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高端领军人才认定
办事指南

一、政策依据

1.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集聚人才创新发展若干措施（

穗南开管办〔2017〕1号）

    

2.关于印发《关于落实“三区一中心”战略部署优化提升广州南

沙新区（自贸片区）“1+1+10”产业政策体系文件的通知》的

通知（穗南开管办〔2020〕1号）    

3.关于印发《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集聚人才创新发展

若干措施实施细则》的通知（穗南开人发规字〔2020〕2号），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二、申报条件

（一）在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及其受托管理范围内

，符合《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的人才可申报“南沙区杰出人

才”、“南沙区优秀人才”、“南沙区青年后备人才”，其中

：

1.申报认定高端领军人才A证，须同时符合《实施细则》第

六条第（一）项所列创业条件；

2.申报认定高端领军人才B证，须同时符合《实施细则》第

六条第（二）项所列长期创新条件；（高端领军人才B证预认定



按《关于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高端领军人才预认定申报

事项的通知》办理，详见https://qiye.gzns.gov.cn/eisw/news/notice/

details/190）

3.申报认定高端领军人才C证，须同时符合《实施细则》第

六条第（三）项所列短期创新条件；

    

（二）已经认定的南沙区高端领军人才达到更高级别认定条件

或变更证书类别（A/B/C证）的，可适用本指南申报相应级别或

类别的人才认定；

（三）符合《实施细则》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所列单位

的人才不列入本指南认定对象。

《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集聚人才创新发展若干措施

实施细则》详见https://qiye.gzns.gov.cn/eisw/news/industry/details/5

2。

三、申报时间及方式

（一）高端领军人才认定项目年度定期受理，申报认定单

位自即日起可自行登录南沙区企业综合服务平台（https://qiye.gz 

ns.gov.cn/）提交材料进行预审，预审通过后，于5月14日17:00前

将完整纸质申报材料交至“大湾区国际人才一站式服务窗口”<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6 

7号二楼(中国(广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国际人才港)南沙人才

一站式政务服务大厅3-8号窗口)>，联系电话：020-12345）；



（二）纸质材料受理时间：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上午9:00

-12:00，下午13:00-17:00。

四、申报材料

（一）基本材料：

    

1.《广州市南沙新区（自贸片区）杰出人才、优秀人才、青年后

备人才认定申报表》原件（见附件1，须加盖单位公章）；

    2.人才创办企业或引进单位的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3.申报人有效身份证明材料（包括身份证、护照、回乡证、台胞

证等）；

    

4.可以证明申报人符合《实施细则》第五条认定标准相关条款的

证明材料；

5.引进单位出具的个人现实表现证明材料，证明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申报人在引进单位任职情况、是否全职、工作时间，申

报人依法纳税、无不良诚信记录、无侵犯知识产权、违反保密

协议、竞业禁止行为，无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等；

6.经办人非申报人本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

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7.如有外文材料（论文除外）需提供翻译件。

（二）申报认定高端领军人才A证，另需提供：



1.工商部门出具的股权证明材料（需在企业所在地工商管理

部门的工商登记系统查询打印公司章程，并加盖工商管理部门

资料查询专用章，章程查询打印盖章时间有效期可放宽至申报

期开始的前一个月）；

2.公司估值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投资方在基金业协会备案

的证明材料、投资协议、资金到位证明等（本人在企业实际性

权益持股30%以上的不需提供此项材料）；

3.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或上一年度财政审计

报告等资金到位证明材料，证明项目的实缴资本不少于1000万

元，或A轮融资已获得风险投资500万元以上且实缴货币出资不

少于500万元；

4.创业团队核心成员中至少2人（需为单位高级管理人员或

相当层次职务人员）全职在南沙工作的聘用协议、社保缴纳证

明、任职证明；

5.提交以下材料之一：

    

（1）全职职工不少于5人的，提交5人以上全职在南沙工作的聘

用协议、社保缴纳证明；

（2）企业场地不少于300平米的，提交不动产权证复印件

或场地租赁合同、租赁费用发票；

6.核心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三）申报认定（预认定）高端领军人才B证，另需提供：

1.聘用协议（明确聘用期为5年以上且全职在本区工作）；



2.在本区引进单位连续缴纳3个月以上社保证明（外籍人员

、港澳台人员、已退休人员和从高校、科研院所引进的人才按

事业单位管理的在岗专业技术人员提供连续缴纳3个月以上纳税

证明）。

（四）申报认定高端领军人才C证，另需提供：

1.聘用协议（明确聘用期为3年以上且每年在用人单位工作

时间不少于3个月）;

