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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JATD简介JATD是什么？
江苏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成立于2015年5月，是江苏省依托南京理工大学成立的人才决策研究

咨询机构，于2016年获批省重点培育高端智库。

JATD需要什么样的成员？

JATD可提供什么样的职位？

关注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和各领域人才发展动态

能够独立开展相关基础和应用研究

愿意投身研究咨询事业，为政府治理提供优化方案

选择江苏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JATD）   
用您的思想影响公共决策

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事业编制）

博士后

为什么选择JATD？
实现个人价值

用您的思想影响公共决策。

　  与优秀的人共事
与相关领域资深学者、公共决策领导层共议要事。

工作环境宜人
研究院位于中国江苏省省会南京市、紫金山南麓、南京理工大学校区，风景优美，交通便利（南京
地铁2号线下马坊站和孝陵卫站分别位于校区3号门和1号门），周边生活设施齐全，社会资源丰富
（优质幼儿园及小学、三甲医院等）。

　  待遇优厚
具有竞争力的报酬和各类补贴；
有机会申报各级人才引进项目；
可保证的人才公寓，并提供不低于26万元的住房待遇；
可获取的优质教育医疗资源；
每年最长达12周的带薪休假（国家法定节假日未计算在内）；
以及其它值得期待的回报。

如您有意加入江苏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请将简历发送至：jatd2015@163.com
联系人：陆蒨

联系电话：025-84303961
通讯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200号

附：JATD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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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成立背景

设立宗旨
研究院旨在汇聚一流研究力量，对人才发展战略问题进行综合性、长期性、前瞻性研究，为党委
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咨询意见和人才服务。

建设目标
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专业化新型智库。

组织架构

主要职能
　统筹引领江苏人才研究工作
　围绕重大人才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研究工作
　承办江苏省社科研究（人才发展）课题的组织申报、立项管理等工作
　编辑出版互联网和纸质媒体人才书刊，发布江苏人才微刊
　举办人才发展专家峰会
　承办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委托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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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管理机制
研究院实行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管委会由江苏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

江苏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成立于2015年5月，
是江苏省依托南京理工大学成立的人才决策研究咨询机构，
于2016年获批省重点培育高端智库。

一、管理委员会

二、院长

廖文和　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江苏省人
才创新创业促进会副会长，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国家“万人计划”领
军人才。

副主任
　　南京理工大学主要负责人
　　江苏省人才创新创业促进会主要负责人

成员
　　江苏省委宣传部负责人
　　江苏省人社厅负责人
　　江苏省教育厅负责人
　　江苏省科技厅负责人
　　江苏省财政厅负责人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要负责人

胡金波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原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省人才办主任。

主任

研究院实行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管委会由江苏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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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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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颢瀚
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政协常委、学委会副主任，江苏

省中青年首席科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江苏省委

决策咨询专家。

   王庆五
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政府参事室主任。

 

赵曙明
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企业管理国

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人力资源研究会副会长，最早

将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引入中国。

王辉耀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

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

王通讯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才学理论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

一, 中国人才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吴江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

才学研究三十年突出贡献奖获得者。

赵永乐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才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我国最早开展人才研究的专家之一，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

特聘专家。

桂昭明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才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央

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特聘专家，其在人才资源与经济发展相关

性方面的研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余兴安
研究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沈荣华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特聘专家，中国人才

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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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
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才合作交

流研究中心负责人，东南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研

究方向为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创

新、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等。

周小虎
教授，博士生导师。科教人才研

究中心负责人，南京理工大学创

业教育学院副院长，中国企业管

理研究会副理事长。研究方向为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科教人才

理论与政策。

王慧敏
教授，博士生导师。企业人才研

究中心负责人，河海大学商学院

副院长。研究方向为人才强企机

理、企业人才竞争力理论与实

践。

教授，博士生导师。区域人才研

究中心负责人，江苏省科技服务

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软科学研

究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技术

创新管理，人才、区域经济和产

业发展。

04 研究主力

廖文和
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人才发

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

人才战略、人才政策。

孔捷
教授。江苏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

办公室主任。研究方向为新兴产

业人才分布、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

孙斌
研究员。人才信息研究中心负责

人，江苏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党委

书记，国家特殊津贴专家。研究

方向为科技战略、科技平台建设

及科技评估。

吴智深
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才制度研

究中心负责人，“千人计划”国

家特聘专家，东南大学校长特别

助理。研究方向为高层次人才、

产业人才战略。

凌迎兵
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才培养研

究中心负责人，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研究方向为

应用统计、人口经济。

李程骅
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才引进研

究中心负责人，《群众》杂志社

副总编，《南京社会科学》杂志

总编。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城

市化战略与城市经济转型。

05 影响力 
研究院的系列活动和研究成果多次获主流媒体专题报道，
部分成果被相关决策部门采纳并获重要批示。
一、品牌工作
　汇智平台集聚大家思想
每年举办各类高层次人才会议，就重大发展议题广开言路。
（1）2015年起，研究院已连续举办3届江苏人才发展专家峰会

首批“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施一公院士做主旨报告

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陈实博士做主旨报告

（2）召开高层次人才主题研讨会

（3）召开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研讨会

研讨会现场 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有为做主题发言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逯利军做主题发言

研讨会现场 中国人事报刊社社长张宝忠做主旨发言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

特聘专家桂昭明做主旨发言

第三届主题：
“扫描全球人才资源，推进产才融合发展”

第一届主题：
“十三五”江苏创新驱动与人才发展

第二届主题：
“优化人才供给，打造创新园区”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特聘专家
沈荣华做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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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博士生导师。区域人才研

