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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地处杭嘉湖平原和京杭大运河的南端，是长江三角洲的圆心地，从东、北、西三面拱

卫杭州主城区，面积1228平方公里，下辖6个镇、14个街道。

余杭是中华文明圣地，作为中华文明之光——良渚文化的发祥地，拥有5000年“良渚文

化”、2000年“运河文化”和1000年“径山禅茶文化”。余杭是信息经济高地，世界互联网巨

头阿里巴巴集团总部位于余杭，2017年全区财政总收入完成503.8亿元，增长25.9%，地方财政

收入完成280.0亿元，增长23.9%，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名次排名全省第一。余杭是创业

创新热地，梦想小镇、人工智能小镇、艺尚小镇、梦栖小镇发展势头迅猛，正朝着全国乃至全球

互联网、人工智能、服装时尚、工业设计创业创新的首选地和人才集聚高地、浙江金名片的宏伟

目标大步迈进。余杭是生态宜居福地，“四山一水五分田”，风调雨顺、四季分明，素有“鱼米

之乡，丝绸之府，花果之地，文化之邦”之称。余杭是休闲旅游胜地，境内拥有江南三大探梅胜

地之一的超山、日本茶道之源径山禅寺、国家5A级景区西溪湿地洪园、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上仅

存的七孔石桥——广济桥等风景名胜和人文景观。

围绕“信息经济”、“智慧经济”建设蓝图，余杭秉持“产城人融合发展”理念，大力实施

“四平台一基地”发展战略：在未来科技城（海创园），结合之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海外高

层次人才集聚等优势，重点布局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研发、新能源新材料和现代金融

服务业，重点扶持相关高层次人才，大力引进和培育青年创业人才、互联网、人工智能创业人

才，力争将其打造成浙江乃至全国的“硅谷”；在国家级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济开

发区），结合国家级企业孵化器、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重

点布局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引培相关产业人才；在临平新城，结合打造东方米兰时尚之

都、中国智造服务业集聚地、产业互联网创新港，重点布局服装时尚设计、电子商务等产业，培

育服装设计人才、电子商务产业人才；在良渚新城，结合良渚遗址文化传统，重点布局工业设

计、生命健康等产业，引进相关产业人才；在仁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结合“中国制造2025”建

设，重点布局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聚焦制造业高新科技、智能制造类人才。

马云曾说，余杭是梦想中创业的地方！

我们热忱欢迎您的到来，愿意与您共谋事业发展，共创辉煌明天！

 HANG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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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方位人才住房保障体系

甲 听说全区首期将为外来人才提供5000套可拎包入住的
公寓，请问这些公寓分布在哪？我们应该怎么申请呢？

答：目前全区已梳理可用房源5000余套，大致分布在未来科技城、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临

平新城、良渚新城等地。

至于申请方式，由于各平台人才类型不同，相应的人才公寓申请办法和标准也是不同的，届

时可以按入驻地具体条件和程序进行申请。

区住房保障办TEL:0571-86231522

甲 那我看到还有A、B、C、D、E、F类别对应的也有租
赁、购房补贴啥的，这又是啥东东？看的有点晕~~~

答：哈哈~~听我慢慢道来，刚才你问的是本科毕业生，那再往上你如果通过人才分类认定（

A-F），就可以申请更高标准的租赁补贴了，甚至还可以享受购房补贴。来来来，看表格，一清二

楚哦！

甲 我是本科毕业生，来余杭工作，租房有补贴吗？

答：有啊！只要你本科学历且毕业未满7年都可以哈~~ 而且硕士及以上学历不受毕业年限限

制哦（嘘~~小点声），符合区内无房、未享受过区内人才住房保障等条件，就可申请每月最高

720元标准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补贴年限最长可以6年~。

区住房保障办TEL：0571-89186525、0571-89186505

类别
购房补贴

无房户 有房户（不超过
购房款的25%）

租赁补贴
（元/月）

人才租赁住房
（按评估价的一
定比例付租金）

享受年限（指
租赁补贴、

人才租赁住房）
备注

A

B

C

D

E

F

一人一议 一人一议 一人一议 一人一议

100

80

60

20

50

40

30

10

4000

3200

3200

1600

800

免租金

20%

20%

40%

70%

3

3

3

3

3

三选一

三选一

三选一

三选一

二选一

临平创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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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我朋友是省千人才，问起“购房补贴”
还有“有房户”、“无房户”区别？

