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张人才办 E⒛21)13号

关于印发《!张家港市人才礼遇分类认定目录》的

跏

各镇党委、政府,冶金工业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阴

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双山香山旅游度假区党工委、管委会 ,

各部委办局、市直属各单位 (公司 )、 各人民团体,各条线

管理单位,沙洲职业工学院、梁丰高级中学:

《张家港市人才礼遇分类认定目录》已经市人才办主任

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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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人才礼遇分类认定目录

一、顶尖型人才 (A类 )

1.诺 贝尔奖获得者

2.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美国国家

技术创新奖、法国全国科研中心科研奖章、英国科普利奖章、

图灵奖、菲尔兹奖、沃尔夫数学奖、阿贝尔奖、拉斯克奖、

克拉福德奖、日本国际奖、京都奖、邵逸夫奖获得者

3.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院士

4.发达国家权威学术机构会员 (或称
“
院士”

)∶ 美国、

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瑞典、丹麦、

挪威、芬兰、比利时、瑞士、奥地利、荷兰、西班牙、澳大

利亚、新西兰、俄罗斯、以色列、印度、乌克兰、新加坡、

韩国等科学院或者工程院院士 (即 成员Member或 高级成员

Fc11ow)

5.中 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二、领军型人才 (B类 )

1.国 家级重大人才工程人才 (顶尖人才或创新团队项目

中的顶尖人才、创业人才项目入选者、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入

选者、文化艺术人才长期项目入选者、外国专家项目入选者、

杰出人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哲学社

会科学领军人才、教学名师、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 )

2.“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
人才 (特聘教授 )

3.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4.中 科院
“
百人计划

”
人才 (学术帅才、技术英才、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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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俊才 )

5.江 苏省
“双创计划

”
人才 (创 业类人才、 “

双创团队
”

项目的创业类领军人才 )

6.江 苏省
“
双创计划

”
人才 (企业创新类人才、高校创

新类人才、科研院所创新类人才、卫生创新人才、文化创新

人才、高技能创新人才、 “
双创团队

”
项目的创新类人才 )

7.江 苏省
“333工程

”
一、二层次培养对象 (中 青年首

席科学家、中青年领军人才 )

8.苏 州市
“
姑苏计划

”
人才 (创 业领军人才、重大创新

团队的创业类领军人才 )

9.苏 州市
“
姑苏计划

”
人才 (创 新领军人才、重大创新

团队的创新类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教育名家、卫生领军人

才、旅游领军人才、高技能领军人才 )

10.担任过世界 500强 (说明 1)企业总部首席执行官、

首席技术官或同等职位的人员

11.担任过国际著名金融机构 (说明 2)、 会计师事务所

(说 明3)首席类负责人、国际著名学术组织 (说 明 4)主

席或副主席

12.担任过境外世界知名大学 (说明 5)校长、 (副 )校

长、教授、副教授

13.担任过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标样委员会委员;担

任过国际著名艺术比赛 (以文化部鼓励参加的国际艺术比赛

名单为准 )评委会主席、副主席及评委

14.担任过世界著名乐团 (说明 6)首席指挥、艺术总监、

首席演奏员、或声部首席演奏员、副首席演奏员;担任过亚

洲一流乐团 (见说明7)首席指挥、艺术总监、首席演奏员 ,

或近 5年担任过声部首席演奏员

-3-



15.获得过国际著名建筑奖 (说 明8),著名文学奖 (说

明9),著名电影、电视、戏剧 (说 明 10)奖 ,著名音乐奖

(说 明 1l),著名广告奖 (说 明 12)中 最高级别个人奖项

及国际A类艺术比赛 (以文化部鼓励参加的国际艺术比赛名

单为准 )大奖

16.获得国医大师、国家卫生计生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荣誉称号者

17.获得过国际著名工业设计 F奖的金奖或红点奖的至

尊奖,且为该设计奖项的主设计师 (Team⒗ader)

18.直接培养出奥运会项目前三名运动员,或近两届列入

奥运会项目的世界杯、世锦赛前三名运动员的主教练员

19.发 明专利的主要发明人,该技术被主流标准组织接纳

为标准,或列为 863等 国家级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或该发

明人在国家级的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

⒛。担任过国际高水平科技期刊 (《期刊引用报告》JCR

一、二区)正 、副总编 (主编 )

