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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文件
鄂组通 〔２０１７〕２６号

关于开展湖北省第八批 “百人计划”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党委组织部、政府外侨办

（局），省直各有关部门，各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党

委 （党组），国家、省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为做好我省第八批 “百人计划”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围绕省 “十三五”

规划关于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任务部署，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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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更大力度实施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百人计划”。坚持

“服务发展、按需引进、确保质量、优化结构”原则，突出 “高

精尖缺”导向，重点引进高端制造、智能装备、光电子、３Ｄ打

印、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命科学、新材料、海洋工

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航空航天装备、北斗导航、轨道交通装

备、节能环保装备、资源循环利用等重点领域和战略新兴产业，

以及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业态领域急需紧缺的海外高层次人才。

建立完善柔性引才用才机制，鼓励支持用人单位不唯地域引进人

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

二、申报项目及条件

（一）科技创新人才—高校科研院所类项目。申报人应同时

具备以下条件：

１．年龄一般不超过 ５５周岁 （１９６２年 ６月 １日后出生），具

备以下条件的，年龄可放宽到 ６０周岁 （１９５７年 ６月 １日后出

生）：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或知名企业全职工作 １０年以

上，并担任过教授、企业高级职务或相当职级及以上职务 （如果

取得的专利或科研成果为国内紧缺或可填补省内空白，或者是能

促进我省某项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其海外全职工作时间放宽至

５年、担任职务可为副教授、企业中级职务或相当职级的职务）；

２．具有海外知名高校 （见说明 １，下同）或海外高校世界

一流学科博士学位，或在国内知名高校取得博士学位后有连续 ３

年及以上海外科研工作经历 （不包括在国内单位保留人事关系、

保留职位且领取薪酬的海外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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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应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 （见说明 ２，下同）或海

外高校世界一流学科院系担任过副教授或相当职级及以上职务

（全职教学或科研职位），或在世界５００强或其他国际知名企业及

其研发机构担任中高级职务 （见说明３，下同）；

４．具有国内外一流的科学研究或技术开发水平，并具备下

列条件之一：近５年在国际重要刊物上发表过具有重要影响的学

术论文 （见说明 ４）；获得国际、国内重要科技奖项 （见说明

５）；在海外主持过重大科研项目；掌握重要实验技能或科学工程

建设关键技术；

５．在２０１４年６月１日后到鄂工作 （服务），且 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３０日前签订工作 （意向）合同。入选后在鄂连续工作不少于 ３

年且每年不少于６个月；

６．连续申报次数不超过２次。

（二）科技创新人才 －企业类项目。申报人应同时具备以下

条件：

１．年龄一般不超过 ５５周岁 （１９６２年 ６月 １日后出生），具

备以下条件的，年龄可放宽到 ６０周岁 （１９５７年 ６月 １日后出

生）：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或知名企业全职工作 １０年以

上，并担任过教授、企业高级职务或相当职级及以上职务 （如果

取得的专利或科研成果为国内紧缺或可填补省内空白，或者是能

促进我省某项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其海外全职工作时间放宽至

５年、担任职务可为副教授、企业中级职务或相当职级的职务）；

２．具有海外知名高校或海外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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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国内知名高校取得博士学位后有连续３年及以上海外科研工

作经历 （不包括在国内单位保留人事关系、保留职位且领取薪酬

的海外工作经历）；

３．应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或海外高校世界一流学科

院系担任副教授或相当职级及以上职务 （全职教学或科研职

位），或在世界５００强或其他国际知名企业及其研发机构担任中

高级职务；

４．具备较高创新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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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明专利，或掌握了产品开发、技术

升级、工艺革新等关键技能；

５．在２０１４年６月１日后到鄂工作 （服务），且 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３０日前签订工作 （意向）合同。入选后在鄂连续工作不少于 ３