答：亲~看得真仔细哈！这次我们不仅大幅度提高了租赁补贴标准，还将购房补贴向通过认定

的E类及以上“有房户”人才开放，也就是说无论你朋友在余杭是否有房，只要未享受过人才住房

相关政策，都可以享受购房补贴，“有房户”按标准减半享受，最高不超过购房款25%。

区住房保障办TEL：0571-89186527、0571-86224211

甲 这个接地气！对于有改善型住房需求的人才来说真是重大利好
啊~~~最后一问，A-F的具体人才目录能再普及一下吗~

答：没问题，赤兔、的卢、绝影，你是哪匹“千里马”？具体分类内容详见本手册最后附页

哦~     

阿里巴巴淘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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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高校毕业生也能享受到最高8万元的生活安家补贴啦~
——吸引大学生来余杭创新创业

甲 听说在最新的政策中，本科生也能有安家补贴啦？

答：没错！但也有前提条件，看清楚咯~

对毕业生时间在2017年1月1日（含）以后，新引进的原“211”工程重点院校、国内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以及和我区全面合作的省内重点高校的全日制本科应届毕业生，给予每人最高3万元的

生活安家补贴；新引进的原“985”工程重点高校、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以及世界前百名高校

（根据权威机构公布名单确定）的全日制本科应届毕业生，给予每人最高4万元的生活安家补贴。

另外，对毕业生时间在2016年11月2日（含）以后，新引进的全日制硕士、博士应届毕业

生，分别给予每人最高5万元、6万元的生活安家补贴，其中国内九校联盟高校及世界前百名高校

的全日制硕士、博士应届毕业生，分别给予每人最高6万元、8万元的生活安家补贴。

甲 这个可以有！我还想知道，既不是应届高校毕业
生，又不是这些名校毕业的，能申请补贴吗？

甲 问：那国内九校联盟高校是哪些学校？与
我区全面合作的省内重点高校又有哪些？

答：这个当然不会少啦！

如果你是毕业5年以内的高校毕业生，到我区经济产业类、社会事业类等紧缺岗位就业的，就

可以申请连续3年每年1万元的从业补贴。

区人力社保局TEL: 0571-89175382

答：国内九校联盟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

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目前我区全面合作的省内重点高校

包括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

江中医药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杭州师范大学。

补贴分3年发放，其中安家类补贴与本科生公租房补贴不重复享受。可登录余杭人才服务网了

解补贴申领指南详细内容。快快通知亲朋好友去人力社保部门领取吧！

区人力社保局TEL: 0571-86164686

甲 对了，我同学想来余杭创业，可有什么鼓励？

答：当然有了！首先，我们保证大学生来余杭创业无房租压力，你同学可以申请3年最高10

万元的经营场所房租补贴。

另外，如果是经部门审批通过的优秀创业项目，还可以申请最高20万元的项目无偿资助~最高

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最高80万元的区天使梦想基金~~是不是很诱人？你们就只管好好创业，

由我们来负责阳光雨露，让你茁壮成长绝无后顾之忧~

区人力社保局TEL: 0571-89175382

阿里巴巴西溪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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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人才，余杭助你起飞！
——加大高端人才引进激励

甲 本科生都有4万元的安家补贴，那像我朋友
那样的“省千”人才，补贴是不是更高？

答：Bingo，这是必须的！新政不但提高了这些高端人才的补贴标准，还进一步简化了安家

费申请条件和兑换程序。引才，我们是很有诚意哒！

具体奖励、补贴金额看表格更清楚哦~

甲 那国内专家呢？

答：有有有~ 入选“杭州市钱江特聘专家”的人才，给予个人每次10万元工作津贴。

区人力社保局TEL: 0571-86223642、0571-89175382

区委组织部（人才办）TEL:0571-89162192

答：忍不住给你们企业的明智举措点个赞！聘请外国专家绝对是双赢之选！

首先对企业来说：

发给专家的薪水，政府帮补贴！具体政策往下看↓↓↓

1、企业所聘专家入选省“海外工程师”引进计划的，按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中明确年薪的60%，

给予企业资助，每人最高60万元，不设上限！也就是说，补贴人数不限哦~

2、企业所聘专家入选杭州市“115”引智计划，按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中明确年薪的40%-60%