21.在 Nature和 Science著名科技期刊发表论文的第一作

者 (含与第一作者具有同等贡献作者 ),或唯一通讯作者

”。担任过国际著名学术组织 (见 说明 4)高 级成员

(fellow)

23.国 家引进境外技术、管理人才项目计划的首席外国专

家项目的入选专家

24.获评国家专利奖的主要发明人,且在本市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或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

25.带领企业获得中国质量奖且仍在岗的企业首席质量

官

26.担任过国际著名投资机构 (见说明 13)首席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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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27.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

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瑞典、瑞士、丹麦、挪威、奥地

利、西班牙、新西兰取得专科医师资格的人员;或在上述国

家获执业医师资格,并有国内三甲综合医院或三甲专科医院

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28.获得北美精算师、英国精算师、澳洲精算师或中国精

算师资格证书,且受聘于我市保险公司法人机构担任丿总精算

师或精算责任人

三、拔尖型人才 (C类 )

1.国 家级重大人才工程人才 (青年项目入选者、青年拔

尖人才 )

2.“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
人才 (青年学者项目 )

3.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4.全 国专业社会工作领军人才

5.江苏省
“双创计划

”
人才 (双创博士 )

6.江苏省外专
“
百人计划

”
人才

7.苏 州市
“
姑苏计划

”
人才 (宣传文化领军人才、教育

领军人才、卫生重点人才 )

8.张家港市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 (创 业类人才、创新类

人才、重大创新创业团队的领军人才及核心团队成员 )

9.张家港市
“
卫生人才计划

”
人才 (A类特聘人才、B

类特聘人才 )

10.张家港市
“
港城教育人才计划

”
人才 (A类特聘人才、

B类特聘人才 )

11.张家港市
“
宣传文化人才计划

”
人才 (A类人才、B

类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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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缴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达 10万 元 (含 )以 上的

人才

四、骨干型人才 (D类 )

1.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直聘的副教授 (副研究员 )及 以

上或相当职务者

2.留 张家港创新创业的博士后

3.江 苏省
“333工程

”三层次培养对象 (中 青年学术技

术带头人 )

4.江 苏省社会工作领军人才

5.苏 州市
“
姑苏计划

”
人才 (宣传文化重点人才、教育

青年拔尖人才、卫生青年拔尖人才 )

6.张家港市
“
卫生人才计划

”
人才 (C类特聘人才 )

7.张家港市
“
港城教育人才计划

”
人才 (C类特聘人才 )

8.张家港市
“
宣传文化人才计划

”
人才 (C类人才 )

9.年缴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在 5万元 (含 )以上,10

万元以下的人才

五、紧缺型人才 (E类 )

1.全 日制博士毕业生

2.全 日制硕士毕业生

3.符合本市紧缺专业目录的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4.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技人才

5.具有副高级职称的专技人才

6.符合本市紧缺专业目录、具有中级职称的专技人才

7。具有高级技师 (国 家一级 )职业资格的高技能人才

8.具有技师 (国 家二级 )职 业资格的高技能人才

9.年缴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在 1万元 (含 )以 上,5

万元以下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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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储备型人才 (F类 )

l。 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2.具有中级职称的专技人才

3.35周 岁以下,符合本市紧缺工种目录、具有高级工(国

家三级 )职业资格的高技能人才

4.自 主创业并带动 3人及以上就业的普通高校或职业院

校毕业生

说明:

1.“世界 500强”
即美国 《财富》杂志每年评选的

“
全球最大 500家公司

”
。

2.国 际著名学术组织: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 (美 国 )— IEEE(The Institute of E1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电气工程师学会 (英 国 )— IEE(The Institutions of Electrical Engineers)

国 际 电 工 委 员 会 一 IEC(International E1ectrotcchnica1Colnnlission)

美国物理学会一APs(Alnerican Physica1society)

for Medical and Bio1ogical美国医药生物工程学会一AIMBE(Alnerican Institute

Engincering)

美国计算机协会一ACM(Association for Comptlting Machinery)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一AsME(Aln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sIAM)

美国航天航空学会 (AIAA)

英国皇家化学会 (RsC)

国际儿科肿瘤协会 (IntematiOna1society of Pediatric OncolOgy,sIOP)