2.外籍人才提供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

（五）申报材料提交、装订及其他要求

    

1.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需编写页码和目录，以A4纸型制作，

胶装成册（封面见附件2）。复印件须加盖所在单位公章并注明

与原件相符，提交受理窗口时需携原件现场核验；

2.开发区人才发展局必要时可以要求申报人补充提供其他相

关佐证材料。

五、业务主管部门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发展局

联系电话：020-39053678

邮箱地址：nsqrcj@126.com

    六、办理时限

42个工作日（扣除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组织评审论证、

公示所需的时间），特殊情况除外。



七、申报流程

（一）申报。申报人登录南沙区企业综合服务平台进行注

册，下载填报《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杰出人才、优秀人

才、青年后备人才认定申报表》，并将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系统

进行网上预审。

（二）受理。预审通过后，申报人按照办事指南要求带齐

纸质材料到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递交。区政务服务中心负责形

式审查，符合条件且提交的资料齐全，予以受理，并移交业务

主管部门；符合条件但材料不齐全，一次性告知限期补正资料

；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三）审查。开发区人才发展局参照高端领军人才认定标

准，委托专业机构通过专家评审、调查核实等方式提出认定意

见，按程序上报核准。

（四）公示。经核准符合人才认定条件的人选，在南沙区

企业综合服务平台进行公示。

（五）发证。经公示无异议的，开发区人才发展局颁发相

应的高端领军人才证书。

     八、其他事项

（一）开发区人才发展局负责解释高端领军人才认定申报

事宜。

    

（二）申报人和申报单位应如实提供申报材料，对材料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负责。申报人及其所在单位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的，



经查实后，取消申报人的申报资格，计入不良诚信记录，并取

消该申报人及申报单位3年内申报相关人才政策支持的资格。

附件：1.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杰出人才、优秀人才

、青年后备人才认定申报表

2.纸质申报材料装订封面样式



附件1-1

申报编号：                                       

填表前请认真阅读《填写说明》

       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 
     杰出人才、优秀人才、青年后备人才认定

    申报表
   (创业人才)

申报人：

联系电话：

申报单位：

经办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联系人邮箱：

填表日期：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发展局



填写说明

请按照《填写说明》的要求填写完整信息，不得空项、漏项。申报表打印后随同纸质申报材

料胶装入册，本说明无需装订在内。

    一、封面

    （一）申报编号

     由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发展局填写。

    （二）申报人

    请填写申报人中、外文名；如无外文名，请填写汉语拼音。

    （三）申报单位

    创业人才创办企业全称；

    （四）联系人、联系电话

    分别对应提供人才本人联系电话和经办人联系电话。

经办联系人应为具体负责该项工作的人员，熟悉申报人、申报材料的相关情况。联系电话请

同时填写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保证联系畅通。

    二、申报表正文

    （一）姓名

    指申报人的中、外文姓名。请填写中、外文名；如无外文名，请填写汉语拼音。

    （二）照片

    
为近期小两寸正面免冠证件照。可以是胶质照片，也可以是直接打印的照片。请直接制作到申报

表电子文档中，并提供单独电子版照片（大小为3.3×4.4厘米，300像素/英寸）。

    （三）国籍

指申报人现在的国籍。

    （四）海内外学习经历和海内外工作经历

 
请简要、完整描述申报人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每一段经历均应有明确的起始和终止日期，具体到

月份。

学习经历从大学本科填起。请写清楚每阶段经历的所在国家、院校、专业及学历、学位的全

称，同时提供毕业证书复印件作为附件。

工作经历请写清楚每阶段经历的所在国家、单位、职务。兼职经历请注明。    
    （五）本人承诺

请申报人亲笔签字作为承诺。请勿空缺，请勿由他人代签。如申报人在国外，可单独传真承

诺书和签字。

    （六）申报单位意见

由申报单位填写并加盖法定（授权）代表人签章、单位公章。请简要说明：1.对申报材料的

意见；2.是否符合申报条件；3.是否同意申报。





姓名 中文名：                英文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日

国籍 出生地     省   市（县）

照片

民族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码（或护照号码 ）  

联系手机 E-mail
 

学历 学  位  专业技术职称

地址  

    专业领域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与健康（生物技术与新医疗、创新药物）

新材料与高端装备      智能制造       新能源与节能环保      新能源汽车                     

城市规划、建筑        航运物流业     金融服务业            商贸服务业

    专业服务业            文化创意       现代都市农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其他