给予企业资助， 每人同样最高不超过60万元，也不设上限！

然后是对引进的外国专家：

企业发的薪水之外，余杭区再给生活补贴！入选省“海外工程师”引进计划的一次性10万元，

入选杭州市“115”引智计划的一次性5万元哦~~~~

最后还有对引智项目的补贴，没想到吧！

对企业引进的人才项目入选杭州市“115”引智计划的，重点项目补贴企业30万元，优秀项目

补贴企业10万元。

区人力社保局TEL: 0571-86223642、0571-89175382

类别
国家奖励
（万元）

自主申报国千 100

——

——

——

——

100

——

100

——

——

100

——

80

——

80

100

——

100

——

50

300

100

80

80

60

700

100

360

80

190

引进国千

自主申报省千

引进省千

自主申报
市521

省级奖励
（万元）

市级奖励
（万元） 

区级奖励
（万元）

合计
（万元）

安家费或
购房补贴
（万元）

甲 我还听说政府鼓励企业聘请外国专家，正好我所在的企业最近高薪聘请了一位
“海外工程师”，针对企业这方面的引才举措，政府有具体鼓励政策吗？

未来科技城（海创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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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个团，去余杭创业吧！
——引进培育创新创业团队

乙 创新创业过程中，团队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不应该只鼓励人才个人，团队也要顾及到啊！

答：不要着急，这就奉上针对创业团队的政策！

对经认定的省、市创新创业领军型团队，分别给予各级1000万元、500万元的资助；

国内外顶尖人才团队项目实行“一事一议”，最高可获得1亿元项目资助。

区科技局TEL:0571-86242941

乙 可有时候我们这些项目都是高校的项目，和地方
合作的话，我们自己团队能享受到政策吗？

答：懂你~！高校项目享受的政策有时很难直接给到团队和个人，这次我们尝试提出对从高校

引进的优秀研发或产业化项目团队，给予最高500万元的一次性资助。

乙 等等等等，让我算算，这么多资助让团队在创业初期都不用发愁啦！
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脑子里全是钱钱钱钱，我要组队去！！！

未来科技城（海创园）TEL: 0571-88607130

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济开发区）TEL:0571-86250680

临平新城TEL:0571-86159703

良渚新城TEL:0571-85857222、0571-89358508

仁和先进制造业基地TEL: 0571-89029207

乙 那区里的政策呢？

答：这也是问的最多的，人才团队来余杭创业，享受项目政策的直接途径就是参加我们区级

国内外人才项目评审，通过的可申请最高150万元天使梦想基金资助；

此外，研发阶段还可享受三年最高600万元的研发补助及最高150万元的工作场所租金补助；

若团队项目进入产业化阶段，还可享受三年最高500万元的设备补助和最高150万元的工作场

所租金补助；

对于通过的项目，发展好的还有可能享受到两年内最高500万元银行贷款的全额贴息以及最

高2000万元的让利性股权投资引导基金。

未来科技城（海创园）TEL:0571-88607130

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济开发区）TEL:0571-86250680

临平新城TEL:0571-86159703

良渚新城TEL:0571-85857222、0571-89358508

仁和先进制造业基地TEL: 0571-89029207

梦想小镇创业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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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肥沃，才能开花结果
——打造创新创业产业人才平台

乙 个人扶持有了，企业扶持有了，团队扶持
也有了…但我觉得好像漏掉了什么？

答：你想说的是对众创空间的扶持政策吧！

乙 没错，如今各地的特色小镇建设得如火如荼，创新创业氛围都很
浓厚~毕竟平台好了，对创业过程也是加了不少分的~我觉得自己
创业过了，也有经验，建一个众创空间，当个 “小房东”，这生
活也是蛮惬意的，哈哈哈~

答：这个可以有~凡是通过区级认定的众创空间，其创建单位，可以得到连续3年，每年最高

100万元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补助。

区科技局TEL:0571-86242941

乙 那我要是通过了区级认定，政府对我的“房客”们可有什么补助？

答：少不了的，对入驻区级众创空间的人才项目，政府会按每平方米每天最高0.5元的标准进

行补助，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1000平方米，期限3年。

此外，对入驻特色小镇的按各小镇政策享受租金减免、物业补助、云服务补助、创新券补助

等优惠政策。 

最后，如果你的“房客”在余杭实现产业化，政府将给予单个项目最高500万元的资助！

区科技局TEL:0571-86242941

梦想小镇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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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亿不是说说而已，这个大饼真的存在~~~
——提供多元化的资金扶持方式