年且每年不少于６个月；

６．连续申报次数不超过２次；

７．申报人所在企业需是在鄂的规模以上企业或高新技术企

业 （见说明６），且无不良诚信记录 （见说明７，下同），总部在

鄂的境内外分公司、子公司引进人才可以以在鄂公司名义申报。

（三）金融创新人才—高校类项目。申报人应同时具备以下

条件：

１．年龄一般不超过５５周岁 （１９６２年６月１日后出生）；

２．具有海外知名高校博士学位；

３．具有连续３年及以上海外从事金融研究或金融管理方面

的工作经历 （不包括在国内单位保留人事关系、保留职位且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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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的海外工作经历）；

４．具有海外知名高校、国际经济组织、专业机构或知名金

融机构 （说明８）全职任职经历或兼任过相当于副教授、机构中

层及以上职级的职务，熟悉国际金融市场运作机制和规则；

５．在２０１４年６月１日后到鄂工作 （服务），且 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３０日前签订工作 （意向）合同。入选后在鄂连续工作不少于 ３

年且每年不少于６个月；

６．连续申报次数不超过２次。

（四）金融创新人才 －企业类项目。申报人应同时具备以下

条件：

１．年龄一般不超过５５周岁 （１９６２年６月１日后出生）；

２．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硕士及以上学位；

３．有连续３年及以上海外从事金融、经济管理方面的工作

经历 （不包括在国内单位保留人事关系、保留职位且领取薪酬的

海外工作经历）；

４．具有国际经济组织、专业机构或知名金融机构 （说明８）

全职任职经历或兼任过中层及以上职级的职务，熟悉国际金融市

场运作机制和规则；

５．具有国际通用的金融或经济类职称或职业资格，在金融

研究分析、产品开发、风险控制、国际业务、投资银行、资产管

理、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等方面具有较高专业素质和丰富的经验，

业绩优良，在业界有较大影响；

６．在２０１４年６月１日后到鄂工作 （服务），且 ２０１７年 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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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日前签订工作 （意向）合同。入选后在鄂连续工作不少于 ３

年且每年不少于６个月；

７．申报单位为在鄂金融机构；

８．连续申报次数不超过２次。

（五）外专百人项目。申报人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１．申报人应为非华裔外国专家；

２．年龄一般不超过６５周岁 （１９５２年６月１日后出生）；

３．其他条件应符合 “科技创新人才”或 “金融创新人才”

对应申报条件要求。

（六）青年百人项目。申报人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１．属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年龄不超过４０周岁 （１９７７

年６月１日后出生）；

２．具有海外知名高校或海外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博士学位，

或在国内知名高校取得博士学位后有连续３年及以上海外科研工

作经历 （不包括在国内单位保留人事关系、保留职位且领取薪酬

的海外工作经历）；

３．具有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世界 ５００强或其他国际

知名企业及研发机构正式教学或者科研职位任职经历；

４．在２０１４年６月１日后到鄂工作 （服务），且 ２０１７年 ８月

３０日前签订工作 （意向）合同。入选后全职在鄂工作３年以上；

５．在海外主持或作为核心成员参与过科研项目，取得同行

专家认可的科研成果，具有成为该领域学术或技术带头人的发展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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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引进主体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有企业。

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业绩特别突出或为我省急需紧缺的人

才，可适当放宽海外任职要求，申报时需在附件材料中提供破格

申报说明。

对已入选国家 “千人计划”项目的专家不再申报上述所有

项目。

（七）创业人才项目。申报人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１．年龄一般不超过６０周岁 （１９５７年６月１日后出生）；

２．具有海外学位或在国内取得学位后有连续 ３年及以上海

外工作学习经历 （不包括在国内单位保留人事关系、保留职位且

领取薪酬的海外工作学习经历）；

３．有海外创业经验或曾在国际知名企业担任过中高级职务，

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

４．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发明专利，其技术

成果国内先进，或带有成熟的创业项目与计划，具有市场潜力并

能进行产业化生产；

５．回国时间不超过６年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以后回国），企业

成立１年以上、５年以下 （即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以后在鄂创办科技

型企业，并于 ２０１６年 ６月 １日前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等相关手

续）；

６．申报人为企业主要创办人且为第一大股东或主要股东

（一般股权≥３０％）。一家企业只能申报一名创业人才；

７．企业注册资金实际到位不低于５０％，且无不良诚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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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外省 （市、区）重大人才计划或在外省入选国家 “千

