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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总体工作方案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以下简称大会）拟于 2023

年 4月 15—16日在深圳举办。2023年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

是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向纵深推进步伐的关键之年。为扎实办好党的二十大召开后

的首场大会，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坚定不

移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围绕“四

个面向”，推动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助力科技

自立自强。大会将紧紧围绕“促科技创新、谋共同发展、惠全球

人才”主题，坚持节俭办会、廉洁办会的原则，立足国际化、专

业化、低碳化、信息化、市场化，扩大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提升

创新引领力、硬实力、驱动力、支撑力、源动力，营造良好人才

创新生态环境，搭建具有吸引力的国际化科技创新平台和人才交

流平台，支撑科技、科普产品交易以及技术、成果转移转化，持

续发挥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价值链协同融合、相互促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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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效应。携手各方共享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的“中国机遇”，加

快构建开放创新生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3年 4月 15—16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1—6号馆，5、6层会议室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科学技术部（国家外国专家局）、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中心、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外国专家局）、深圳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执行单位：深圳国际人才交流中心

合作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

市科学技术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学技术局（外国专

家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直属机构科技主

管司局（引智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其他有关合作机构等。

四、主要内容

本届大会将继续采用线下线上融合发展的“双引擎”会展模

式。线下展会设开幕式、论坛会议、展览洽谈、人才招聘、主题

活动等5大板块，线上展会提供虚拟展厅、论坛会议、项目对接、

线上招聘等在线服务。

（一）线下展会

1.开幕式



5

邀请有关领导、嘉宾在开幕式上致辞。

2.论坛会议

以打造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和国际人才交流领域“演讲台”“发

声筒”为目标，大会着力构建以深圳论坛主论坛为核心，分论坛、

平行论坛、专题会议多点开花的论坛会议体系。

深圳论坛主论坛以在开放环境下推进互利共赢的双多边国际

科技创新合作和人才交流为背景，聚焦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

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等重大议题，邀请有关

领导、外国专家、顶尖科学家、知名企业家出席并开展探讨交流。

深圳论坛分论坛、平行论坛、专题会议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

点领域，聚焦科技合作、人才交流、绿色低碳、乡村振兴、科技

金融、创新链产业链融合、颠覆性技术研究等领域重点工作和热

点话题，以组织举办各类专题论坛会议、座谈会、交流会等形式，

邀请政府部门相关人员、专家学者、专业人士发布政策、宣介环

境、交流思想、推广理念、分享经验。

3.展览洽谈

大会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聚焦服务“基础研究+技术

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创新生态链构建，通过

设置不同主题、不同功能展区，组织开展“张揭榜”活动，现场

举办各类推介活动、交流活动等方式，在多维度展示国际科技创

新合作和人才国际交流领域积极进展和重要成果的同时，推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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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参展单位开展人才、项目、技术、产品、服务的合作、交流、

交易。以期在展洽融合、相互促进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全球科技

创新资源要素的集聚，提升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效率和水平。

4.人才招聘

充分发挥大会平台资源优势，与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作，

通过举办外籍专业人才招聘、海归人才招聘、“精英天下”中高级

人才招聘、“智汇全球”招聘会等活动，以及在部分省市择期举办

高层次人才专场招聘的方式，为各用人单位提供面向海外高端人

才、外籍专业人才、在华外国留学生和青年科学家、海归人才、

国内人才的人才招聘服务，满足用人单位和人才双向选择的热切

需求。

5.主题活动

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热点问题和产业发展

需求为导向，聚焦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通过常态化、

高精准举办分会场、海外人才中国行、科技外交官服务行动、创

新创业大赛等大会品牌活动的方式，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线上展会

1.虚拟展厅

结合线下展览内容，大会以图、文、音、像等多媒体为展示

形式，借助 3D等信息技术手段搭建街景式虚拟展厅，邀请国内外

参展单位在线设展，集中展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和人才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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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与成果，推介政策、环境、资源，分享知识、经验。

2.项目对接

大会以海外人才交流洽谈系统（EO系统）为平台，集中发布

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人力资源机构、科技创新企业及国

（境）外专家组织、专业机构的科技创新项目和人才供需信息。

并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重点产业，组织开展“张揭榜”