丙 我听说新政中政府将拨出50亿元基金鼓励人才
发展，请问这50亿元会以哪种形式落实呢？

答：我们将根据人才创业的不同阶段，分步设立梦想基金、天使基金、创投基金、产业发展

引导基金等多种基金，以让利性股权、同股同权形式资助人才项目。

区财政局TEL:0571-86232756

区金融控股集团TEL:0571-89280027

丙 那除了这50亿，其他资金扶持政策还有吗？

答：当然，金融方面也是有扶持政策的。我们会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刷脸”贷款，为通过

认定的人才提供最高200万元的授信额度和最高1000万元的创业贷款。

区委组织部（人才办）TEL:0571-89162192

余杭农村商业银行TEL:0571-86137167

丙 那就是占我股权啦？

      答：别急别急，不要担心股权稀释~ 我们更关注你创业初期的融资难问题，政府资金将适时退

出，最低零利率、最高也不超过同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85%退出，我们的目的是雪中送炭，解

你燃眉之急。对政府资金跟进的项目，我们也将引导银行实行投贷联动，让你省去向银行贷款的

诸多门槛。

区财政局TEL:0571-86232756

区金融控股集团TEL:0571-89280027

梦想小镇U+青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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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才，你们的福音来了！
——加大高技能人才培育力度

丁 等了这么久，终于到我们技能人才了！听说
新政中对技能人才的补助涨幅很大啊！

答：嗯嗯！没错，对高技能人才的补助力度与之前相比可是翻了好几倍呢！首先，对被评定

为省、市“首席技师”的人才，分别给予每人3万元、2万元的补助；

其次，对新评为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的个人，分别给予1000元、2500元、5000元的一

次性补助。

区人力社保局TEL: 0571-86224459

丁 那技能大师工作室呢？

答：对经认定的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给予5万元建室补助，向上申报通过省、市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的可分别有省市5万元补助，也就是说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有15万元补助哦。

此外，新政还鼓励企业自主培育高技能人才，对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工作的企业，给

予最高5万元的补助。对列入区级培训补助计划的项目最高给予100%的培训鉴定费补贴。

区人力社保局TEL: 0571-86224459

塘栖法根、朱一堂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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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马好，伯乐也不能忘记哦~
——发挥企业中介主体作用

丙 在市场化引才方面可有什么鼓励政策？

答：这都知道？你一定是提前做过功课了吧~~哈哈

在市场相对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在人才引培方面，把市场能做的或者能做得更好的职能逐步

交还给市场。

当然，我们对积极引才荐才的，会给予一定资助：对推荐人才入驻我区，并自主申报入选“

国千人才”、“省千人才”、“市521计划人才”的个人或单位，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10

万元的引才资助。

区委组织部（人才办）TEL:0571-89162192      

未来科技城（海创园）TEL: 0571-88607130

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济开发区）TEL:0571-86250680

临平新城TEL:0571-86159703                          

良渚新城TEL:0571-85857222、0571-89358508    仁和先进制造业基地TEL: 0571-89029207

丙 那对引入人才团队的个人或单位呢？

答：当然少不了，对推荐高层次人才团队入驻我区，并自主申报入选省、市“领军型创新创

业团队”的个人或单位，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的引才资助。

还有一个情况，如果引荐入驻我区的“国千”人才成功实现产业化，那进行引荐的个人或单

位将获得最高20万元的引才资助。

区委组织部（人才办）TEL:0571-89162192

未来科技城（海创园）TEL: 0571-88607130

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济开发区）TEL:0571-86250680

临平新城TEL:0571-86159703

良渚新城TEL:0571-85857222、0571-89358508

仁和先进制造业基地TEL: 0571-89029207

海创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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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小镇创客音乐会

丙 目前余杭区有没有专门做人力资源服务的企业或单位呢？

答:我们要建成一个全国标杆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地点嘛就在未来科技城，对入驻的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可享受四年房租“两免两减半”政策。此外，从区外新引进或新成立的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前3年，按其年度地方财政贡献的80%给予奖励。

区人力社保局TEL: 0571-86164767、0571-88662371

未来科技城（海创园）TEL: 0571-88607130

丙 那其他为人才服务的机构呢？可有奖励？

答：嗯嗯，许多行业协会也是我们人才引培的重要力量哈，我们鼓励与各级人才协会等社会

组织签订服务外包协议，根据承接内容支付服务费。对有效推动人才项目在余杭产业化的协会等

社会组织，根据实绩给予适当的工作补助。

其他我们还会积极引进法务、财税、券商、知识产权等优质中介服务机构和公寓租赁运营商，

按服务实绩给予奖励。

区委组织部（人才办）TEL:0571-89162192

未来科技城（海创园）TEL: 0571-88607130

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济开发区）TEL:0571-86250680

临平新城TEL:0571-86159703

良渚新城TEL:0571-85857222、0571-89358508

仁和先进制造业基地TEL: 0571-89029207



做一个合格的“店小二”，全方位服务
——进一步优化人才服务

丁 还有一个问题我早就想问了，关于人才落户方面的……

答：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们建立了“五元供给”人才落户体系：分别是合法固定住所户

