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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人才办〔2021〕3 号

关于印发《黄石市“东楚英才卡”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开发区·铁山区、新港（物流）园区党（工）委

人才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优化我市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根据市

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对《黄石市“高层次人才服务一卡

通”暂行办法》（黄人才〔2017〕8 号）进行修订，制定《黄石

市“东楚英才卡”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组织实施。有关部门单位要迅速制定配套的制度，抓好落实。

中共黄石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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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市“东楚英才卡”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环境、激发

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根据中共黄石市委、黄石市人民政府《关于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黄石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黄

发〔2017〕8 号）精神和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对《黄石

市“高层次人才服务一卡通”暂行办法》（黄人才〔2017〕8 号）

进行修订完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东楚英才卡”是为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高层次人

才在黄石创新创业和生产生活提供优质服务的凭证，全市通用。

根据人才层次和享受政策的不同，“东楚英才卡”分为 A 卡和 B

卡。其中 A 卡持有人可对应享受 9 项基础服务和 5 项专属服务；

B 卡持有人可对应享受 9 项基础服务。对于在黄石创新创业的持

有湖北省“楚才卡”人员，按照政策就高不就低原则，可配套享

受“东楚英才卡”服务内容。

第三条 “东楚英才卡”服务管理工作在市委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领导下，由市委人才办统筹协调，市人社局牵头负责，市级

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市人社局设立“黄石市高层次人才服务

窗口”，明确专人，开通专线，负责“东楚英才卡”的申报受理、

资格审查、制作发放和日常管理等相关服务工作，适时召集各相

关服务责任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协调“东楚英才卡”服务工作。

各相关服务责任部门负责制定本办法涉及服务事项的具体实施

细则，明确落实举措、办理流程、办结时限，并落实对应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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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待遇。

第四条 “东楚英才卡”实行申领制度。符合条件的高层次

人才或用人单位可向高层次人才服务窗口申请，或由人才本人登

录“黄石人才服务”（微信公众号）自行进行线上申领，填写《黄

石市“东楚英才卡”申请表》，并提供或上传身份证明、聘用（劳

动）合同、登记照片等材料。市人社局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并报市委人才办备案。对于符合资格条件的，由高层次人才服务

窗口统一制作发放对应的“东楚英才卡”。

第五条 “东楚英才卡”有效期一般为 3 年。有效期满需续

办且符合条件的，持卡人应在有效期满前 30 日内向高层次人才

服务窗口申请续办。B 卡持卡人满足 A 卡申请条件的，可提出升

级申请。“东楚英才卡”有效期满未续办的，卡内与本办法相关

的服务功能自动失效。“东楚英才卡”遗失的，持卡人应及时挂

失，并凭有关证明材料向高层次人才服务窗口申请补发。

第六条 “东楚英才卡”印有持卡人信息二维码，仅限本人

使用，在使用时需出示，不得转让转借。个人信息变化的，用人

单位或人才本人应及时向高层次人才服务窗口上报变更。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持卡人所在单位申请注销，或由高层次人才服务

窗口直接注销，注销后“东楚英才卡”服务功能全部失效。

（一）持卡人与用人单位的劳动人事关系终止或解除，且不

在我市创新创业的。

（二）持卡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纪律处分、尚在处

分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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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卡人及其用人单位在申请及使用“东楚英才卡”过

程中，存在违规或失信行为的；

（四）持卡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死亡的；

（五）其他需要注销的情形。

第七条 建立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员制度。各相关服务责任单

位指定 1 名中层负责人作为服务专员，具体负责提供政策咨询、

待遇落实、人文关怀等服务。服务专员原则上实行席位制，服务

专员信息有变化的，服务专员或所在单位应及时向高层次人才服

务窗口上报变更。

第八条 建立“东楚英才卡”服务事项动态调整机制。市委

人才办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完善“东楚英才卡”服务事项目录，不

断丰富服务内容。修订、新增或取消的服务事项须报经市委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对经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

准新增或修订的服务事项，相关部门应及时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并报高层次人才服务窗口备案。

第九条 建立服务反馈评估制度。持卡人或所在用人单位对

于用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及时反馈给高层次人才服

务窗口。市人社局每半年对“东楚英才卡”使用情况进行评估，

并向市委人才办报送工作开展、评估情况和意见建议。评估及工

作情况纳入人才工作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

第十条 加强“东楚英才卡”日常管理监督。持卡人必须对

“东楚英才卡”申请、使用过程中的个人信息真实性负责，存在

弄虚作假或违规使用等情形，一经核实应取消其享受“东楚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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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服务项目资格并予以回收，同时记入个人诚信档案；持卡人

