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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晓彤 ）

8月21日，广

州市龙狮传承基地在

桥山村则颜曾公祠正

式挂牌。 据悉，这是广

州市龙师协会成立以

来颁发的第一批龙狮

传承基地，该基地的挂牌成立将促使非

遗龙狮、醒狮文化艺术得到更好的传承

和发展。

广东醒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广州

市龙狮协会会长赵伟斌告诉记者，今

后， 广州龙师协会对桥山醒狮加大培

训、扶持力度，派国际、国家级教练团前

来传授龙狮醒狮技艺，并将桥山村定为

明年“千村醒狮大赛”比赛场地之一，为

推动桥山村乡村文化振兴作出贡献。

据了解，桥山醒狮形成于上世纪60

年代， 最初由桥山村村民自发组织而

成，主要是群众逢年过节自娱自乐的文

娱活动。 2001年，为提高醒狮技艺，特邀

新桥村周珠仔师傅担任狮队教练，从以

往的自娱自乐， 变成有系统的训练，管

理更加规范和专业化。 2008年起，醒狮

队加入番禺武协，并于2019年加入广州

市龙狮协会。

桥山村醒狮的外形主要为“佛山

装”，以“张飞狮”为主，特点是大开大

合、动作沉雄稳健、舞姿粗犷威猛、速度

快、气势磅礴、鼓乐激昂、形神兼备。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日前，《广州市

越秀区集聚高端人才

暂行办法

（修订）

》（以

下简称《办法》）业经越

秀区委、 区政府同意，

已正式印发。 根据《办

法》， 重点引进各相关

领域的顶尖人才、杰出人才、优秀人才、

紧缺人才，经认定将给予最高1000万元

的落地奖励。

每年评定一批高端人才

根据《办法》，高端人才引进主要聚

焦现代金融、文化创意、健康医疗三大

主导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

全域旅游、品牌经济、科技服务五大新

兴产业及现代商贸、专业服务业两大支

撑产业，以“高精尖缺”为导向，重点引

进各相关领域的顶尖人才、 杰出人才、

优秀人才、紧缺人才，经认定给予最高

1000万元的落地奖励。

根据计划，越秀区将以创新贡献为

导向，每年评定一批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团队）

， 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奖励；以

经济贡献为导向，每年评定一批杰出产

业人才，按照其年度工资薪金应税收入

的一定数额，给予最高300万元的奖励；

以技术技能贡献为导向，每年评定一批

产业发展创新人才，给予最高10万元的

薪酬补贴；以社会贡献为导向，每年评

定一批社会领域精英人才， 给予最高

200万元的奖励。

给房、给卡、给服务

同时， 越秀区还将设立越秀创新

创业投资基金， 链接市场资金服务人

才项目， 拓宽高端人才创新创业投融

资渠道。 高端人才

（或其团队 ）

带项

目、 带技术、 带资金到本区创办或领

办企业的， 到本区建设重大公共技术

平台、 实施高端产业化项目的， 经申

请和评估， 视有关企业、 项目的投资

额度和发展前景等给予最高 1 亿元的

专项扶持和跟进投资。

此外， 越秀区还将实施高端人才

“越秀安居” 工程。 精选一批位于城区

中心、 黄金地段的优质房源作为越秀

人才公寓， 优先供应高端人才入住。

高端人才本人及其配偶、 未成年子女

尚未在广州市内规定范围内购买住宅

的， 该人才在管理期内可按最高 1 万

元/月的额度申请住房补贴。 高端人才

对越秀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特别巨大的，

经区委、 区政府批准， 奖励住房一套。

并将推行高端人才个性化定制服务。

向高端人才发放“越秀高端人才 VIP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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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

