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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番禺区高层次人才服务卡申领指南 

 

一、发布依据 

（一）《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集聚产业领军人才的实施意见》（番发〔2016〕11 号） 

（二）《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组织部等三部门印发<番禺区高

层次人才服务保障制度>的通知》（番组〔2016〕101 号） 

（三）《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番禺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番发〔2018〕

16 号） 

（四）《番禺区关于扩大高层次人才服务卡发放范围的实施

方案》 

二、高层次人才服务卡的种类 

番禺区高层次人才服务卡分为白金卡、金卡两种，与番禺民

生卡融为一体，具有身份标识、服务优惠、金融服务等功能。 

三、申领条件 

（一）白金卡 

在番禺区注册的企业、科研机构或本区所属教学、医疗机构

工作或创业的优秀人才，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1.两院院士、国外科学院院士、国外工程院院士，诺贝尔奖

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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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3.中央、省、市评定的、在管理期内的下列专家：国家重大

人才工程入选者、省“珠江人才计划”专家、广州市“百人计划”

专家、广州市杰出专家、广州市优秀专家、广州市青年后备人才、

广州市“121 人才梯队工程”、“岭南英杰工程”后备人才。 

4.获得广州市奖励、资助项目的下列人才：“羊城创新领军

人才”、“羊城创新创业服务领军人才”、“杰出产业人才”和“产

业高端人才”。 

5.获得广州市下列奖励、资助项目的 1 名团队带头人或企业

负责人：“羊城创业领军团队”、“羊城创新领军团队”、“引才成

绩突出企业”。 

6.持有“广东省人才优粤卡”或“广州市人才绿卡”并在番

禺区工作、创业的各类人才。 

    7.根据《广州市领导干部联系高层次人才工作制度》规定，

由市领导联系的番禺区高层次人才。 

    8.通过《番禺区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引进支持办法》、《番禺区

产业领军人才贡献奖励办法》获得奖励或资助的各类人才（《番

禺区产业领军人才奖励办法》第三章的“产业急需紧缺人才”和

第四章“企业人才培育成长”专项获评的人才除外）。 

9.高级专业人才，主要包括： 

（1）番禺区卫生健康局下属医疗机构的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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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番禺区教育局下属学校的正高级教师。 

10.高端管理人才，主要包括： 

（1）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企业区域总部副职以上高级

管理人员 1 名。 

（2）年留区税收 2000 万元以上企业的主要负责人 1 名。 

（3）近三年在番禺区累计投资额 5 亿元以上企业的主要负

责人 1 名。 

（4）年纳税 1000 万元以上企业的董事长。 

11.其他上级认定的高层次人才或在番禺区各行业作出突出

贡献、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其他高层次人才。 

（二）金卡 

1.番禺区“1+4”产业人才政策评选出的急需紧缺人才、成

长型企业人才和引才突出单位主要负责人。 

2. 在本区依法登记注册、纳税的名优企业的各类人才。 

四、服务待遇 

（一）白金卡 

1.医疗卫生便利服务。由区卫生健康局组织，具体由区属医

疗机构（番禺区中心医院、番禺区中医院、番禺疗养院、番禺区

何贤纪念医院）负责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免门诊诊查费服务。医院

设专门联系人，组建诊疗服务团队，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优诊一条

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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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女入学便利服务。区教育局优先安排区内公办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学位，并让高层次人才子女享受地段生待遇。在政策允

许范围内优先安排公办幼儿园或民办普惠性幼儿园优质学位。对

高层次人才子女就读非公办学校、幼儿园的，区教育局给予协调。 

3.培训提升。区委组织部邀请高层次人才参加“番禺大学堂”

等培训学习活动。 

4. 人才免费体检服务。由区人社局组织人才参加免费体检。 

5.区内国有旅游景点免门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区财

政局落实莲花山旅游区、宝墨园、南粤苑、余荫山房等旅游景区

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免门票待遇。 

6.出入境签证绿色通道。区公安分局为高层次人才快捷办理

出入境签证。 

7.政务绿色通道。区政务办设置高层次人才服务专窗，优先

为人才办理办证、咨询、注册等各种事务。 

8.引进人才入户绿色通道。对符合入户条件的，区公安分局

给予快捷办理。 

9.居住证申办绿色通道。区委政法委协调各镇（街）来穗人

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简称“来穗中心”）优先为高层次人

才办理《广东省居住证》，并提供免费“送证上门”服务。 

10.配偶就业绿色通道。区人社部门为高层次人才配偶优先

推荐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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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智慧出行。享受大夫山森林公园南北门停车场缴停车费

8 折，区内公交乘车满 15 次后 6 折等优惠。 

12.商盟优惠。在八爪鱼跨境电商、中庭咖啡、爱在田园、

安禺数码等民生卡 APP 进驻商家中消费可享受一定折扣。 

13.为民金融服务。金卡具备银联卡功能，可用于存款（每

月首 3 笔跨行取款免费）、智慧理财等。 

14.生活服务应用。金卡可用于政府补贴发放、购买香港车

票/船票、查询水费、缴纳电视费、手机充值、社区达人服务、

饭堂缴费、电子书刊/数字报纸阅读、在线办理身份证/机动车牌

/驾驶证/港澳台签注等。 

（二）金卡 

持金卡的高层次人才享受上述第 5至第 14 项服务待遇。 

五、申领材料 

（一）白金卡 

1.符合申领条件的相关高层次人才证明材料（原件彩色扫

描）; 

