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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具潜力的职业发展”归国
［2012年， 有27.29万名中国留学生回国， 而在1978年到2006年的29年间， 我国留学生累计回国

人数仅为27.5万人。 2012年这一年， 回国人数相当于之前29年的总和］

“在日本留学时， 感觉身边的留学生
选择回国就业的越来越多了， 大家期盼着
早日学有所成， 回归祖国。” 在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 留日博士马林深有感触
地说。

改革开放以来， 百余万学子出国求
学， 造就了历史上规模最大、 持续时间最
长的留学潮。 曾几何时， 大批留学生滞留
国外， 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才流出
国。 那时候，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见面会
上， 大家常常互相询问“什么时候毕业”、

“找到工作没有”， 但很少有人问“什么时
候回国”。

留学生滞留不归现象一度饱受各界质
疑。 对此， 许多有识之士预言： 滞留不归
现象只是暂时的， 等国内的条件成熟了，
他们会回来的。

如今， 预言变成了现实。近日，由中国
与全球化研究中心、 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
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
海归发展报告(2013)》国际人才蓝皮书称，
2012年， 有27.29万名中国留学生回国，而

在 1978 年
到 2006 年

的 29
年 间 ，

我国留学生累计回国人数仅为27.5万人。
2012年这一年，回国人数相当于之前29年的
总和。而在如今的留学生见面会上，大家问得
最多的是：“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国？ ”

来自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信息则表
明： 未来5年， 中国将迎来回国人数大于出
国人数的历史拐点。

“在国外缺乏归属感， 感觉自己像民
工。” 对于留美博士李明来说， 尽管语言不
是障碍， 但还是很难融入当地人的世界。 在
国外的科研圈中， 李明要付出比他们多好几
倍的努力， 才能得到和他们一样的成绩，
“如果回国， 我能得到的平台和施展抱负的
领域， 要比这里大得多”。

来自英国驻华使馆文化教育处的调查表
明， “国内职业发展更具有潜力”、 “亲朋
好友在国内， 不想孤身在外” 等， 成为留学
生回国的主要原因。

《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 国际人才蓝
皮书的数据显示，78.4％的留学生因为对国内

职业发展有信心而回国。 中国与全球化研
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认为，21世纪以来，相

较于欧美地区的经济低迷，国内经济
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快速增

长的中国经济需要大量的管
理类、 技术类人才和创新人

才， 这为海外人才回国发
展提供了机遇。

此外， 过半数的
海外留学生表示，远
在国内的父母希望自

己选择回国。 同时，在海
外的时间越长，文化归属感

越强烈。 而在国外，文化与语
言的局限往往给他们带来困惑。
在归国人员中， 英国留学生

回国比例最高， 美国、 加拿大、 澳
大利亚等移民国家， 留学生毕业后回国
比例稍低。 那么， 什么人最终留在了国

外？ 金吉列留学副总裁冉维一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分析： 首先是一些拔尖人才， 最终以工
作签证留在了国外； 第二类是在国外结婚生
子的留学生， 通过移民留在了国外； 还有一
些人想留在国外找工作， 但拿不到工作签
证， 于是就只能改为旅游签证， 干着体力
活， 但这样最终能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

“留学时，我们不懂就业”
［关于就业， 他脑海中还停留在4年前出国读博时的情景： 拥有海外博士学位是会被当作人才引

进的。 而今， 他需要同众多的海归毕业生一样， 不断地向用人单位推荐自己， 等待面试机会］

那么， 为“国内职业发展更具有潜
力” 的理由而归国的留学人员， 在国内
的就业状况究竟如何？

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举办的留学英
才招聘会暨高端人才洽谈会上，记者看到，
数以百计的工作岗位吸引着数以千计的求
职者，来应聘和咨询的人中，有年轻的海归
学子，更有年迈的留学生家长。 曾几何时，
人们在留学咨询会上遇到的火爆场面，如
今在留学英才招聘会上重现。

“当初送孩子出国留学前后花了30多
万元，现在孩子在国外找不到工作，但如果
在国内找工作， 工资很低的话就太不值
了。 ”想到儿子的就业问题，李女士十分发
愁，去年下半年起德国许多企业裁员，从德
国某工业大学硕士毕业的儿子求职屡屡受
挫， 如今已将就业方向转向国内， 但从李
女士考察的情况来看， 在国内想找到孩子
心仪的工作也很难。

刚刚从英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小
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没想到国内
的就业市场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关于
就业， 他脑海中还停留在4年前出国读博
时的情景： 如果拥有海外博士学位是会被
当作人才引进的。 而今， 他需要同众多的
海归毕业生一样， 不断地向用人单位推荐
自己， 等待面试机会。

为何曾经耀眼的海归如今也进入了难
就业的行列？

记者调查发现， 很多留学归来的学生
在选择工作时存在好高骛远的状况，非500
强企业不去，非高薪职位不去。 有些学生在
选择出国留学的专业时， 没有考虑到就业
问题，结果导致所学专业在国内用不上。