者 张玉琴 通讯员 郭

哲 涵 潘 淑 莹 梅 丹 ）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人才引进

又出大招。 8月22日，

该区正式发布《广州

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关于集聚

海外尖端人才的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

“海外尖端人才

8

条”）

， 从项目支持、人

才资助等方面向海外人才伸出了橄榄

枝，其中，对新引进的战略科学家团队、

产业顶尖人才团队分别开出了最高15

亿元、10亿元的项目扶持， 对海外尖端

人才还可给予最高1000万元一次性购

房补贴，或每月最高3万元的租房补贴。

项目扶持资金最高可达15亿元

何谓“海外尖端人才”？ 根据“海

外尖端人才 8 条”， 这主要是指在 IAB

（新一代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生物医

药）

、 NEM

（新能源 、 新材料）

、 区块

链、 工业互联网、 高端智能制造等该

区重点发展领域， 处于世界科技前沿

和国际顶尖水平， 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能够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带来

重大影响、 重大突破的海外战略科学

家及其团队核心成员、 产业顶尖人才

及其团队核心成员。

据统计， 目前， 黄埔区、 广州开

发区、 广州高新区集聚国家、 省、 市、

区各级人才计划的高层次人才 730 人，

数量位居全市各区第一。

根据“海外尖端人才 8 条”， 对新

引进的战略科学家团队、 产业顶尖人

才团队分别给予最高 15 亿元、 10 亿元

的项目扶持。 记者对比发现， 对战略

科学家团队项目的资助力度， 相比该

区人才“美玉 10 条” 中对同类人才最

高扶持 10 亿元大幅增长 5 亿元。 资助

形式也更加多元化， 包括项目资助、

贷款贴息、 研发经费补贴、 经营贡献

奖、股权投资等。

买房买车都有补贴

此外， 海外尖端人才的房子、 车

子等生活硬件也从政策层面给予明确

保障。 根据政策， 对新引进的战略科

学家、 产业顶尖人才分别给予最高

1000 万元、 500 万元一次性购房补贴；

或每月最高 3 万元、 2 万元租房补贴，

补贴期限 10 年； 或安排免费入住高端

人才住房， 免费期限 10 年。 对战略科

学家、 产业顶尖人才分别给予每年最

高 100 万元、 50 万元人才津贴， 补贴

期限 3 年。 对海外尖端人才通过竞价

方式取得广州市中小客车普通车增量

指标的， 按增量指标竞价成交价格

80%的标准给予补贴， 最高 5 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 该政策突破了以

往引才奖励只奖励引才机构、 不奖励

个人的局限， 首次将被评为海外人才

大使的战略科学家、 产业顶尖人才作

为奖励对象， 如成功举荐引进人才或

团队， 将获得最高 50 万元引才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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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语释词

这个其实就是“一诺千金”的粤

语版， 只不过它用一种很生动的俗

语来表达。牙齿可以当金子来用，就

是说话够分量，说到做到。

时报读者 阿

Bart

牙齿当金使

昨天早上，仓边路路边，一对夫

妇的对话。

妻子：儿子就快要上小学了，之

前叫你办的事办了没有啊？

丈夫：惨了，我忘记了呀。

妻子 ：怎么这样 ，就那两件事 ，

你这都不记得的。

丈夫：你知道我最近很忙的呀，

真是转眼就忘了这些事。

妻子：是才好啊，你自己答应了

去办的呀。

丈夫：知道了，我这个人一向都

是说话算话的。

妻子：那你赶快点，还有一个星

期就要开学了。

办事

琴日朝早，仓边路路边，两公婆

嘅

对话。

老婆：嗰仔就嚟读小学啦，之前

叫你办嘅事搞掂未啊？

老公：死啦，唔记得咗添。

老婆 ：有冇搞错 ，得个两件事 ，

你咁都唔记得。

老公：你知我呢排忙嘎啦。真系

转头就唔记得啲嘢。

老婆：系先好啊，你自己应承话

去搞嘎。

老公：知啦，我份人一向都系牙

齿当金使嘅。

老婆：咁你要快手啲，仲有一个

礼拜就开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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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尖端人才8条”出台，尖端人才最高可获1000万元一次性购房补贴

项目扶持资金最高可达15亿元

高端人才最高可获1000万元落地奖励

对越秀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特别巨大的，可奖励住房一套

“广州市龙狮传承基地”桥山村挂牌

广 州 市 龙 狮

传 承 基 地 挂 牌 现

场。

信息时报记者

古晓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