世界儿科 感染 学会 (Wor1d Congress for Pediatric Infectious Diseases,WCPID)

世界眼科学会联盟(International Fcdcration of Ophtha1mo1ogical societies,IFOs)

WPA)世界精神病学协会 (wor1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世界心胸外科医师学会 (The world society of Cardiothoracic surgeons,WsCTs)

3.国 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 :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Priccwaterhouse Coopers)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De10itte&TouChe)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Ernst&Young)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KPMG)

捷安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AGN Intemational)

艾格斯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IGAF)

安博国际会计联盟 (INPACT Internationa1)

博太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Baker Ti11y Intemationa1)

贝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BKR Intemationa1)

德豪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BDO Intem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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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都寿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Fiducial G1obal)

浩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Horwath Intemational)

浩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HLB International)

华利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Morison Intemational)

均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克瑞斯顿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Krcston IntematiOna1)

罗申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RSM Intcmationa1)

联合会计师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CPAAI)

摩斯伦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Moorcs Rowland International)

4.国 际著名金融机构 :

美国高盛 (Go1dman sachs)

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摩根大通 (JPMorgan Chase)

花旗银行 (Citibank)

美国国际集团 (AIG,American Intemational GrOup)

英国汇丰银行 (HsBC)

法国兴业银行 (societc Genera1c)

法国巴黎银行 (BNP Paribas)

法国巴黎百富勤有限公司 (BNP Paribas Peregrinc)

荷 兰银 行 (ABN AMR0Bank)

荷兰国际集团 (ING Group)

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德累斯顿银行 (Dresdner Bank AG)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 (United Bank of switzerland)

日本瑞穗集团 (Mizuho Financia1GrOup,Inc,)

三 菱 UFJ金融 集 团 (Mitsubishi UFJ Financia1Group,Inc。 )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 (sumitom0Mitsui Financia1Group)

新加坡星展银行 (DBs Bank Limited)

贝莱德集团 (B1ackRock)

先锋资产管理 (Ⅴanguard Asset Management)

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 (state street G1obal Advisors)

富达投资集团 (Fide1ity InⅤ estments)

纽银梅隆投资管理公司 (BNY Me11on Invest。 Managenlent EMEA)

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美国资金集团 (Capital Group)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PIMC⑴

保德信投资管理公司 (Pramerica Investment Managcment Int.)

东方汇理资产管理公司 (Al△ undi)

5.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或泰晤士报 《全球顶尖大学排

行榜》排名前 150名 的境外大学,限申报年度最新排名。

6,世界著名乐团:

柏林爱乐乐团 (Berlin Philharlllonic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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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爱乐乐团 (Ⅴ ienna Philharlllon1c Orchestra)

伦敦交响乐团 (London sylllphony Orches"a)

芝加哥交响乐团 (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

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 (BaⅤ arian sylllphony Orchestra)

法国国家管弦乐团 (0rchestra National de Francc)

费城管弦乐团 (Philadelphia Orchestra)

克里夫兰管弦乐团 (Cleve1and Orchcstra)

洛杉矶爱乐乐团 (Los Angeles PhⅡ harmonic Orchcstra)

布达佩斯节庆管弦乐团 (Budapcst Festiva10rchestra)

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乐团 (Dresden staatskape1le)

波士顿交响乐团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纽约爱乐乐团 (New York Phi1harnlonic Orchestra)

旧金山交响乐团 (san Francisco symphony Orchestra)

以色列爱乐乐团 (Israe1Phi1harmonic Orchestra)

马林斯基剧院管弦乐团 (Mariinsky Thcatre Orchestra)

俄罗斯国家管弦乐团 (Russian Nationa10rchestra)

圣彼得堡爱乐乐团 (st Pctcrsburg PhⅡ harmOnic Orchestra)

莱比锡布商大厦乐团 (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

大都会歌剧院管弦乐团 (Metropohtan Opcra Orchestra)

捷克爱乐乐团 (Czech PhⅡ harmonic Orchestra)

慕尼黑爱乐乐团 (Dic Munchner PhⅡ harmonikcr)

德国广播交响乐团 (Deutsche Radio PhΙ 1ha rlllOn i e)

斯图加特爱乐乐团 (stuttgarter PhⅡ harmoniker)

北德广播爱乐乐团 (NDR Radio Phnharm。nic)