籍、用人单位集体户、投亲靠友户籍、区人才资源开发管理办公室集体户以及用人单位或暂住地

所在社区（村）集体户，来推行人才落户属地化管理和服务。

区人力社保局TEL: 0571-86164686

区公安分局TEL:0571-89163917

丁 应届毕业生在余杭落户，要有哪些条件？

答：全日制应届大专、本科高校毕业生在余杭落实工作单位且缴纳社保即可安排落户了。

丁 那不是应届的呢？

答：非应届本科、紧缺专业大专毕业，在上面条件的基础上，还需居住和缴纳社保满一年。

算了~我给你理张表吧，仅供参考哦，具体办理前别忘了与职能部门确认哈~

区人力社保局TEL: 0571-86164686             区公安分局TEL:0571-89163917，0571-89261172

人员类别 人员身份 所需条件

海外高层
次人才

中国国籍，国千、省千、持有《浙江

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人才。
不受限制

不受限制

有单位+交社保。

有单位+交社保。

先落户后就业。

签订劳动合同或就业意向书。

5年及以上劳动合同，

连续5年及以上单位交

社保，有住房。

有单位，居住+社保1年及以

上。（注：应届大专、本科只

需在杭州落实单位+交社保）

中国国籍，A类、B类、C类。

65周岁以下，中国国籍，D类、E类。
高层次人才

普通人才

高技能人才

35周岁以下，全日制紧缺专业大专。

45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

45周岁以下，中级职称。

50周岁以下，副高职称。

55周岁以下，正高职称。

50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

55周岁以下，全日制博士。

获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市内
高级技工学校应届毕业生。

35周岁以下，紧缺工种，
高级工职业资格。

45周岁以下，技师资格。

序号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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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溪湿地



甲 我还想帮我朋友问一下关于高层子人才子女就学有什么优惠政策？

答：这个我们也考虑到了哦~对于不同层次的高层次人才子女有不同的政策：

首先，本地户籍E类及以上人才子女申请就读义务教育段公办学校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

入学。

其次，非本地户籍E类及以上的子女就学，按照相对就近原则统筹协调。

还有，D类及以上非本地户籍国内人才或E类及以上外国籍人才子女申请就读义务教育段学校

的，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可就近择优安排。

同时，我们也鼓励人才子女去民办学校就读，对非余杭户籍的E类及以上人才（机关事业人员

除外）子女就读区内义务教育段优质民办学校的，将给予每生每学期补助1万元，补助3年。

区教育局TEL:0571-86163979

甲 那除了人才落户和子女就学，你们的“店小二”服务还有什么？

答：多着呢，人才的身心健康、学术活动、旅游休闲等都包给我们了！

E类及以上人才每年我们都会安排一次健康体检，这次我们还特地提高了体检标准。我们还确

立一批疗休养基地，西溪湿地、山沟沟等景点都在里面哦，每年会组织D类及以上人才参加国内学

术休假活动，并发放每次3000元的“旅游券”，我们的服务贴心吧。

区委组织部（人才办）TEL:0571-89162192

区人力社保局TEL: 0571-86223642、0571-89175382

甲 那我们如果有事相求，能去哪里找到“店小二”呢？

答：我们在区级平台、重点职能部门都会建立“人才服务专窗”，专为人才提供代办（协办）

审批服务，帮助政策兑现。后面我们还会推出人才服务手机APP，了解政策、办理材料等内容一

查便知~

区委组织部（人才办）TEL:0571-89162192

区人力社保局TEL:0571-86164686、0571-86224459、0571-86223642、0571-89175382

未来科技城（海创园）TEL: 0571-88607130                         

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济开发区）TEL:0571-86250680

临平新城TEL:0571-86159703

良渚新城TEL:0571-85857222、0571-89358508     仁和先进制造业基地TEL: 0571-8902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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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一医院余杭院区

菩提谷民宿

海创园航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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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漏掉任何一个人才！
——营造尊才爱才浓厚氛围