人计划”专家在鄂创办企业除具备以上条件外，在鄂创办企业上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需高于人民币５０万元。

三、申报组织

２０１７年省 “百人计划”申报工作，除创业人才外，用人单

位与申报人达成初步意向后，应由学术 （技术）委员会或类似

机构，组织专家对申报人的学术 （技术）水平进行评价，通过

后签订正式工作合同或意向协议，再填写申报书按程序报送。对

创业人才，所在市 （州）要对照申报书对申报人创办的企业组

织开展实地核查，申报时提交相关核查材料。

（一）创新人才和青年百人项目申报。中央在鄂及省属高等

学校、科研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依托项目 （课题）引进的海外高

层次人才，按要求填写相应的申报书及相关材料，由单位组织人

事部门统一将申报材料报省委人才办。市 （州）属高校、科研

机构、企事业单位及民营企业依托项目 （课题）引进的海外高

层次人才，按要求填写相应的申报书及相关材料，由市 （州）

党委组织部审核后报省委人才办。

（二）创业人才项目申报。申报人按要求填写 《创业人才申

报书》及相关材料，经市 （州）党委组织部审核后，由市 （州）

党委组织部审核后报省委人才办。

（三）“外专百人”项目。申报人按要求填写 《“外专百人计

划”申报书》及相关材料。中央在鄂及省属高等学校、科研机

构和企事业单位依托项目 （课题）引进的非华裔外籍高次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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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由单位外国专家管理部门商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后报省外国专

家局。市 （州）属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及民营企

业依托项目 （课题）引进的非华裔外籍高次层人才，按属地原

则报所在市 （州）外事侨务部门审核，经市 （州）党委组织部

同意后，联合行文报省外侨办。

企业申报项目由申报人登录 “湖北省科技人才工作平台”

（ｈｔｔｐ：／／ｒｃ．ｈｂｓｔｉ．ａｃ．ｃｎ／）进行单位网上注册、申报，企业所在地

党委组织部登录 “湖北省科技人才工作平台”完成网上推荐。

申报人所在单位为中央在鄂及省属企业，由省委人才办审核。

四、申报材料

（一）材料内容要求。

１．申报材料要按照填写说明填写完整，不得空项、漏项。

２．材料类别包括关于湖北省第八批 “百人计划”申报情况

的报告、申报书、附件、申报人其他个人信息表、申报人选简

表、申报人选情况汇总表。

３．附件材料需提供：（１）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已回国申

报对象还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 （境）外学历学

位证明；（２）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３）与用

人单位签订的工作合同、补充协议或意向协议复印件。申报前已

与用人单位签订工作合同的，申报时要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正式

入选省 “百人计划”后，从申报之日起在鄂连续工作３年以上且

每年不少于６个月。申报前未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工作合同的，

申报时要签订意向协议，约定正式入选省 “百人计划”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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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内到岗工作，且从正式到岗工作开始起在鄂连续工作３年以