    其它，请注明：                                       

   现工作单位 职务

  
申报认定层次

     A证

 
 杰出人才      优秀人才     青年后备人才

（原认定层次）                                              

（首次认定无需填写）

 名称

 地址

 注册资本

申报人创办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本人持股比例：               

全职职工人数：               

企业场地面积：               

项目A轮融资：               

企业实缴货币出资：           



认定依据

（何时获何奖，担任何职务，符合实施细则第几层次第几点，符合多个条款

的，可以全部列出）

海内外学习经历（自本科填起）

起止时间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学历和学位 授学位国

-

-

-

海内外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曾任职务 从事工作

-

-

-

技术专长



主要学术成果/工作业绩

承担工作项目名称 完成情况 记录分类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论文被收录和引用情况

论文标题/著作名称 刊物名称 刊物主办单位/著作出版社 被收录或被引用情况 发表时间

授权发明专利

专利名称 类别 获专利国家 批准部门 获专利时间



本人承诺上述申报信息均真实有效。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意见

（所在单位意见）

                                     
法人单位授权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南沙政务服务

中心初审意见                      初审人签名：

       年   月   日

开发区人才发展

局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区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认定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证书号码 备注



附件1-2

申报编号：                    

填表前请认真阅读《填写说明》

       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 
     

杰出人才、优秀人才、青年后备人才认定
申报表

            (长期创新人才)
   

申报人：

联系电话：

申报单位：

经办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联系人邮箱：

填表日期：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发展局



填写说明

请按照《填写说明》的要求填写完整信息，不得空项、漏项。申报表打印后随同纸质

申报材料胶装入册，本说明无需装订在内。

    一、封面

    （一）申报编号

     由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发展局填写。

    （二）申报人

    请填写申报人中、外文名；如无外文名，请填写汉语拼音。

    （三）申报单位

     长期创新人才工作单位全称。

    （四）联系人、联系电话

    分别对应提供人才本人联系电话和经办人联系电话。

经办联系人应为具体负责该项工作的人员，熟悉申报人、申报材料的相关情况。联系

电话请同时填写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保证联系畅通。

    二、申报表正文

    （一）姓名

    指申报人的中、外文姓名。请填写中、外文名；如无外文名，请填写汉语拼音。

    （二）照片

    
为近期小两寸正面免冠证件照。可以是胶质照片，也可以是直接打印的照片。请直接制作

到申报表电子文档中，并提供单独电子版照片（大小为3.3×4.4厘米，300像素/英寸）。

    （三）国籍

指申报人现在的国籍。

    （四）海内外学习经历和海内外工作经历

请简要、完整描述申报人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每一段经历均应有明确的起始和终止日

期，具体到月份。

学习经历从大学本科填起。请写清楚每阶段经历的所在国家、院校、专业及学历、学

位的全称，同时提供毕业证书复印件作为附件。

工作经历请写清楚每阶段经历的所在国家、单位、职务。兼职经历请注明。    
    （五）本人承诺

请申报人亲笔签字作为承诺。请勿空缺，请勿由他人代签。如申报人在国外，可单独

传真承诺书和签字。

    （六）申报单位意见

由申报单位填写并加盖法定（授权）代表人签章、单位公章。请简要说明：1.对申报

材料的意见；2.是否符合申报条件；3.是否同意申报。



姓名 中文名：              英文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日

国籍 出生地     省   市（县）

照片

民族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码（或护照号码 ）  

联系手机 E-mail
 

学历 学  位  专业技术职称

地址  

专业领域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与健康（生物技术与新医疗、创新药物）

新材料与高端装备      智能制造       新能源与节能环保      新能源汽车                     

城市规划、建筑        航运物流业     金融服务业            商贸服务业

    专业服务业            文化创意       现代都市农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其他

其它，请注明：                                       

  
申报认定层次

B证

 
      杰出人才     

        优秀人才 

      青年后备人才

（原认定层次）                                              

（首次认定无需填写）

     
每年在本区的工作时间：

                           
  (需与劳动合同约定内容一致)

 引进单位名称 职    务

 引进单位地址
引进单位联系

人及联系电话



申报认定依据

（何时获何奖，担任何职务，符合实施细则第几层次第几点，符合多个条款

的，可以全部列出）

海内外学习经历（自本科填起）

起止时间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学历和学位 授学位国

-

-

-

海内外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工　作　单　位 曾任职务 从事工作

-

-

-

-

技术专长



主要学术成果/工作业绩

承担工作项目名称 完成情况 记录分类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论文被收录和引用情况