丁 到这里都差不多了吧！人才新政果然很全面~~

答：还有还有，别着急啊，听我说！~我们在积极营造社会氛围上也是很努力的，会定期开展

区级人才奖、重才爱才优秀单位评定工作，每次评定一批杰出人才、突出贡献人才、优秀中青年

人才以及领军型人才团队，对人才个人分别给予每人25万元、10万元、5万元的奖励，对领军型

人才团队给予每个30万元的奖励。

区委组织部（人才办）TEL:0571-89162192

以上内容如有出入，以实际文件为准

全区群英大会

持续更新中...
余杭区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

附录

依据国家相关文件规定，参考杭州市对人才的分类标准，结合我区实际，我区高层次人才分

类目录为6个层次，分别是：国内外顶尖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省级领军人才、市级领军人才、

区级领军人才、区级中高级人才（分别用A、B、C、D、E、F来指代，其中A、B、C、D、E为高

端人才，A-D类中标有“区内”，及E、F类均为我区自行设定的标准）。

A类：国内外顶尖人才。主要包括：

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普利兹克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国家“万人计划”杰出人才人选。

相当于上述层次的顶尖人才。

B类：国家级领军人才。主要包括：

1.综合类：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得者；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

专家；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项目完成人；国家“万人计划”中除杰出人才之外的人选、国家“千人计划”人选、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选; 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获得者前3名；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获得者；省特级专家。

2.文化教育类：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家

级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获得者前3名。

3.医疗卫生类：国医大师、国家级医学会专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4.文创设计类：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梁思成奖获得者。

5.文创设计类（区内）：中国玉石雕刻大师；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大奖-年度最佳设计师

（男、女）；英国时尚大奖-年度最佳国际设计师；德国IF奖(概念设计奖除外）、德国红点奖（概

念设计奖除外）、美国IDEA奖、日本GMARK奖、DIA中国设计智造大奖等国际性奖项中的金奖

（最高奖）；带技术（专利）、带资金（2000万元以上）、带项目（符合产业导向）的或创办

（迁入）文化创意企业（实现税收2000万元以上）的，能为我区文创企业提供较好经营服务或设

计服务，显著提升管理水平、提升税收贡献或上市融资的；获国家级、国际级创意大奖并进行产

业化实现较好效益的（实现税收1500万元以上）高端人才。

相当于上述层次的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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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类：省级领军人才。主要包括：

1.综合类：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

省“千人计划”人选；通过综合考评的省“151”人才工程重点资助和第一层次培养人选；全国技

术能手；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钱江技能大奖获得者；省首席技师；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前3名；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

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前3名。

2.文化教育类：省级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全国中

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长江韬奋奖、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奖单项奖、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群星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中国电影

“华表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入选者；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优秀班主任；省

功勋教师、省特级教师、省高校教学名师；奥林匹克竞赛金牌获得者指导教师；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一等奖、二等奖获得者前3名。

3.医疗卫生类：国家卫计委（原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级名中医、省级医学

会专业委员会主任。

4.文创设计类：省级建筑大师；省级工艺美术大师；鲁班奖获得者前3名。 

5.经营管理类：中国500强企业主要经营管理人才（特指持有职业经理人证书的总经理）；中

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主要经营管理人才（特指持有职业经理人证书的总经理）。

6.金融管理类：世界500强金融企业中担任中高级以上职务的各类金融专家；获得国家级荣誉

的在杭金融机构主要经营管理人才。

7.文化教育类（区内）：中国戏剧奖、音乐金钟奖、美术金彩奖、曲艺牡丹奖、书法兰亭

奖、杂技金菊奖、摄影金像奖、民间文艺山花奖、舞蹈荷花奖获得者前3名；省杰出教师；奥运冠

军。

8.医疗卫生类（区内）：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

9.文创设计类（区内）：省级玉石雕刻大师；中国时装设计“金顶奖”；中国最佳时装设计

师；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H&M设计大奖；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等国内性奖项中的金奖（最高

奖）；意大利金圆规奖获得者。

10.经济管理类（区内）：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主要经营管理人才（年应纳税所得额合计

不低于50万元）。

11.金融管理类（区内）：担任股权投资、私募基金等金融机构总部领导正职或从事私募金融

活动组织领导正职，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公司管理资产规模、业绩、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等综合排名前5%。

12.园区管理类（区内）：从事园区（孵化平台）运营管理工作不少于3年，运营的园区（孵

化平台）对我区年税收贡献超过5000万元（含）以上，获得国家级孵化器（众创空间）等荣

誉，年应纳税所得额合计不低于50万元的园区（孵化平台）管理人才。

相当于上述层次的领军人才。

D类：市级领军人才。主要包括：

1.综合类：杭州市杰出人才奖获得者；享受杭州市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杭州市科技创新特别