活动，结合线上路演直播、专区展示等服务功能，为供需双方提

供全方位、智能化、精准化的对接服务。

3.线上招聘

以大会官网为平台，设置面向海外高端人才、外籍专业人才、

在华外国留学生和青年科学家、海归人才、国内人才的招聘专区，

充分发挥大会平台优势，与专业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作，为用

人单位的精细化需求提供务实、高效、精准的招聘服务。

五、参会准备

（一）根据科技部（国家外专局）和深圳市政府的总体部署，

大会相关组织实施事项由深圳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具体负责，详细

信息请登陆大会官网（www.ciep.gov.cn）查询，并与大会组委会

深圳工作组联系。

（二）请各有关单位结合所在地产业需求及实际情况，积极

参加论坛会议、展览洽谈、项目对接等活动，并选择性开展人才

招聘、主题活动等。

六、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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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邓云刚、许洁丽

电话：0755-81773205、0755-81773491

邮箱：ciep2001@ciep.gov.cn

附件：1.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论坛会议板块

组织实施方案

2.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展览洽谈板块

组织实施方案

3.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人才招聘板块

组织实施方案

4.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主题活动板块

组织实施方案

5.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项目对接板块

组织实施方案

6.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网上大会组织

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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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论坛会议板块组织实施方案

根据《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总体工作方案》，大

会以打造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和国际人才交流领域“演讲台”“发声

筒”为目标，着力构建以深圳论坛为引领，平行论坛（专业论坛）、

专题会议齐头并进的论坛会议体系。深圳论坛以在开放环境下推

进互利共赢的双多边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和人才交流为背景，聚焦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

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

制等重大议题，邀请有关领导、外国专家、顶尖科学家、知名企

业家出席并开展探讨交流。平行论坛（专业论坛）、专题会议围绕

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科技合作、人才交流、国际化环境

建设、绿色低碳、乡村振兴、科技金融、创新链产业链融合、颠

覆性技术研究等领域重点工作和热点话题，以组织举办各类论坛

会议的形式，邀请政府部门相关人员、专家学者、专业人士发布

政策、宣介环境、交流思想、推广理念、分享经验。

一、论坛时间

拟于 4月 15—16日大会主会期，以及大会开幕后至年底间

不定期举办，各论坛具体情况请关注大会官网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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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

（一）深圳论坛

深圳论坛是大会论坛会议体系的核心。论坛聚焦强化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升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等重大议

题，邀请有关领导、外国专家、顶尖科学家、知名企业家出席并

开展探讨交流。

本届大会深圳论坛拟举办“国际科技创新城市峰会”，邀请科

技部领导作主旨演讲，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北京、上海、粤港澳

大湾区及世界相关主要创新城市群领导（长官）作主题发言。〔科

技部相关司牵头，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承办〕

（二）平行论坛（专业论坛）

平行论坛（专业论坛）聚焦科技合作、人才交流、国际化环

境建设、绿色低碳、科技金融、创新链产业链融合、颠覆性技术

研究等领域重点工作和热点话题，邀请政府管理部门、学界、产

业界嘉宾进行探讨交流。

本届大会平行论坛将在继续办好科技创新支撑乡村振兴发展

论坛（第三届）、项目管理国际论坛（第十届）等富有国际影响力

的品牌论坛的同时，以“围绕国家战略、国际非敏感话题”为原

则，邀请国内外顶尖科学家参与相关论坛；组织国内外中青年科

研人员就专业领域议题参与相关论坛。〔科技部相关司局中心、

大会相关合作单位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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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题会议

专题会议聚焦科技创新和人才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邀请科

技管理部门、专业协会、学会和社会力量，举办相关领域的政策

发布会、研讨会、座谈会，邀请相关专业人士展开讨论。

本届大会将建立政策发布机制，在大会期间发布国家和地方

有关科技创新和人才交流，以及开放创新生态建设等方面的重磅

政策文件、研究报告；借助大会期间科技部和各地方科技厅（委、

局）相关人员集聚深圳的机会举办各类政策研讨会，为政策落地

提供借鉴；与政策发布相结合，同步举办政策交流会、宣讲会、

座谈会。〔科技部相关司局中心、大会相关合作单位承办〕

三、参与方式

（一）上报方案

请有意在大会期间举办论坛会议的主承办单位于3月10日之

前与大会组委会北京工作组或深圳工作组取得联系，并提交方案

及相关文件。

（二）确定场地

请确定举办论坛会议的主承办单位于3月10日之前与大会组

委会深圳工作组取得联系，确定场地，并按要求及时缴纳相关费

用。

四、联系方式

大会组委会北京工作组

联系人：王琪、郭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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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10-58882132，010-58882089