论文标题/著作名称 刊物名称 刊物主办单位/著作出版社 被收录或被引用情况 发表时间

授权发明专利

专利名称 类别 获专利国家 批准部门 获专利时间



本人承诺上述申报信息均真实有效。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引进单位意见
                                     

法人单位授权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南沙政务服务

中心初审意见

                                     
   初审人签名：

                                        年   月   日

开发区人才发展

局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区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认定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证书号码 备注

附件1-3

申报编号：                    



填表前请认真阅读《填写说明》

       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 
     杰出人才、优秀人才、青年后备人才  

   认定申报表
   (短期创新人才)

申报人：

联系电话：

申报单位：

经办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填表日期：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发展局

填写说明

 



请按照《填写说明》的要求填写完整信息，不得空项、漏项。申报表打印后随同纸质申报

材料胶装入册，本说明无需装订在内。

    一、封面

    （一）申报编号

     由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发展局填写。

    （二）申报人

    请填写申报人中、外文名；如无外文名，请填写汉语拼音。

    （三）申报单位

     短期创新人才工作单位全称。

    （四）联系人、联系电话

     分别对应提供人才本人联系电话和经办人联系电话。

 
经办联系人应为具体负责该项工作的人员，熟悉申报人、申报材料的相关情况。联系电话

请同时填写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保证联系畅通。

    二、申报表正文

    （一）姓名

    指申报人的中、外文姓名。请填写中、外文名；如无外文名，请填写汉语拼音。

    （二）照片

    
为近期小两寸正面免冠证件照。可以是胶质照片，也可以是直接打印的照片。请直接制作

到申报表电子文档中，并提供单独电子版照片（大小为3.3×4.4厘米，300像素/英寸）。

    （三）国籍

指申报人现在的国籍。

    （四）海内外学习经历和海内外工作经历

请简要、完整描述申报人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每一段经历均应有明确的起始和终止日

期，具体到月份。

学习经历从大学本科填起。请写清楚每阶段经历的所在国家、院校、专业及学历、学

位的全称，同时提供毕业证书复印件作为附件。

工作经历请写清楚每阶段经历的所在国家、单位、职务。兼职经历请注明。    
    （五）本人承诺

请申报人亲笔签字作为承诺。请勿空缺，请勿由他人代签。如申报人在国外，可单独

传真承诺书和签字。

    （六）申报单位意见

由申报单位填写并加盖法定（授权）代表人签章、单位公章。请简要说明：1.对申报

材料的意见；2.是否符合申报条件；3.是否同意申报。

 

姓名 中文名：               英文名： 照片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日

国籍 出生地   省    市（县）

民族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码（或护照号码 ）  

联系手机 E-mail
 

学历 学  位  专业技术职称

通讯地址  

  专业领域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与健康（生物技术与新医疗、创新药物）

新材料与高端装备      智能制造       新能源与节能环保      新能源汽车                     

城市规划、建筑        航运物流业     金融服务业            商贸服务业

    专业服务业            文化创意       现代都市农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其他

其它，请注明：                                       

  原工作单位   职  务

 本区引进单位   职  务

 
引进单位地址

引进单位联系

人及联系电话

   引进来源      省内引进        省外引进           国(境)外引进

   合同聘期
（    ）个月：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其中，每年在本区的工作时间：                     （需与服务合同约定内容一致）

 申报认定层次

  C证              杰出人才         优秀人才       青年后备人才 

（原认定层次）                                  （首次认定无需填写）



 
来区工作设想

（主要包括短

期创新拟解决

的问题、工作

目标、主要形

式、项目概况

、预期贡献及

现有基础、团

队等）



认定依据

（何时获何奖，担任何职务，符合实施细则第几层次第几点，符合多个条

款的，可以全部列出）

海内外学习经历（自本科填起）

起止时间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学历和学位 授学位国

-

-

-

海内外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工　作　单　位 曾任职务 从事工作

-

-

-

技术专长



主要学术成果/工作业绩

承担工作项目名称 完成情况 记录分类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论文被收录和引用情况

论文标题/著作名称 刊物名称 刊物主办单位/著作出版社 被收录或被引用情况 发表时间

授权发明专利

专利名称 类别 获专利国家 批准部门 获专利时间



本人承诺上述申报信息均真实有效。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意见

（所在单位意见）

                                     
法人单位授权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南沙政务服务

中心初审意见
                     初审人签名：

       年   月   日

开发区人才发展

局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区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认定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证书号码 备注

附件2



   2021年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 

  高端领军人才认定申报材料

     申 报 人 ：              张 三             

    申报认定层次/类别：      杰出人才A证            

    申报单位（公章）：   XX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注：采用A4板式，浅绿色卡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