二段的成都氪空间内，轻
松舒缓的音乐中，青年男女
们或扎堆攀谈着，或举着酒
杯来回散发名片。没有刻
意的社交礼仪，一句“Hi”开
头，就能微笑着交个朋友，
展开话题。这是全球性的
科 技 创 业 社 区 Startup

Grind开启的成都首站交流
会，艾瑞克担任了此次活动
的主持人。“不要再是你说
我听授课式的分享交流会，
更多地让大家自然而然参
与进来，相互交流。”艾瑞克
这样评价这次交流会。

如今，类似的炉边会谈
已在成都生根发芽，艾瑞克
是组织者之一。

去年，欧洲最大的创业
加速器SBC在成都成立了
分支机构，艾瑞克顺利应聘
成为SBC成都总监，变身成
都创客们的导师。从50多
个国家和地区至少420个创
业团队中，艾瑞克筛选出来
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个
创业团队入驻 SBC 成都。

“怎么路演，怎么市场营销，
怎么找客户，怎么找调研，
我每周都会派发不同的任
务。”艾瑞克解释，不同于其
他的创业孵化器，自己做得
更多的是软件上的帮扶。
而硬件上的扶持，他认为成
都做得足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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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蓉漂”的成都梦：

研发一款手术机器人

德国小伙艾瑞克：

“拉拢”创客相互取暖

制图 杨仕成

四川人才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