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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报首席记者 罗菁

本报讯 8 月 15 日上午 ，
一场特殊的直播面向全球开

启。 “主播”是来自交大、同济、
华东理工大学的校长和院士

们，而他们“带货”的则是今年
校内的博士后岗位。

今年 7 月，上海发布公告，
面向全球发布 5157 个博士后
岗位， 岗位年薪最高 70 万元，
其中涉及 123 家企事业单位的
259 家博士后站点。 而为了能
够更好地引起人才关注， 引凤
筑巢， 此次招聘首次采取了大
规模全球直播带岗模式。 从今
天起至月底， 将会安排包括双
一流高校、 中科院下属单位等
多个专场。

一一回应人才真实诉求
博士后的待遇如何、 子女

就学入托怎么安排、 住房问题
能否解决……让记者感受最深
的就是，这些人才的真实诉求，
在此次“云上见面会”上被一一
回应，而且说得明明白白。

“安居、医疗和子女教育资
源是我们为博士后关注的焦

点。 ”交大人力资源处处长赵震
表示， 学校在闵行和徐汇校区
周边为博士后提供了精装修公

寓， 其中闵行校区附近有新落
成的南洋北苑， 还有整体租赁
的新黄浦公寓。 同时， 学校有
12 家高水平附属医院，为博士
后提供医疗保障；此外，学校的

基础教育资源覆盖了 2 所幼儿
园、3 所小学 、2 所初中和 3 所
高中， 可以为博士后子女上学
提供支持。

同济大学人事处处长李博

峰则表示， 可以为博士后提供
年薪 30 万元的待遇 ，获得 “国
际交流引进计划”或“上海市超
博” 的年薪可以达到 36 万元，
若是获得“博新计划”则可以超
过 40 万元。 期满出站，还可申
请办理本人、 配偶和未成年子
女的户口迁移和落户。

“我们博士后的待遇肯定
要比新入住的教员要高。 ”华东
理工大学副校长阎海峰表示 ，
优秀博士后出站推荐留校 ，可
对接“特聘（副）研究院”人才计
划，如果能达到 A 岗，年薪超过
55 万元 ，B 岗也有 40 万元以
上，“去年我们留校博士后的比
例就达到了 53%。 ”

不仅如此， 包括交大常务
副校长丁奎岭、 同济大学校长
陈杰、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祖信
等一众“大咖”也纷纷出镜，介
绍学校总体状况以及博士后的

发展前景。

岗位面向未来“高精尖”
从表面上看， 今年上海发

布的 5157 个博士后岗位似乎
少于去年的 5627 个。 但是，市
人社局专技处处长祝颖华在直

播中一语中的，“今年发布的只
是半年的招聘数量。 ”

分析可以发现， 这些岗位

汇集浦江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上海交
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商飞等
一大批国内顶尖科研机构、“双
一流”高校和全球头部企业。涉
及生物医药、新材料、化工、集
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以及
临床医学、生物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化学、物理学、电子科学
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学科， 基本面向的都是上海未
来发展的“高精尖”领域。

尤其是，发布岗位呈现“全
球化、平台大、团队强”的特点。
其中，面向美国、英国、德国的
岗 位 位 列 前 三 ， 分 别 投 放
3228、2887、1416 个岗位需求 ，
不限国籍； 来自国家级和市级
重大平台、重点任务、重要项目
的岗位需求约占总数的 90%；
35 位院士领衔、众多业界知名
专家坐镇合作导师， 共筑科研
团队。

同时， 在此次博士后招聘
中，岗位年薪大多集中在 25 万
至 35 万元之间， 中位数为 30
万元，最高甚至给出了 70 万元
的年薪待遇。 约 30%的岗位提
供免费住宿， 超 50%的岗位提
供住房补贴。

而为了减少博士后的 “后
顾之忧”，上海还明确 ，全职博
士后人员进站后， 还可按规定
享受落户、子女教育、购房等市
民待遇及获得申报上海市 “超
级博士后” 激励计划等项目的
资格。

争夺全球人才不“手软”
问题在于， 为何此番上海

如此“大张旗鼓”，以丰厚待遇
和发展前景来吸引博士后？

推进上海城市发展， 必须
要下好人才的“先手棋”。 对于
上海而言，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需要一大批顶尖人才。
毫无疑问， 上海有其 “长

处”， 包括人才基础优势突出，
高层次人才规模持续扩大 ，对
海外人才吸引力持续增强。 上
海拥有张江科学城等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集群， 以及进博
会、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等平
台。 开放、包容、中西合璧的城
市文化所孕育的无限机会对人