邮 箱：guoyan@ciep.gov.cn

大会组委会深圳工作组

联系人：叶秀雯、郭渭榆

电 话：0755-81773047、0755-81773461

邮 箱：yexiuwen@ciep.gov.cn

guoweiyu@ciep.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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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展览洽谈板块组织实施方案

根据《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总体工作方案》，大

会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聚焦服务“基础研究+技术攻关+

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创新生态链构建，通过设置

不同主题、不同功能展区，组织开展“张揭榜”活动，现场举办

各类推介活动、交流活动等方式，在多维度展示我国国际化创新

生态建设现状和前景的同时，推动国内外参展单位开展人才、项

目、技术、产品、服务的合作、交流、交易，以期在展洽融合、

相互促进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全球科技创新资源要素的集聚，加

大对国际化人才吸引力度，提升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效率和水

平。

一、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3年 4月 15—16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二、主要内容

（一）国际科技创新和人才交流展洽综合馆

1.科技部展区

以“踔厉奋进新时代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为主题，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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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22）十年科技创新成就展，运用图片、实物、模型等

展览要素，集中展示十年来我国科技创新的伟大成就和重大成果。

〔科技部相关司局中心牵头。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

市科技厅（委、局）支持，科学技术部机关服务中心承办〕

2.区域协调发展展区

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区域发展协

调性为目标，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

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持续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

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结合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及武汉等地

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情况，探索 “3+N” 高水平人才

高地、吸引和集聚人才平台建设，努力打造全新增长极。

展区设置上规划政府区域和企业区域。其中政府区域重点展

示本地区相关政策、平台、服务等国际化创新生态环境建设内容，

企业区域由各省区市筛选邀请本地区 10家代表性企业携技术、成

果、产品进行现场展示和交易，全面展示本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和

重点企业风采，吸引人才集聚，深化交流合作，促进展洽融合。

有条件的可设置人才招聘台，为企业招聘海内外人才提供平台。

——京津冀协同发展板块。〔北京、天津、河北科技厅（委、

局）承办〕

——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板块。〔上海、江苏、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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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南京、杭州、

武汉、宁波等省市科技厅（委、局）承办〕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板块。〔广东省科技厅承办〕

——东北全面振兴板块。〔辽宁、吉林、黑龙江、沈阳、长春、

哈尔滨、大连等省市科技厅（委、局）承办〕

——西部大开发板块。〔内蒙古、广西、西藏、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西安等省区科技厅（委、局）承办〕

——中部崛起板块。〔山西、河南等省科技厅承办〕

——东部现代化板块。〔福建、山东、海南、济南、青岛、厦

门等省市科技厅（委、局）承办〕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板块。〔重庆、成都等市科技厅

（委、局）承办〕

——先行示范区建设板块。〔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承办，深

圳市相关区政府执行〕

3.企业引领支撑创新展区

——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成果展览板块。以围绕产业链，布局

创新链，配置人才链，充分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为目标，邀

请中央企业设展参会，集中展示科技创新成就和成果，举办项目

需求榜和招贤纳士榜揭发榜活动，开展合作交流和产品交易，推

动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国际合作局主办〕

——创新创业成果展示交易板块。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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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调动企业创新积极性，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为目的，

邀请“专精特新”科技企业、创新型中小微企业，以及创业企业、

个人，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国际赛获奖项目持有者（团队）参

展，推介科技创新成果、创业项目，推动成果项目落地，进行产

品现场交易，助力科技企业、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

发源地。〔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中心主办，相关省区市科技厅（委、

局）支持，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深圳国际人才交

流中心承办〕

4.国际化环境建设展区

——国（境）外专业机构展览推介板块。以提高国内国外双

循环互动效能，实现互利共赢为目的，本着国别多元化，巩固已

有渠道、拓展新增渠道的原则，邀请国（境）外专家组织、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人力资源机构、培训机构、企业等设展推介，