德国交响乐团 (Dresdner Phi1ha rlllon i e)

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 (Royal Concertgebouw Orchestra

多伦多交响乐团 (Toronto symphony Orchestra)

7.亚洲一流乐团:

马来西亚爱乐乐团 (Ma1aysian PhⅡ harmonic Orchestra)

新加坡交响乐团 (singaporc symphony Orchestra)

韩国ΚBs交响乐团 (KBs symphony Orchestra)

首尔爱乐乐团 (seoul Philharnlonic Orchcstra)

日本广播协会交响乐团 (NHK symphony Orchestra)

斋藤纪念管弦乐团 (saito Kinen Orchestra)

香港中乐团 (Hong Kong Chinese Orchcstra)

香港管弦乐团 (Tlle Hongkong Phi1ha rl△ cln i c)

8.国 际著名建筑奖:

普利兹克建筑奖 (Pritzker Prize)

金块奖 (Go1d Nugget)

国际建筑奖 (Intematioilal Prize for Architecture)

阿卡汉建筑奖 (Aga Khan Awards for Architecture)

亚洲建协建筑奖 (ARCAsIA Awards for Architecture)

开放建筑大奖 (0pen Architecture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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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 际著名文学奖:

美国国家图书奖 (National Bc,ok Award)

普利策文学奖 (Pulitzer Prizc for Literature)

英国布克奖 (The Man B00ker Prize)

法国龚古尔文学奖 (Prix Goncourt)

10.国 际著名电影、电视、戏剧奖:

奥斯卡电影金像奖 (Academy Awards)

戛纳电影节 (Fcstival Dc Cames)

威尼斯电影节 (venice InternatiOnal FⅡ m Festival)

柏林电影节 (Ber1in InternatiOna1FⅡ m Festival)

香港电影金像奖 (Hong Kong Film Awards)

台湾金马奖 (Golden H0rse Awards)

艾美奖 (跏my Awards)

班夫世界电视节奖 (Banff World TeleⅤ ision FcstiⅤ al)

东尼奖 (To11y′ s Awards)

11.国 际著名音乐奖:

格莱美音乐奖 (Grammy Allfa rds)

英国水星音乐奖 (Mercury Prizc)

美国乡村音乐协会大奖 (CMT Music Awards)

全美音乐奖 (Alllerican Music Awards)

全英音乐奖 (British Record Industry Trust Awards)

公告牌音乐大奖 (Bi11board Mtlsic Awards)

朱诺奖 (Jun。 Awards)

保拉音乐奖 (Po1ar Prize)

12,国 际著名广告奖:

美国金铅笔奖 (Thc One sh0w)

伦敦国际广告奖 (London Internationa1Advertising Awards)

戛纳广告大奖 (cames Lions Advertising Campaign)

莫比杰出广告奖 (The Mobius Advertising Awards)

克里奥国际广告奖 (C1io Awards)

纽约广告奖 (The New York Festivals)

13.国 际著名投资机构 :

软银中国资本 (softbank China Ⅴenturc Capita1)

美国国际数据集团 (Intemati0na1Data Group)

凯雷投资集团 (The carlyle GrOup)

法国巴黎百富勤融资有限公司 (BNP Paribas Peregrine Capital Limited)

荷银融资亚洲有限公司 (Abn Alllr0′ s Financing Asia Co,,Ltd)

博资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0rchid Asia Group Managenlent Ltd)

英高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The Allglo Chinese GrOL1p)

亚洲融资有限公司 (DBs singapore)

兆丰资本 (亚 洲 )有限公司 (Mega Capital(Asia)C0mpany Limitcd)

贝尔斯登亚洲有限公司 (Bear stearns Cos,)

加拿大怡东融资有限公司 (Canadian Eastem Finance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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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 (The Bank0f China Group)

时富融资有限公司 (Cclcstial Asia securities Holdings Limited)

里昂证券资本市场有限公司 (CLsA Λsiaˉ Pacific Markets)

京华山一企业融资有限公司 (Corc Pacificˉ Yallla i ch i)

群益亚洲有限公司 (The capital Group)

14,该 目录将定期修订,更新完善。

15,该 目录由市人才办和人社局负责解释。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张家港保税区、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党政办公室。

张家港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⒛21年 9月 3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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