贡献奖和杭州市成绩突出的科技工作者获得者；杭州市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市全球引才“521”计

划人选；市钱江特聘专家计划人选；通过综合考评的省“15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市“131”人

才工程重点资助和第一层次培养人选；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作为主要成员承担

过市级以上研究课题或成果获市级以上奖励的专业技术人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省级

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人；省技术能手；市首席技师；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前3名；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前3名。

2.文化教育类：市级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省优秀班主任；全国中学生竞赛金牌

获得者指导老师；曾获奥运冠军的教学骨干、奥运冠军的教练员；省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前3名。

3.医疗卫生类：浙江省卫生领军人才培养对象；全国省级医学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省会城

市、计划单列市医学会专业委员会主任。

4.经营管理类：杭州市大企业大集团主要经营管理人才（特指持有职业经理人证书的总经

理）。

5.金融管理类：全国金融行业前10强在杭法人主要经营管理人才；获得省级荣誉的在杭金融

机构主要经营管理人才。

6.文化教育类（区内）：省级名师、名校长；省优秀教师；全国技能大赛金牌获得者指导老

师。

7.医疗卫生类（区内）：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地市级名中医；地市级重点学科学

科带头人；省级龙头学科学科带头人。

8.文创设计类（区内）：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国际羊毛标志大奖；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

手；德国IF奖（概念设计奖除外）、德国红点奖（概念设计奖除外）、美国IDEA奖、日本GMARK

奖、DIA中国设计智造大奖等国际性奖项的获得者；中国红星奖、中国工业设计原创奖金奖（最高

奖）；中国工业设计十佳大奖；浙江省高级工业设计师；大众电影百花奖、电影金鸡奖、电视金

鹰奖最佳奖获得者（导演、编剧、演员）。

9.经营管理类（区内）：杭州市大企业大集团主要经营管理人才（年应纳税所得额合计不低

于35万元）。

10.金融管理类（区内）：担任股权投资、私募基金等金融机构总部领导副职以上或从事私募

金融活动组织领导副职以上，在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公司管理资产规模、业绩、地方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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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贡献等综合排名前15%。

11.园区管理类（区内）：从事园区（孵化平台）运营管理工作不少于3年，运营的园区（孵

化平台）对我区年税收贡献超过4000万元（含）以上，年应纳税所得额合计不低于35万元的园区

（孵化平台）管理人才。

12.信息经济类（区内）：满足《杭州市2015年度信息（智慧）经济产业紧缺人才需求目录》

任职能力要求且年应纳税所得额合计不低于50万元的专业技术类、管理类、技能类人才。

13.农业经济类（区内）：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项中的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获得者；全国农牧

渔业丰收奖项中的成果奖二等奖及以上获得者前3名；省农业丰收奖、省农业厅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获得者前3名；符合精致、生态、高效都市农业发展导向，围绕科技创新驱动，大力发展生态农

业、休闲农业、智慧农业，年销售收入达2000万元以上的经营管理人才。

相当于上述层次的领军人才。

E类：区级领军人才。主要包括：

1.综合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才；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

格，并作为主要成员承担过市级以上研究课题或成果获市级以上奖励的专业技术人才；通过综合

考评的市“13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培养人选、区“139”人才工程第一层次培养人选；市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市级技术能手；优秀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余杭工匠”称号获得

者；具有高级技师（含农民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并作为主要成员承担过市级以上研究课题

或成果获市级以上奖励的技能人才；具有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并获市级以上奖励的社会

工作人才；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过重要学术论文且工作业绩突出的博士；省自然科学奖、技术

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获得者前3名；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前3名；其他符合区

“千人计划”相应条件的人选。

2.文化教育类：杭州市青年文艺家发现计划重点培养人选；曾获世界冠军的教学骨干、世界

冠军的教练员；高级体育教练；省教坛新秀(45周岁以下)、省春蚕奖获得者；地市级名师、名校

长；有较大影响力的地市级学科带头人；省级骨干教师；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县级名师、名校长；

省级中学生竞赛金牌获得者指导老师。

3.医疗卫生类：省医坛新秀(40周岁以下)；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医学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县级名（中）医；区县级重点学科带头人，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并

具有硕士学历学位，在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杂志发表2篇及以上论文，或作为主要成员

