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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就业落户服务
系统数据显示，留学回国人员学科分布
中理学占比最多，为 28.3%，其次为管
理学 （19.5%）、经济学 （16.1%）、工学

（15.9%），以及社会科学等。
理工科如此热门，出国读理工科专

业国际趋势如何？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如
何？

启德教育日前发布 《中国学生理工
科留学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以
数十万中国学生的留学大数据为基础，
从理工科专业留学生最关注的申请及就
业入手，对理工科留学群体进行了深入
调研，并结合教育部与留学目的地的官
方数据，梳理出了理工科留学现状与发
展趋势。

计算机相关专业最热
理工专业申请比例上升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年度我国出
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66.21 万人，留学回
国人员总数为 51.94 万人。同时，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数据显示，留学回国人
员中，本科及大专学历人数最多的学科
为经济学、管理学和文学，硕士研究生
人数最多的学科为理学、管理学和经济
学，博士研究生人数最多的为工学、理
学和哲学。

《报告》 显示，美国、澳大利亚和
加拿大是中国理工科留学生最青睐的
三大目的地。从调研数据来看，虽然
商科类专业仍然是中国学生最感兴趣
的留学选择，有 33.64%的学生选择商
科，但相较 2015 年下滑了 7.56%。而
工科专业在 2019 年的调研中，出现了
近 10%的增长。在理工科专业中，计
算机科学与工程专业占 21.9%、电子电
气工程专业占 17.2%、机械工程专业占
10%、土木与环境工程专业占 6.5%、
建筑相关专业占 4.9%。这些是研究生
留学阶段选择意向最高的五个专业。
本科阶段留学选择意向最高的三个专
业则为计算机科学与工程、数学和机
械工程。

启德留学服务数据显示，2019年出
国留学理工科十大热门专业为计算机科
学 （17.72%）、信息技术 （15.38%）、商
务信息系统 （11.81%）、电子与计算机
工程 （10.55%）、电子工程 （9.92%）、
机械工程（5.49%）、信息系统 （4.26%）、
数字媒体资讯科技（2.23%）、电子商务与
计算机 （2.17%）、食品学 （1.79%）。其
中 ， 计 算 机 相 关 专 业 占 比 合 计 高 达
74.04%，比 2014 年增加了 12.78%；电
子工程与机械工程专业占比有所降低，
与 2014 年 相 比 分 别 下 滑 了 6.65% 和
5.43%。

人工智能人才缺口巨大
竞争激烈申请难度增加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发展，人
工智能已经成为全民话题。在理工科专
业中，计算机、自动化、机械工程、数
学等与人工智能领域密切相关的专业近
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各国高校中，人工智能专业一般
会设置于研究生及以上阶段，需要学生
具备一定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很多在本
科阶段学习计算机及人工智能相关专业
的学生会同时申请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与
研究院所的实习或夏令营活动，以增加
实践经验。《报告》 分析，目前开设人工
智能专业的海外高校基本是各国的顶尖
院校，以英国为例，开设人工智能专业
的高校包括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
院、爱丁堡大学和南安普顿大学等。

《2018 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 数据
显示，2017—2018 学年，工程专业的
国际学生人数近 23.3 万，占到国际学生
总 人 数 的 21.3% ， 较 上 一 学 年 增 加
0.9%。而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就读人数为
18.6 万。计算机专业 （包括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等方向） 的申请竞争仍旧非常
激烈，新兴的数据科学开始成为具备计
算机、统计等专业背景申请人的新目
标。另有英国统计显示，在过去十年
中，英国理工科相关专业的国际学生增
加了约63%。

启德留学客户服务数据显示，赴澳
洲本科阶段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工程类占
比 13%，选择理学类占比 12%；研究生
阶段选择工程类占比 11%，理学类占比
5.4%。申请加拿大理工科的学生占总申
请比例的 38.39% （其中理科 26.53%、
工科 11.86%）。由于申请理工科人数众
多，加拿大各个院校也在不断提高了录
取标准。

德国理工科院校在世界范围内享有
盛誉。2017—2019 年的启德留学数据
显示，德国作为理工科热门国家，理工
科的申请比例平均为 70%左右。随着德
国申请人数逐年增加，院校逐步提高了
申请和入学要求。

理工“海归”竞争力强
回国就业前景较为乐观

前程无忧 《2019 年海外留学生优秀
人才需求报告》 显示，在2019年有海外
留学生招聘计划的雇主中，来自金融行
业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最多，海外留
学生岗位需求量排名前四的是技术研发
类 （53.1%）、市场类 （37.7%）、工程等
专 业 技 能 类 （36.3% ）、 销 售 类