推动国内国外供需双方开展务实对接，实现开放合作的双循环。

〔科技部相关司牵头，深圳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承办〕

——科技创新交流与合作板块。基于互利共赢的原则，立足

促进国际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面向国际优势前沿创新技术

领域，以国际及港澳台创新合作与人才交流为主线，汇聚人才、

项目、平台、产业等创新要素，拓展民间创新合作的领域与空间，

邀请参与跨境创新合作的海内外人才与创新机构，结合自身创新

资源优势及工作成效等情况进行集中展示推介，有效推动重点技

术领域方向产学研创新资源的务实对接与合作。〔中国科学技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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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心牵头，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承办〕

——科教兴国板块。新时代、新格局。大学应彰显自身使命

与价值，积极转变教育方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突破学科边界，

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变革科研范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深化全

球战略，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区邀请国内外大学展示一

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成就，国际化环境建设现状，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案例，并推介优势学科研究成果。〔科技部相关司局中心

牵头，相关国内外大学支持，深圳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承办〕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展览推介板块。邀请国内外知名猎头

公司、人力资源市场、劳务派遣和外包服务机构、人才测评机构、

管理咨询公司等进行展示推介，集中展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成

果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展状况，深入挖掘人力资源服务供给、

需求，促进供需对接、项目落地、成果转化，推动新时代人力资

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深圳

国际人才交流中心、亚太人才服务研究院承办〕

——科技金融服务展示推介板块。加强企业科技金融服务深

度，邀请银行、期货、融资担保、证券、保险、创投等金融机构

及行业组织等各类资本参展。搭建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桥梁，创

新金融产品，改进服务模式，拓展企业融资渠道，实现科技创新

链条与金融资本链条的有机结合，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和科技

成果转化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撑，呈现金融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生态。〔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牵头，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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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支持，深圳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深圳市龙华创新生态服务

协会承办〕

（二）海归人才创新创业馆

组织海外留学生组织、海外高等院校以及留学生个人、国内

各归国留学人员主管部门、留学生创业园及企业等设展推介，宣

传各地引进留学人员、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及创业扶持等政策，

为留学回国人员打造对接合作平台。同期组织海归招聘会、“百博

行”、博士项目路演、海归职业规划发展论坛等活动。〔深圳市人

力资源保障局牵头，深圳市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协会（以下简称深

圳市海归协会）承办〕

（三）科学技术普及展览专馆

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

意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在全社会

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激发科学梦想和科学志向，

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全面提升，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强支

撑，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围绕公众关注的科技创新热点，将科技资源科普化，促进科普产

品的交流交易；推进信息技术与科创教育深度融合，激发青少年

好奇心和想象力，增强科学兴趣、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育一

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夯实人

才基础。〔科技部相关司牵头，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深圳市教育

局支持，深圳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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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人才服务馆

以加快我国国际化环境建设为目标，提升国际人才服务效能

和水平，拉动服务型消费，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国际化城市建设，

邀请部分国家驻广州领事馆、国内外籍人才服务机构、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和商会、社团组织等设展参会，以现场展示、交流对接

等方式探讨国际人才服务理念，探寻国际人才街区建设路径；以

现场咨询、文娱互动、商品交易、展览展示等形式推介公共服务、

职业服务、生活服务等内容。〔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中心牵头，科技

部相关司、深圳市委组织部、深圳市外办指导，深圳国际人才交

流中心承办〕

（五）2023年中国 IT产业校企合作展

以深化校企合作、搭建全国性的 IT人才与项目合作平台为目

标，组织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国家软件人才国际培训（深圳）

基地企业、知名 IT企业参会，密切联系与交流，推动双方在人才

培养、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创新创业等方面加强互动合作，加

快推进深圳高科技产业创新能力升级。〔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促

进中心〕

三、参展流程

（一）注册登录

意向参展单位登录大会官网（www.ciep.gov.cn），点击“我要

参展”填写基本资料成为注册用户，凭注册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展

商后台，进行后续参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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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展位

意向参展单位凭注册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参展商后台，点击“申

请参展”按要求填写相关参展资料，确认无误后提交展位申请。

（三）展位确认

大会组委会确认参展申报信息后，意向参展单位可按要求签

署展位确认协议（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寄送至深圳国际人才交流

中心，及时缴纳相关费用。

（四）截止时间

大会参展报名截止日期为 2023年 3月 24日，逾期原则上不

再受理。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叶秀雯、郭渭榆

电 话：0755-81773047、0755-81773461

邮 箱：yexiuwen@ciep.gov.cn

guoweiyu@ciep.gov.cn

mailto:yexiuwen@ciep.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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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人才招聘板块组织实施方案