所在用人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对其真实性负责，积极配合

高层次人才服务窗口做好“东楚英才卡”日常管理服务等工作，

发现用人单位存在帮助申请人弄虚作假或不及时、不据实上报持

卡人变更信息等违规失信行为的，用人单位 2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东楚英才卡”；对“东楚英才卡”服务工作中出现的故意拖延

和推诿扯皮、落实不力的，对所在单位负责人和服务专员进行约

谈，限期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严格追究责任；相关工作人员

在“东楚英才卡”申请审批和日常管理中违规违纪的，依规依纪

追责问责。

第十一条 “东楚英才卡”有关工作经费，从市委人才工作

专项资金中列支。本办法由中共黄石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

行。原《黄石市“高层次人才服务一卡通”暂行办法》（黄人才

〔2017〕8 号）和已经发放的“一卡通”同时废止。

附件：

1.黄石市“东楚英才卡”发放对象

2.黄石市“东楚英才卡”服务项目表

3.黄石市级公共体育场馆有关“东楚英才卡”健身服务清单

4.黄石市“东楚英才卡”优惠服务酒店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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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黄石市“东楚英才卡”发放对象

一、A 卡发放对象

1.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

院院士；其他国家院士；国家级重点人才计划、“万人计划”入

选者；国家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一、二等

奖的前三位完成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实验室、国家重

点（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首席科学家或

负责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科技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或专家组

负责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讲座教授；中华技能大

奖、全国技术能手等国家级技能荣誉获得者；国家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人员；全国优秀教师。

2.经统计部门认定投资 1 亿元以上的市级重点招商引资落

户项目的注册企业，或年度纳税 2000 万元以上的纳税诚信等级

A 级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董事长、总经理）；省级重点人才计划

入选者；省级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一等奖

的前两位完成人，二等奖第一完成人）；省级重点（工程）实验

室、省级工程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首席科学家或负责人；湖北省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省政府专项津贴人员（仅限企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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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湖北工匠”“楚天名匠”等省级技能荣誉获得者；

“湖北名师”；“湖北名医”；省级“双创战略团队”带头人。

3.其他相当层次的人才。

二、B 卡发放对象

1.“东楚英才计划”入选者；市有突出贡献专家（仅限企业

工作人员）；我市主导产业领域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具有高级

职称专业技术人员。

2.其他相当层次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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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黄石市“东楚英才卡”服务项目表

一、基础服务（持 A 卡、B 卡高层次人才享受）

序

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专员

姓名 工作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1
出入境

服务

为申办来黄工作许可证的外籍人员，开

通快捷申办通道，提供急事急办服务；

为符合条件的来黄工作外籍人员的配

偶及未满 18 周岁的子女提供入境证明

便利。

黄东明 市科技局外国专家科科长 0714-6231069 18972789603

朱 昱
市 公 安 局 政 治 部 组 干 科

副科长
0714-6559207 13972768108

2 户籍办理

持卡人及其配偶、未到法定结婚年龄子

女要求将户口迁入黄石市的，可以选择

在市内合法稳定住所落户，无合法稳定

住所的可以选择在工作地集体户落户。

朱 昱
市 公 安 局 政 治 部 组 干 科

副科长
0714-6559207 13972768108

3 安居保障

企业工作的持卡人在我市城区无自有

住房的，直接纳入市管高层次人才公寓

保障范围，享受 50%—100%租赁补贴。

宋文雄 市人社局市人才中心副主任 0714-6381266 18186391866

4 公交出行
持卡人凭有效身份证件办理公交卡，免

费乘坐黄石市内各路公交车。
曹秋霞

市公交集团生产服务中心

副主任
0714-6579885 13707236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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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健康体检