上且每年不少于６个月。（４）在海外任职的证明材料；（５）主

要成果 （代表性论著、专利证书、产品证书）复印件或证明材

料 （ＪＣＲ二区以上论文检索报告及附件、专利检索报告等）；

（６）领导过的主要项目证明材料，作为团队核心成员参与过项

目的由项目负责人出据证明材料； （７）奖励证书复印件； （８）

破格说明等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对创业人才，附件材料中除上

述材料外，还应提供创办企业证明材料 （营业执照复印件、验资

证明、股权构成材料等）、公司章程、商业计划书、经第三方审

计的上年度企业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

等）、由税务部门出具的最近 ３年完税证明，以及组织部门提供

的企业核查材料。

（二）材料报送要求。

１．申报材料统一用 Ａ４纸张简装，标注目录。申报书和附件

分别装订，申报人其他个人信息表、申报人选简表、申报人选情

况汇总表另附。报送材料包括：纸质申报书一式 １０份，附件材

料、申报人其他个人信息表、申报人选简表、申报人选情况汇总

表各１份和对应的电子文档，电子文档内容应与纸质材料一致。

２．附件材料列举内容为必需提供的材料，如有特殊情况，

暂时不能提供的请逐项作出书面说明，否则不予受理。

３．申报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逾期不再受理。

五、其他事项

（一）各申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 《湖北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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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实施办法》和 《关于开展湖北省第八批 “百人计划”申报工

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广泛宣传、积极动员，充分调动广大人才

和用人主体积极性，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好申报工作。

（二）各用人单位、各地组织部门和相关责任部门要认真负责、

严格把关，确保申报人选质量和申报材料真实、完整、规范。

（三）申报书、附件材料表样及填报要求等请登录荆楚旗帜

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ｑｚｗ．ｃｏｍ）下载。

（四）联系方式。

１．省委人才办 （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

联系人：常小红，电话：０２７－８７２３７０５５

办公地址：武汉市武昌区省委大院省委组织部３１３室

２．省外国专家局

联系人：付明，电话：０２７－８７８１３０６１

办公地址：武昌区八一路３号省外事侨务办公室１１０室

申报咨询电话：０２７－８７２３７０５５，电子信箱：ｈｂｚｈｕａｎｘｉａｎｇｂａｎ

＠ｓｉｎａ．ｃｏｍ

附件：第八批 “百人计划”申报条件说明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

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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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八批 “百人计划”申报条件说明

说明１：海外知名高校一般指：２０１６年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

育研究院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英国＂泰晤士报

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学排名前３００位高校，或者为某一领域专

业性较强的高校 （需附相关说明材料）。

说明２：海外知名科研机构一般指： 《自然》杂志最新公布

的前５００名机构。

说明３：中高级职务一般指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负

责人，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技术总监、首席科学家、项目研

发部 （组）负责人。

说明４：论文要求近５年内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际重

要刊物 （ＪＣＲ二区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论文要提供检索报告

和检索附件）。

说明５：国际、国内重要科技奖项指：国内外国家级科技奖

项，国内省级科技奖项一等奖。

说明６：规模以上企业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商

业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２０００万元及

以上的工业企业。规模以上商业企业是指年商品销售额在 ２０００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 （单位）和年商品销售额在５００万元及

以上的零售业企业 （单位）。高新技术企业指经全国高新技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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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认定通过并正式公布的企业。总部在鄂

的规模以上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境内外分公司、子公司可以申

报。

说明７：以全国企业信息公示系统 （湖北）查询结果为准

（ｈｔｔｐ：／／ｘｙｊｇ．ｅｇｓ．ｇｏｖ．ｃｎ／ＥＣＰＳ＿ＨＢ／ｓｅａｒｃｈ．ｊｓｐｘ＃）

说明８：国际著名金融机构主要指：美国高盛、摩根士丹

利、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国际集团、英国汇丰、法国兴业银

行、巴黎百富勤融资有限公司、荷兰银行、ＩＮＧ集团、德意志银

行、德勒斯登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日本瑞穗金融集团、

三菱 ＵＦＪ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台湾银行、富邦金融控

股、国泰金融控股、大众金融控股、新加坡星展银行。国际著名

会计事务所主要指普华永道、德勤、安永、毕马威、捷安、艾格

斯、安博、博太、贝克、德豪、费都寿、浩华、浩信、华利信、

均富、克瑞斯、罗申美、联合会计师、摩斯伦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等知名金融机构。（一般以所列出的机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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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印发　

—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