充分发挥大会平台资源优势，与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作，

通过举办外籍专业人才招聘、海归人才招聘、“精英天下”中高级

人才招聘、“智汇全球”招聘会等活动，以及在部分省市择期举办

高层次人才专场招聘的方式，为用人单位提供面向海外高端人才、

外籍专业人才、在华外国留学生和青年科学家、海归人才、国内

人才的人才招聘服务，满足用人单位和人才双向选择的热切需求。

一、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3年 4月 15—16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二、主要内容

（一）外籍专业人才招聘会

致力于开拓国际人才服务渠道，提高外籍人才服务水平，为

在华外籍人才与国内用人单位搭建的国际人才交流平台。邀请知

名企业现场参展，同步利用线上官网平台，向外籍人才展示企业

文化、招聘需求等内容，结合就来华就业相关法律法规和劳动关

系政策进行宣传，增设生活、文化服务板块，帮助外籍求职者了

解中国文化并更好地融入中国生活。〔科技部相关单位主办，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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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承办〕

（二）海归人才招聘会

面向来自欧洲、北美、港澳台、日韩等全球 Top500顶尖大

学的海归菁英，邀请世界 500强企业及各行业名企现场设展提供

优质岗位，涵盖金融投资、生物医药、IT互联网、建筑地产、高

端服务业、安防、教育科研、文化传媒等行业领域，为海归求职

者与国内企业搭建线上线下一站式对接平台，促成人岗高效、精

准匹配，助力留学人员回国就业创业。〔深圳市人力资源保障局牵

头，深圳市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协会承办〕

（三）“精英天下”中高级人才招聘会

强化深圳高科技产业集聚优势，加大服务科技企业招揽优秀

人才的力度，组织知名企事业单位参会，提供年薪超过20万元的

中高端岗位，细分领域开设事业单位、国企、各区域组团、行业

等不同招聘专区，吸引各类紧缺优质人才，并辅以线上招聘、视

频面试、直播带岗等配套服务，助力各地方企事业单位招揽国际

化人才，为加速城市国际化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深圳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牵头，深圳市人才服务中心承办〕

（四）“智汇全球”招聘会

以“筑巢引凤·固巢留凤”为主题，组织邀请各省区市政府

相关部门开设线上招聘专区与线下招聘专场，分别对全国高校毕

业生、中高端人才、海外人才招聘三大求职群体定向精准邀约，

并提供相应配套服务，为国内外人才发展搭建创业舞台，为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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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做好人才对接引进服务。〔深圳市人力资源保障局牵头，智

联招聘承办〕

三、联系方式

（一）外籍专业人才招聘会

联系人：许洁丽

电 话：0755-81773491

邮 箱：xujieli@ciep.gov.cn

（二）海归人才招聘会

联系人：王晓东、闵格格

电 话：13128927952、13480842739

邮 箱：gg.min@jobshaigui.com

（三）“精英天下”中高级人才招聘会

联系人：林淑凤

电 话：13421844228

邮 箱：5310401@qq.com

（四）“智汇全球”招聘会

联系人：陈金鑫

电 话：13006633718

邮 箱：jinxin.chen@zhaopi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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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主题活动组织实施方案

根据《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总体工作方案》，大

会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依托国内大循

环，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聚焦基础科研、应用科研，

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和产业发展需求，大

会通过与相关合作单位共同主办内容聚焦、形式灵活的各类主题

活动（以下简称活动），以实现吸引全球科技创新资源要素集聚，

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活动时间

全年常态化举办。

二、活动内容

活动以主题论坛、项目合作、人才交流、考察指导等为主要

形式，可根据相关合作单位需求单独或组合举办多场。

（一）主题论坛

以在开放环境下推进互利共赢的双多边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和

人才交流为背景，聚焦国家和相关地方重点发展领域和产业发展

方向等议题，邀请有关领导、中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出席并开

展探讨交流、分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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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合作