承担过区级以上研究课题或成果获区级以上奖励的医疗卫生人才。

4.文创设计类：市级工艺美术大师；中国杰出女装设计师发现计划重点培养人选、杭州青年

设计师发现计划(含工业设计、广告设计、建筑设计)重点培养人选；中国时装设计新人奖、艺尚·中

国时装设计希望之星、中国国际青年设计师时装作品大赛“汉帛奖”金奖、中国3D数码服装设计

大赛金奖、梅赛德斯-奔驰未来之星奖、浙江省十佳工业设计创新奖获得者；浙江省工业设计

大师；浙江省年度新锐设计师；其他重点发展行业和专业领域内从事设计、策划、研发技能的各

类创意骨干。

5.经营管理类：余杭区大企业大集团主要经营管理人才、年税收前五十强企业主要经营管理

人才（年应纳税所得额合计不低于20万元）。

6.金融管理类：持有注册金融分析师、精算师、证券保荐人等证书的金融机构相关部门主要

负责人；担任股权投资、私募基金等金融机构部门或分支机构正职领导以上职务，且工作业绩突

出，受到行业公认；从事股权投资、私募基金等金融行业工作3年以上，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硕

士及以上学历学位且具有下列职业资格证之一，CFA（国际金融分析师）、FRM（国际风险管理

师）、CGA（国际会计师）、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PA（注册会计师）、CTA（注册税

务师）等，且工作业绩突出，受到行业公认；私募金融机构部门的主要合伙人之一，所在公司投

资决策（顾问）委员会成员，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突出的金融行业人才。

7.园区管理类：从事科创园区（孵化平台）运营管理工作不少于3年，园区年税收超过3000万

元（含）以上的管理人才（年应纳税所得额合计不低于20万元）。

8.信息经济类：满足《杭州市2015年度信息（智慧）经济产业紧缺人才需求目录》任职能力

要求且年应纳税所得额合计不低于30万元的专业技术类、管理类、技能类人才。

9.农业经济类：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三等奖获得者前3名；省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获得者；省

农业丰收奖、省农业厅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前3名；市农业丰收奖一等奖获得者前3名；按照

精致、生态、高效都市农业发展导向来发展农业，了解本行业科技动态，积极开展农业“三新”

技术试验示范，有一定规模生产和技能的经营管理人才。

10.电子商务类：对我区有特别重大贡献（前5强）的电子商务企业中的核心技术或管理类人

才。

11.旅游管理类：特级导游员、金牌导游员、金牌讲解员；具有五年（含）以上五星级旅游饭

店或国内外知名酒店管理集团总经理从业经历的旅游管理人才；区级重点民宿项目开发管理人。

相当于上述层次的高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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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类：区级中高级人才。主要包括：

1.综合类：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才；通过综合考评的省“151”中青年培养

计划第三层次培养人选、市“131” 中青年培养计划第三层次培养人选、区“139”中青年培养计

划第二、三层次培养人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人才（含农民高级技师）；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领衔人；区级技术能手；具有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区级以上社会组织法人登记满2年，年承

接公共服务项目100万元以上的人才；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前3名、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

得者前3名；企业中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的人才。

2.文化教育类：市园文局认可的五星级讲解员；曾获国家级及以上运动健将称号的运动员或

教练员；曾获国家体育总局认可的国家级比赛前3名的教练员；输送运动员获全运会前3名或者国

家体育总局举办的全国赛事（全运会项目）冠军的教练员；地市级教坛新秀（45周岁以下）；区

县级教坛新秀（40周岁以下）、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

3.文创设计类：浙江省十佳服装设计师；浙江省工业设计师；德国IF奖概念设计奖、德国红点

奖概念设计奖获得者；杭州市长杯工业设计大赛铜奖及以上获得者。

4.经营管理类：对我区年税收贡献超过2000万元（含）的重点企业（集团）的经营管理人

才；年应纳税所得额合计不低于15万元的企业经营管理、技术骨干人才。

5.农业经济类：省农业丰收奖、省农业厅技术进步奖三等奖获得者前3名；市农业丰收奖二等

奖获得者前3名；余杭区“十佳”农村实用人才获得者；符合精致、生态、高效都市农业发展导

向，积极运用“三新”技术开展生产，能为周边群众开展技术指导的经营管理人才。

6.电子商务类：对我区有重大贡献（前20强）的电子商务企业中的核心技术或管理类人才。

7.旅游管理类：高级导游员。

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中高级人才。

上述人才分类目录，将定期修订完善。具体由区委人才办和区人力社保局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