持卡人在我市定点医院每年可享受一

次健康体检（A卡体检标准为 2300 元，

B卡体检标准为 1800 元）。

孙元平 市中心医院健康管理部主任 0714-6260167 13872108801

6 休假疗养
持卡人优先受邀参加各级、各部门组织

的休假疗养活动。
明伟华 市委组织部人才科副科长 0714-6368870 15897791998

7
文化旅游

服务

持卡人在我市有关酒店入住，可享受政

府采购协议价格；可在黄石市图书馆免

费办理借书证；每年可免费领取一张电

影卡（A 卡标准为 500 元，B 卡标准为

300 元）；每年可免费领取一张旅游年

卡（A 卡持有人可领取一张湖北省旅游

年卡，B 卡持有人可领取一张黄石市旅

游年卡）。

黄 欣 市文旅局政工科科长 0714-6350601 13339906737

具体优惠酒店名单及联系人见附件 4

8 金融服务

持卡人创办科技型企业可申请一定额

度的科技信贷资金贷款，通过后纳入科

技信贷风险补偿资金贷款备案企业库，

相关合作银行降低贷款门槛予以支持。

优先推荐申报产业人才创新创业基金。

黄东明 市科技局外国专家科科长 0714-6231069 18972789603

9 政务服务

持卡人到市民之家服务大厅办理商事

登记、行业许可、社会保险等相关业务

事项时，可享受快速通道服务，即时受

理、限时办结。

丁鹤鹏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联审科科长
0714-6510992 1597151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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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属服务（持 A 卡高层次人才享受）
序

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专员

姓名 工作职务 办公电话 联系方式

1 医疗保健

持卡人可在我市定点医院享受特约门诊、

优先安排入住病房等优先医疗服务；需到

市外就医的，由我市定点医院协助联系市

外优质医疗资源，协助办理转院等手续。

张素兰 市卫健委市委保健办主任 0714-3860176 15926913366

2 子女入学
企业工作的持卡人子女就读我市公办初

中、小学的，由市教育部门予以协调安排。
朱大志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 0714-6352058 18986600288

3 购房服务

持卡人在我市使用公积金购买首套商品

住房的，不受公积金缴费时间、缴存余额

的限制，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到单位职工

缴存公积金的最高 60 万元，夫妻双方均

缴存公积金的最高 70 万元。

高 攀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副科长 0714-6369712 18772332590

4 健身服务
在市级所属公共体育场馆享受相关健身

优惠服务。

程 通 市众邦体育公司副总经理 0714-6283296 13597665812

具体公共体育场馆名单及服务项目见附件 3

5 列车出行

持卡人在黄石（黄石火车站、大冶北站、

黄石北站、阳新火车站）乘坐列车出行时，

可走便捷通道，享受便捷服务，根据需要

提供休息室（接待室）以及进站接送客等

服务。对于未能购买到车票的，协调提供

上车补票服务（除到北京车次外）。

夏 丹
大冶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

石火车站、大冶北站）
0714-3108808 13507237981

谈 晖
黄石高铁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

室主任（黄石北站）
0714-6236110 13677147361

范学礼
武昌东段阳新站客运副站长

（阳新火车站）
0714-3282277 1397176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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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黄石市级公共体育场馆有关“东楚英才卡”健身服务清单
场馆名称 地址 运动项目 营业时间 “东楚英才”卡优惠服务 预订电话

黄石市

体育场

黄石港区广场路

56 号（体委大院

内）

篮球/排球/气排球 8:00-21:00
充值享受折扣：

500-999 元 8.5 折

1000-1999 元 8 折

2000-4999 元 7.5 折

5000 元以上 7折 0714-6255207

羽毛球/乒乓球 7:00-21:00

五人制/七人制足球 9:00-22:30

全民健身

工作日：06:00-08:30

18:00-20:30

节假日：06:00-10:30

17:00-20:30

免费使用

黄石钻石

体育馆

下陆区广会路

10 号

羽毛球/乒乓球

篮球/气排球
8:00-12:00，14:00-21:00 充值 2000 元以上按 7.5 折 0714-6396883

游泳 8:00-12:00，14:00-21:00 免费使用 0714-6396811

黄石市奥

林匹克体

育中心

大冶市体育南路

室外门球、室外排球

12:00-21:00

免费使用

0714-3288500

室内篮球、羽毛球 （1000 元起充）

充值 1000 元赠送 300 元

充值 2000 元赠送 600 元

充值 5000 元赠送 1800 元

充值10000元赠送4500元

室外篮球、网球

游泳 13:00-21:00,20:30 停止入馆 免费使用 0714-309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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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黄石市“东楚英才卡”优惠服务酒店名单
酒店名称 经 理 前台电话 手机号码

黄石磁湖山庄酒店 张 娜 6399999 15072020928

黄石云源酒店有限公司

（原名黄石兰博基尼酒店） 王思思 6353333 18186395544

黄石富力万达嘉华酒店 徐好好 3268888 13872102020

黄石锦轮国际酒店 赵 艳 3169999 18971766625

黄石金花大酒店 闵文彬 6320016 13972786885

大冶阳光沙滩假日酒店 潘高林 8892888 18162939011

大冶中亿开元大酒店 余方才 3098888 13739200111

阳新国际大酒店 柯华英 7769999 13339902910

阳新维也纳国际大酒店 赵正艳 7335999 13972769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