围绕国家和相关地方重点发展领域和产业需求，本着精准务

实、提高成功率的原则，与合作单位共同确定具体领域和主题，

将合作单位收集的需求信息推送给外国专家组织等境外合作渠道

进行匹配，并筛选匹配程度高的项目，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举办项目推介交流会，组织供需双方进行推介对接。

（三）人才交流

以满足相关地方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为目的，邀请与大会合

作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根据相关合作单位收集的人才需求适时组

织人才招聘、学习交流等活动。

（四）考察指导

围绕地方产业发展难题或企业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邀请外

国专家开展有针对性的考察指导。

三、活动形式

本着节俭、高效、便利的原则，活动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前期对接交流仍将采用线上方式，待双方合作意向

明确时，适时组织境外专家、项目持有人、海外人才等来华实地

考察、交流、指导。

四、品牌活动

（一）分会场

围绕相关地方重点发展领域和产业发展方向，在部分省市设

置分会场，通过举办主题论坛、项目推介会、人才交流会、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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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考察指导等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国际人才

交流中心、相关省区市科技厅（委、局）主办，深圳国际人才交

流中心、相关合作单位承办〕

（二）海外人才中国行

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以问题和市

场需求为导向，聚焦基础科研、应用科研，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和产业发展需求，根据合作单位实际举办

小规模、多批次、精准化各类活动，邀请不同学术、技术背景的

海外专家学者、技术持有者与中方合作单位开展深入交流。〔科技

部相关司牵头，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深圳国际人才交流中心、

相关合作单位承办〕

（三）科技外交官服务行动

视疫情邀请部分驻外使领馆科技外交官，赴国内部分省区市

开展调研交流活动，介绍驻在国科技创新和人才交流现状，为地

方科技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开展国际合作提供建议。〔科技部相

关司局中心承办，相关省区市科技厅（委、局）、深圳国际人才交

流中心执行〕

（四）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第六届国际赛

围绕新一代电子信息、数字与时尚、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

碳、新材料、生物医药与健康、海洋经济等行业领域，在国外举

办分站赛，在深圳举办总决赛，宣传推介国内创新创业环境和人

才政策，搭建海外引才“直通车”，有效推动海外创新人才项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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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深圳市政府主办，深圳市人力资源保障局、相关区政府承办〕

（五）深圳创投日

联合“深圳创投日”品牌，在大会期间打造专场主题活动，

以战略眼光打造开放共享平台，针对不同行业以及企业不同发展

阶段，组织策划线上线下项目对接及路演活动，与科技金融专区

展洽融合，放大深圳各级政府引导基金、各类母基金的资源撬动

能力，将深圳打造成为风投创投资本发展的沃土。〔深圳市地方金

融监管局、深圳市科技创新委、深圳市工信局、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市南山区政府主办，深交所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天使母基金管理公司、深圳

广电集团、新财富承办〕

五、费用标准

根据各省区市实际需求制定方案，详情请联系大会组委会北

京工作组。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泱、郭妍

电 话：010-58882487、010-58882132

邮 箱：wangyang@ciep.gov.cn

guoyan@ciep.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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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项目对接板块组织实施方案

根据《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总体工作方案》，大

会将依托官网海外人才交流洽谈系统（EXPERTS ONLINE，简称

EO系统），积极开展“张揭榜”活动，提供全方位、智能化、精

准化的项目对接交流服务。

一、服务时间

全年常态化提供项目对接服务。

二、服务内容

借助 EO系统资源整合能力强、使用方便快捷、覆盖面广的

优势，通过在线发布、在线洽谈、专区展示、多语种翻译等功能，

为国内企事业单位与国（境）外专家组织、专业机构开展技术对

接、科研合作、成果转移、岗位招聘等活动提供线上平台。

依托 EO系统组织开展“张揭榜”活动，于大会期间在线下

主展馆醒目位置、各展区设“项目合作榜”和“人才需求榜”，发

布项目、技术、资金、人才等供需信息，为参展单位实现互利共

赢的务实合作提供契机。日常可集中在线发布各参展单位提前收

集的项目、人才等供需信息，并从中筛选重点项目合作需求和人

才需求在大会官网显著位置“张榜”，适时组织境外合作渠道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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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榜”活动，为各方实现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提供契机。〔科