2.《番禺区高层次人才服务卡申领表》（在线填写后生成表

格，由单位或主管部门加盖公章后彩色扫描上传）; 

3.所在单位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单位

公章后彩色扫描）; 

4.有效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后彩色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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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地居民需提供本人居民身份证。 

（2）具有港澳台身份的需提供本人《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若无，则港澳同胞提供回乡证和当地身份证，台湾同胞提供台胞

证和当地身份证。 

（3）外籍人士需提供本人护照。 

（4）取得外国永久（长期）居住权、仍持有中国护照的人

员，提交本人护照和外国永久居留证明。 

5.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大一寸标准证件照（电子版）。 

（二）金卡 

上述白金卡申领材料第 3 至第 5 项。 

六、申领流程 

（一）白金卡 

1.网上申报。申领单位（个人）登陆“番禺区高层次人才白

金卡申领系统”（http://b.pyrc.com.cn/pyrsj/），在线填写申

报，并上传相关申领材料。上传材料可以 gif、jpg、pdf、doc

等格式上传，材料为文字正向，不可颠倒，且清晰可辨。 

2.审核。经办部门对网上申领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在审查过

程提出需修正或补充的事项，直接通知申领单位（个人）在网上

修改。 

3.制卡发卡。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数据录入，并

由区政务服务中心通知申领人本人到窗口办理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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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卡 

1.获番禺区“1+4”产业人才政策评选出的急需紧缺人才、

成长型企业人才和引才突出单位主要负责人，无需申领，由区人

社局统一制卡，与当年荣誉证书等一并发放。 

2.在本区依法登记注册、纳税的名优企业的各类人才，由区

人社局负责通知联系企业，统一办卡。 

七、其他事项 

（一）已持有金卡的高层次人才若符合白金卡申领条件，可

登 陆 “ 番 禺 区 高 层 次 人 才 白 金 卡 申 领 系 统 ”

（http://b.pyrc.com.cn/pyrsj/）在线申请卡片升级，经审核通过后，

进行换卡。 

（二）高层次人才服务卡持卡人若遗失卡片，需本人持身份

证明原件到民生卡银行（中信银行）柜台进行挂失、补办。 

（三）高层次人才服务卡持卡人发生人事变动离开番禺区或

不再符合持卡条件，其所在单位应当主动出具相关情况说明，办

理注销服务卡功能手续，注销后有关高层次人才即停止享受相应

的服务保障。 

（四）高层次人才服务卡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有

效期满后需重新核实人才资格。 

（五）高层次人才服务卡限于本人使用，转借他人使用的，

不得享受相应服务保障。 



 8 

（六）对使用虚假材料取得高层次人才服务卡的，由区人社

部门收回服务卡，予以注销并作相关记录。 

八、申领时间 

常年接受高层次人才服务卡申领。 

九、受理窗口 

广州市番禺区人才交流管理办公室 

联系人：龚小鸿、何楚仪、刘静 

咨询电话：37759118、3775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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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番禺区高层次人才服务卡申领表  
 Application Form of Guangzhou Panyu Elite Talent Card 

 
申领单位负责人： 
Manager 
 
经办人：                      联系电话： 
Contact Person                  Telephone 
 

项目 Items 内容 Contents 
申领人联系电话 

Applicant’s Contact 
Number 

 

办证类型 
Type of Application 

□新办 New Application     □补办 Reapplication 
□变更 Modification        □续办 Renewal 

姓名（中文） 
Name in Chinese 

姓 Surname： 
名 Given Name： 

姓名（英文） 
Name in English 

姓 Surname： 
名 Given Name： 

性别 
Sex 

□男 Male     □女 Femal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 Year       月 Month       日 Day 

国籍或地区 
Nationality or 

 

 

证件名称 
Type of 

 

 

证件号码 
NO. of Identification 

 

有效期 
Validity 年 Year      月 Month      日 Day 

婚姻状况 
Status of Marriage □已婚 Married    □单身 Single  

学位 
Degree 

□博士 Ph. D.      □硕士 Master    □学士 Bachelor   
□其他 Others 

专业技术资格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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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Current Employer 

and Position 

 

详细住址 
Address 

 

申领人主要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Applicant’s Study and Work Experience： 
 
 
 
 
 
 
 
 
 
 
 
 
本人申领声明，本表所填写的内容及所提交的书面材料完全真实、有效。 
I hereby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materials given above are true and 
correct.  
                           申领人（签章）：          
                          Applicant’s Signature 
                            日期 Date： 

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organization   
 
 
 

（盖章 Stamp） 
 

日期 Date：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意见 Approval Remarks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Department 
 
 
 

（盖章 Stamp） 
 

日期 Date：    
此表一式三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领单位各存一份。 
This form should be in filled triplicate. The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Department and the Applicant’s Employer should retain one copy respective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