究中心负责人，江苏省科技服务

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软科学研

究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技术

创新管理，人才、区域经济和产

业发展。

04 研究主力

廖文和
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人才发

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

人才战略、人才政策。

孔捷
教授。江苏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

办公室主任。研究方向为新兴产

业人才分布、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

孙斌
研究员。人才信息研究中心负责

人，江苏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党委

书记，国家特殊津贴专家。研究

方向为科技战略、科技平台建设

及科技评估。

吴智深
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才制度研

究中心负责人，“千人计划”国

家特聘专家，东南大学校长特别

助理。研究方向为高层次人才、

产业人才战略。

凌迎兵
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才培养研

究中心负责人，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研究方向为

应用统计、人口经济。

李程骅
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才引进研

究中心负责人，《群众》杂志社

副总编，《南京社会科学》杂志

总编。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城

市化战略与城市经济转型。

05 影响力 
研究院的系列活动和研究成果多次获主流媒体专题报道，
部分成果被相关决策部门采纳并获重要批示。
一、品牌工作
　汇智平台集聚大家思想
每年举办各类高层次人才会议，就重大发展议题广开言路。
（1）2015年起，研究院已连续举办3届江苏人才发展专家峰会

首批“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施一公院士做主旨报告

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陈实博士做主旨报告

（2）召开高层次人才主题研讨会

（3）召开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研讨会

研讨会现场 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有为做主题发言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逯利军做主题发言

研讨会现场 中国人事报刊社社长张宝忠做主旨发言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

特聘专家桂昭明做主旨发言

第三届主题：
“扫描全球人才资源，推进产才融合发展”

第一届主题：
“十三五”江苏创新驱动与人才发展

第二届主题：
“优化人才供给，打造创新园区”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特聘专家
沈荣华做主旨报告



　大数据揭示人才竞争实力
每年开展江苏设区市、县（市）、本科、高职、工业企业、开发园区等6大领域人才竞争力研究。
（1）2015年人才竞争力系列报告：通过5.6万多个基础数据分析江苏人才发展现状，其中江苏高
校、工业企业及园区人才竞争力等研究首开国内先河。

　专业分析精准定位全球人才

6大领域人才竞争力报告（2015） 报告获第14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二等奖

纳米科技领域人才地图

新闻发布会现场 Jeffrey W. Sl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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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40

60

80

100

12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Jeffrey W.
Sleight
Peng Liu

Yang Wei

Brent M. Segal

Claude L. Bertin

Chen Feng

Thomas Rueckes

Liang Liu

Kai-li Jiang

05 影响力  

　战略研究简报传递最新观点
以简报为纽带，打通决策部门与咨询机构思想观点交流渠道。目前，简报报送中组部人才局、省
委组织部、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相关单位及个人。

新闻发布会现场
2016江苏区域创业
人才竞争力研究报告

2017江苏设区市创业
人才竞争力研究报告 新闻发布会现场新闻发布会现场

6大领域人才竞争力报告（2016）

（2）2016年人才竞争力系列报告：首开江苏区域创业人才竞争力研究先河。

（3）2017年人才竞争力系列报告：通过7.8万多个基础数据分析江苏人才发展现状。

6大领域人才竞争力报告（2017）

智能制造领军人才地图

2016年，研究院开展纳米科技领域人才地图研究。2017年，研究院在全国率先开展全球智能制
造装备领域领军人才地图研究，研究成果获省委常委批示，并报送省委书记；获省委宣传部《智
库专报》刊发，并报送省四套班子主要领导。

研究院发布人才地图研究成果

发布会现场



二、媒体报道及部分批示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研究院院长廖文和教授接受新华日报记者专访，就我国如何集聚
海内外高端人才建言献策。 

　专项研究紧贴决策需求

江苏“十三五”人才发展规划专项研究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专项研究

05 影响力 



二、媒体报道及部分批示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研究院院长廖文和教授接受新华日报记者专访，就我国如何集聚
海内外高端人才建言献策。 

　专项研究紧贴决策需求

江苏“十三五”人才发展规划专项研究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专项研究

05 影响力 



二、媒体报道及部分批示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研究院院长廖文和教授接受新华日报记者专访，就我国如何集聚
海内外高端人才建言献策。 

　专项研究紧贴决策需求

江苏“十三五”人才发展规划专项研究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专项研究

05 影响力 



06 大事记 

2015年5月12日
江苏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在南京理工大学成立

2015年10月21日
研究院应邀出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蓝皮书发布会” 

2015年11月23日
研究院应邀出席“2015年全国人事人才科研工作交

流会暨‘创新驱动与人力资源新战略’研讨会”

2015年12月18日
研究院举办“2015江苏人才发展专家峰会”

2016年4月28日
研究院召开“学习贯彻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的意见》研讨会”

2015年7月1日
研究院应邀出席中央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小组

举办的“长江经济带国际人才论坛”

2015年10月25日
研究院召开“省‘十三五’人才发展规划专题研究研讨会”

2015年12月9日
研究院召开“江苏省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发布会”

2015年12月29日
研究院召开“江苏省企业·高校·园区人才竞争力

报告发布会”

2016年12月1日
研究院举办“2016江苏人才发展专家峰会”

2016年12月23日
研究院召开“江苏高校、区域、开发

区、工业企业人才竞争力报告发布会”

2017年5月7日
研究院召开“智能制造装备领域全球领军人才信息

资源与分布研讨会”

2017年11月6日
研究院召开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研讨会

2016年12月23日
研究院召开高层次人才主题研讨会

2017年12月28日
研究院召开“江苏人才竞争力报告（2017）发布会”

2018年1月18日
研究院举办“第三届人才发展专家峰会”

2017年9月23日
研究院召开“智能制造装备领域全球领军人才信息

资源与分布研究成果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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