技部相关牵头，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深圳国际人才交流中心

承办〕

三、EO系统功能

1.提供在线发布、应答、收藏、评价等用户操作功能。

2.提供机构管理、会员管理、信息修改等用户管理功能。

3.提供项目合作、人才需求、人才资源等项目对接功能。

4.提供机构简介、政策发布、新闻动态等信息展示功能。

四、活动流程

（一）定期报送供需信息

各单位根据所在地产业发展需求和重点发展领域，收集梳理

各类项目、人才供需信息，定期汇总填写《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

会供需信息征集表》（以下简称《征集表》，可在大会官网下载），

在相应时段内发送至大会指定邮箱。

（二）激活系统使用账号

大会组委会将各单位报送《征集表》信息统一导入 EO系统，

系统生成用户账号，反馈至各单位填报的联系邮箱，并筛选标注

重点项目、人才需求进行“张榜”发布。各单位应及时激活 EO

系统使用账号，持续利用系统资源推进项目对接合作。

（三）及时提出特殊要求

对于不便公开发布，但确需大会提供服务的各类重点项目、

人才需求，请在《征集表》中明确标注，单独汇总发送至大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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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邮箱，大会组委会将采取其他方式协助寻找适合的合作伙伴、

优秀人才。

五、费用标准

EO系统基础功能服务免费，增值服务根据实际需求报价。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泱、郭妍

电 话：010-58882487、010-58882132

邮 箱：EO@ciep.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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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网上大会组织实施方案

根据《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总体工作方案》，大

会将继续以网上大会形式为参展单位提供常态化在线服务。

一、时间及形式

全年常态化服务，以大会官网为平台，设置虚拟展厅、项目

对接、线上招聘等功能服务区。

二、主要内容

（一）虚拟展厅

结合线下展览内容，大会以图、文、音、像等多媒体为展示

形式，借助 3D等信息技术手段搭建街景式虚拟展厅，邀请国内外

参展单位在线设展，集中展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和人才国际交流

进展与成果，推介政策、环境、资源，分享知识、经验。〔科技部

相关司局中心牵头，各省区市科技厅（委、局）和相关合作单位

承办，深圳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执行〕

（二）项目对接

大会以海外人才交流洽谈系统（EO系统）为平台，集中发布

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人力资源机构、科技创新企业及国

（境）外专家组织、专业机构的科技创新项目和人才供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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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重点产业，组织开展“张揭榜”

活动，结合线上路演直播、专区展示等服务功能，为供需双方提

供全方位、智能化、精准化的对接服务。〔科技部相关司局中心牵

头，各省区市科技厅（委、局）和相关合作单位承办，深圳国际

人才交流中心执行〕

（三）线上招聘

以大会官网为平台，设置面向海外高端人才、外籍专业人才、

在华外国留学生和青年科学家、海归人才、国内人才的招聘专区，

充分发挥大会平台优势，与专业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作，为用

人单位的精细化需求提供务实、高效、精准的招聘服务。〔相关合

作单位承办〕

（四）在线服务

1.注册登录系统

构建大会官方互联网平台账号体系，参展单位和个人可根据

需要填写注册信息，生成数字通行证，并享有相应权限。登录后

可依不同权限进行信息检索、信息发布、在线洽谈、广告申请等

操作。

2.展厅管理系统

围绕展前准备、展中管理、展后服务等全业务流程，提供包

括在线展位预定与展位管理、展位合理规划、展台技术要求、展

台集成上传、后台管理等服务。

3.线上会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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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线下展会的有益补充，线上会议系统将为因疫情不能现

场参展参会的海外机构组织实施的论坛、专业会议、项目对接等

活动提供线上会议、在线直播、线上交流等辅助服务。

4.广告宣传服务

充分发挥大会互联网平台作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和人才交流

对外宣传主窗口的作用，结合各地需求提供全媒体投放管理方案，

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便利。

5.大会资讯

集中发布与大会有关的新闻、通知、公告等重要资讯。

三、参会准备

（一）根据科技部（国家外国专家局）和深圳市政府的总体

部署，网上大会组织实施事项由深圳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具体负责，

详细信息请登陆大会官网（www.ciep.gov.cn）查询，并与大会组

委会深圳工作组联系。

（二）请各有关单位结合所在地产业需求及实际情况，积极

参加虚拟展厅、项目对接、线上招聘等活动。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邓云刚、叶秀雯

电 话：0755-81773205、0755-81773047

邮 箱：ciep2001@ciep.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