才具有巨大吸引力。
但是， 上海也存在着 “短

板”，上海国际化人才综合实力
不强。 国际化顶尖人才和团队
稀缺， 在沪工作的外籍人才占
常住人口比例是 1.1%，远低于
纽约的 36%和伦敦的 45%。 此
外，市场化、社会化的人才体制
机制有待健全。

此前，不少专家提出，上海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仍然存在三

个不足， 一是战略人才引育和
集聚“不够快”；二是本土战略
人才集聚力度“不够大 ”；三是
战略人才作用发挥“不够好”。

作为智力资源“金字塔”顶
端的博士后， 自然成为上海出
手必争的对象。 上海是中国博

士后制度的首批实践地。 目前
已在 37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中
建立了 238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 在 154 家企事业单位和科
学园区中建立了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在 13 个行政区或功能区
创建了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
截至 2022 年 6 月底，上海市在
站博士后 7305 人， 其中外籍、
港澳台和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

占 24%。数据显示，上海共培养
博士后研究人员 3 万余名 ，有
10 名当选为两院院士 ，300 多
名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

不仅如此， 在博士后招募
中 ， 有一张独属于上海的名
片———“超级博士后”计划。 记
者获悉 ， 这一计划始于 2018
年， 是上海集聚和留用优秀青
年科研人员的“王牌”项目。 据
2022 年上海市 “超级博士后”
激励计划实施办法， 给予每个
入选者 2 年共 30 万元的资助，
同时由设站单位给予不低于1∶1
的配套经费资助。 4 年来，“超
级博士后 ” 累计资助博士后
1675 名，资助金额约 5 亿元。

2022 年，超级博士后计划
名额涨幅明显， 比上一年提高
了 59%， 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上
海市吸引科研人才的意图。 申
报中，更是突出了对“卡脖子”
关键核心技术， 以及疫苗与新
药、临床诊疗技术、智能防控、
新材料与防疫用品等疫情防控

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研发与
应用等方向的优先推荐。

上海高校首次全球直播“带岗”
5157个博士后岗位在线招聘 下好人才先手棋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陆燕
婷 摄影 颜筱依）从 8 月 15 日
起， 上海各区要在落实各项疫
情防控措施基础上， 及时恢复
批发市场和菜市场的经营 ，能
复尽复，以满足市民买菜需求。

昨天， 劳动报记者实地走
访沪上多个菜场， 目前各菜场
正陆续有序恢复营业。 部分菜
场在中午设“午休”时段，并在
该时段做好防疫消杀工作以安

全迎客。

多个菜场采取“午休”
“早晨开半天， 歇一歇，下

午是 3 点至 5 点。 ”静安区高平
路菜市场内， 蔬菜摊主田女士
告诉记者， 该菜场前几天已陆
续恢复营业， 而她则是首批恢

复经营的摊主。 “菜场刚开几
天，可能周边居民还不知道，所
以市场里人不算太多。 ”记者注
意到， 该市场里多个蔬菜摊位
已有序恢复营业， 猪肉摊位目
前仅开张一个点位，鱼虾水产、
豆制品、 半成品等柜面已陆续
有序恢复。

中午时分， 静安区万荣路
菜市场已经休市， 拉下的铁网
门前放置了一小块提示牌 ，显
示早晨 6 点半营业至上午 10
点半，下午 3 点半营业至 6 点。

万荣菜市场摊主张先生告

诉记者， 他就租住在附近的万
荣小区里， 午休时段菜场外的
沿街商铺还是正常开放， 偶尔
也有市民来间歇采买询价。

位于各个菜市场的出入口

处多放置了行业规范， 张贴了
随申码，入口处设置测温，经扫
码、测温后可安全进入菜场。而
菜场的沿街商户则是张贴了防

疫应急预案。

菜价平稳有序
记者注意到，目前，各菜市

场内的驻场摊位各类菜价均相

对平稳，供应量也相对充足。

“以肋排为例 ， 价格约为
45 至 50 元左右一斤。 ”朱女士
在大华二村集贸市场经营着一

个猪肉摊， 或因天气炎热市场
内的人气不算太高， 她的进货
量并不大。

金锣冷鲜肉的摊主颜女士

告诉记者， 她一直坚持平价销
售。 “供应量现在相对稳定，价
格也比较平价。 菜场和周边的
马路菜场相比，核酸、消杀每天
进行，更加安全。 ”

各菜市场的蔬菜摊位开摊

率最高 ，价格目前平稳有序 。
“叶菜 、 特别是青菜最好卖 ，
本地青菜价格便宜， 在 1.5 元
左右。 客菜零售价在 5、6 元之
间。 ”高平路菜场摊主田女士告
诉记者。

沪上菜场陆续有序开门营业
部分设“午休”时段 蔬菜肉蛋供应充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