“留学时，我们不懂就业”，这是山西女
孩冯丽的感悟。 去年从英国获得管理科学
硕士学位回国的她，对自己的评价是“高不
成低不就”，没有工作经验想找到理想的管
理工作太难。自己可以从基层干起，但小企
业不想去， 大公司进不去。 由于专业的局
限，她陷入了就业的困境。

“公司发布了两个管理类岗位，投简历
者超过百人”。澳大利亚中信泰富矿业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负责人表示， 前来应
聘的海归学生整体水平较好， 但留学人员
专业扎堆现象严重，使得竞争更加激烈。

而与此同时， 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招
聘网页上，“获得学士学位以上的海外应届
毕业生，正式录用就可解决北京户口”的大
字很醒目。 该中心人事处处长刘女士告诉
记者： 中心建有我国唯一的以康复为特色
的三级甲等医院， 伴随着医院国际化进程
的加快，急需有国际教育背景的优秀人才，
拟招聘的岗位有80多个，但适合专业要求

的学生太少了。
一份有关出国留学趋势的调查报告显

示，在国外攻读本科的中国学生中，约50%选
择了经济管理和金融类专业； 攻读研究生学
位的中国学生中， 约有46%的学生选择读经
济管理与金融类专业。 冉维一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专业扎堆是导致留学生回国就业
竞争压力加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主任白章德认为，
海归能否找到理想的工作， 不仅要看其所学
习的专业是不是国内急需的， 更要看其学习
和工作的背景情况，如在什么大学学习、有没
有工作经历等。 而仅在国外有短暂留学经历
的海归，对国内现状缺乏了解，也缺乏相关工
作经验，在就业中并不被用人单位看好。

为了孩子的工作，王敏夫妇从千里之外的
厦门飞赴北京参加海外人才招聘会。夫妇二人
告诉记者， 在美国留学的女儿即将硕士毕业，
“好多单位都要求毕业生有工作经验， 会建议
孩子在国外积累工作经验后再考虑回国”。

除了国内就业单位对海归的需求因素
外，一个客观状况是，国内高校毕业生人数也
在快速增长。 2013年国内高校应届毕业生达
到699万，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 2014
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将达到727万。 国内
高校就业大军与“海归回国潮”叠加，海归们
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就业竞争。

近日发布的《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国际人才蓝皮书显示，86.3％的海归能在6个月内找到工作———

“海待”为何逐渐消失

新趋势：“放低身段”务实求职
［海归原有的“文凭红利” 已经在褪色， 国内人力资

源趋于饱和， 仅有不到三成企业表示会优待海归］

专业扎堆、 工作经验不够、 竞争
太激烈……种种因素之下， 海归就业
真的到了寒冬季节吗？

《中国海归发展报告 (2013)》 国
际人才蓝皮书的数据却显示， 海归就
业难问题并不突出， 86.3％的海归能
在6个月内找到工作。 其中， 回国后3
个月内找到工作的海归占65.3％， 3
至6个月内找到工作的占21.0％， 6至
12个月找到工作的占8.2％， 1年以上
才找到工作的占5.5％。

王辉耀分析说， 海归所学专业主
要以金融、 经济、 管理、 工程学等为
主， 而这些专业在国内是比较热门的
专业， 用人需求量大， 就业难度较
低。 另外， 虽然近年来海归的优势在
递减， 但语言仍然是某些岗位， 尤其
是涉外岗位的重点要求， 海归的双元
文化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外企等单位
还具有优势。

两年前从英国获国际贸易管理专
业硕士学位的李浩告诉记者， 最近他
刚在北京的一家国企找到信用风险管
理工作， 希望积累经验后能进入一家
更大的公司。 如今， 很多和李浩一样
的海外留学归国人员， 在经历了从光
环笼罩的海归到“海待” 的阵痛之
后， 心态趋于平和， “先就业再择
业” 渐成海归求职新趋势。

在北京的海外留学人员招聘会
现场，记者看到不少拖着行李箱的学
生，他们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有的
回国半年有余，有的待业在家，有的
正在小公司任职。 来自智联招聘的调
查显示，海归回国后第一份工作的年
薪普遍不高， 其中36.5%的人起薪不
足4万。 国内人力资源趋于饱和，企业
主对海归的认识也日趋淡定，仅有不
到三成企业表示会优待海归。

海归择业正在变得愈发理性， 许

多人主动“放低身段”， 北、 上、 广
等地不再成为他们的必选， 一些二线
城市和地区也开始进入海归的求职视
野。 与此同时， 海归原有的“文凭红
利” 已经在褪色， 如何结合自身兴趣
与国家发展需求做好留学规划， 在海
外学到真才实学， 成为就业的王道。

王玲是幸运的。 她本科毕业于国
内某农业大学， 后赴英国跨专业从事
医学基础研究， 5年苦读获得博士学
位。 毕业时， 王玲仅在网上投了几份
简历， 就被北京某肿瘤医院看好并录
用。 如今， 拿着不菲的薪资， 干着自
己喜欢的肿瘤病理学研究， 她很知
足。 但海外求学期间， 实验室里白加
黑的拼搏与付出， 只有她自己清楚。

“有真才实学， 才是企业和政府
等单位招聘人才时最为看重的”， 经
历过大浪淘沙式的应聘选择， 许多海
归学生有了这样的感受。 具有海外背
景并不意味着真正了解国外的社会规
则， 而具有实际工作经验， 熟悉外国
人的思维方式， 是许多企业需要的
“真本事”。

本着务实的态度， 海归的就业领
域也开始发生变化。

多年来， 因语言优势和教育背
景， 外企一直是海归就业的“主阵
地”。 近年来， 外企招聘越来越务实，
尤其强调海归和非海归站在同一起跑
线上。 同时， 其他类型的用人单位与
外企的薪酬差距开始缩小。 有调查发
现， 一些海归不再固守外企， 而民企
正在成为海归就业的新热点。

此外， 为了满足国内科研院所与
高等院校等单位对海外人才的需求，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从去年开始， 特
别举办留学英才招聘会， 每年春秋两
季为用人单位与海归学子搭建交流平
台。

新挑战：“洋学历”怎样才能加分
［不少海归都有很多新点子和新颖的创业模式， 可能

比本土毕业生更加敢想敢做， 而他们又拥有海外经历， 应
该在国际市场推广方面大显身手］

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针对
2012年万名留学人员进行的回国就
业调查， 在留学回国就业人员中， 具
有硕士学位者占到76%， 具有博士学
位者仅占11.2%。 硕士学位留学回国
就业人员所学专业以管理学和经济学
为主， 博士学位留学回国就业人员以
理学和工学为主， 这4个学科的回国
就业人数为留学回国就业总人数的
77.8% （见图表）。

目前， 我国留学回国人员中， 约
半数为国外1年期硕士学位项目毕业
生。 这一结果说明， 我国留学生虽已
经进入智力回流期， 但获有博士学位
又有相应研究或其他工作经历的高层
次人才的回流仍处于较低水平。 而来
自多方面的信息表明， 具有海外博士
学位的人才相当抢手， 而来自一些应
用性较强的新兴专业的海归人才也颇
受欢迎。

金吉列留学公司咨询专家韩志
军认为， 留学生在选择专业时不可
盲目追热门， 在国外求学时更要认
真、 扎实地培养自己的能力和素养。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 留学是件好事，
可以走出去放眼世界。 但留学生要
意识到留学要付出很多艰苦的努力，
海归更要对自己的择业有清醒认知：
“只要有真才实学， 是金子总会发
光”。

白章德认为， 伴随着海外留学人
员回国就业人数的增加， 海归就业同

样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与国内高校毕
业生相比， 他们具有视野开阔的优
势， 但也有对国内就业市场缺乏了解
的劣势， 求职要有平常心， 更要靠真
才实学。 他建议学生在出国前就要做
好规划， 选好自己喜欢的专业。

白章德表示 ， 中国留学生的
“新回国潮” 已经到来， 他们将和本
土学生一同竞争就业岗位。 “洋学
历” 不一定能加分， 相反， 他们要
面临对本土就业市场不熟悉、 缺乏
本土实习经验等问题。 回国对他们
而言， 可能是另一次文化的冲撞。
当学生教育经历越来越多地被分割
为前半段的传统东方式教育和后半
程的西方式教育时， 学生的求学观、
就业观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王辉耀认为， 我国应继续深化完
善人才政策和制度， 不仅要把人才引
回来， 还要分析高端人才流失海外的
主要原因，让人才留得住、用得好。 由
于国内就业形势不乐观， 不少留学生
回国后面临激烈的竞争， 甚至因为在
国外多年，没有积攒下人脉，也生疏了
在国内的为人处世之道， 应避免成为
在国内和国外都吃不开的“夹心人”。

“但他们大多有比较现代和创新
的思维。” 王辉耀表示， 不少海归都
有很多新点子和新颖的创业模式， 可
能比本土毕业生更加敢想敢做， 而他
们又拥有海外经历， 应该在国际市场
推广方面大显身手。

■本报记者 姜乃强

2013年岁末， 由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举办的留学英才招聘会
暨高端人才洽谈会在北京举行。
百余家单位提供的近800个岗位，
吸引了3000余名海外学子前来洽
谈。 会场内外人头攒动， 交流热
烈。 火爆的场面向人们传递着这
样的信息： 海归回国潮来了， 海
归就业潮来了。

超过70%的中国留学生选择
回国就业， 他们的就业形势如何？
专业扎堆、 工作经验不够、 竞争
激烈……摆在留学生面前的， 将
是对留学之旅的反思和归国应聘
时所要做的更加务实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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