（19.7%）。相对于其他学科，理工科的
回国留学生更受雇主欢迎。

另据启德教育调研数据显示，理工
科留学毕业生境外就业占比 13%，高于
商科留学毕业生的 8.6%。理工科海归就
职单位分布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占比最

高，为34.38%，其次是外企或合资企业
（20.83%）、事业单位或高等院校及科研
机构 （19.79%）。值得注意的是，理工
科的回国留学生在事业单位或高等院校
及 科 研 机 构 任 职 占 比 远 高 于 商 科

（4.95%）。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理
工科就业类型更为广泛。

针对理工科回国留学生的就业和收
入情况，前程无忧 《2019年海外留学生
优秀人才需求报告》 显示，40.8%的受
访雇主提供职位的起薪在 8000—12000
元之间；启德教育调研数据显示，理工
科回国的本科毕业生就业第一年的收入
为 8.48 万元，研究生年薪则为 12.13 万
元，高于国内毕业生的平均水平。

对于就业，理工科专业留学生总体
上较为乐观。启德教育调研发现，理工
科留学生遇到的就业问题主要有竞争压
力 大 （58.9%）、 没 有 相 关 工 作 经 验

（38.7%）、专业优势不明显 （25.2%）、
面试技巧不足 （22.1%）、缺乏表现和包
装自己的能力 （19.6%）。理工科留学生
认为自己求职成功的主要因素分别为实
习经历 （52.1%）、专业能力 （49.7%）
和工作经验 （42.3%）。

由此看来，理工科出国留学生在提
升学术竞争力的同时，还需提高自身的
职场竞争力，在留学期间认识自己的性
格优势、专业倾向、职业偏好、适应能
力等，同时提升自己的交流能力、思考
辨析力、跨文化适应力、自我管理能力
及领导力。

启德教育发布《中国学生理工科留学报告》，显示理工科留学生人数增加，回国就业趋势向好——

国外热门理工科招生门槛提升
本报记者 张东

留学报告

“风情法国欢迎你！”一名法
国留学生说着有点儿生硬的汉语
首先登台；“萨瓦迪卡！”泰国留
学生热情地向观众打招呼；身材
高大的俄罗斯小伙子们和眉眼深
邃的姑娘们用俄语向观众致意；
中国学生身着亮丽的传统服饰旗
袍，最后压轴登场⋯⋯

近日，一场以“多元、交
流、互鉴”为主题的世界文化
日活动在鲁东大学文化广场举
行。来自世界 26 个国家的 300
余名中外学生，用风情、用歌
舞、用美食、用服饰⋯⋯演绎
了一场世界文化交融的盛宴。

歌舞交融

风情展演是鲁东大学国际教
育学院每届世界文化日活动的首
选节目。

中国学生表演的“舞龙舞
狮”拉开了整个世界文化日的序
幕。广场中央，那龙腾狮舞的场
面顷刻间便把中国人民祈求平安
吉祥、追求繁荣富强的愿望表现
得淋漓尽致。

紧接着的一曲深沉粗犷、激
昂悠长的马头琴声，让现场观众
仿佛跟随那“四季”欢乐悠扬的
牧歌和骏马奔腾的马蹄声，看到
了蒙古国那辽阔的大草原。

“这里展示的不仅仅是我们
的表演，而是一个国家的风情文
化。”泰国留学生管虎用并不流
利的汉语跟记者谈起了自己参加
这次世界文化日的感受。他与其
他 14 名泰国留学生展示的传统
舞蹈“三道弯”引得场上欢呼一
片。

同样，头戴斗笠的越南留学
生表演的传统舞蹈“我们的家
乡”、韩国留学生倾情演绎的舞
蹈串烧、新西兰留学生表演的传
统舞蹈“哈咔舞”、南非留学生
表演的传统舞蹈等，可谓是争奇
斗艳，各具风采，让台下观众叹
为观止。由鲁东大学国际教育学
院中国学生表演的中国传统服饰
舞台秀“锦绣中华”，彰显礼仪
之邦的款款风度，演绎着别样的
中国风情。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学
生的表演。”俄罗斯留学生阿米
李对中国学生的表演竖起了大拇
指。

美食飘香

“ 在 这 次 世 界 文 化 日 活 动
中，各国留学生不但准备了手绘
的文化风情展板、民族服饰、风
情和才艺表演，而且精心制作了
各国的特色美食。”鲁东大学国
际教育学院教师、世界文化日活
动总策划毛嘉宾给记者介绍了这
次世界文化日的策划情况，“在
活动现场，花费不多就可以尽情
地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通过舌尖来感受异国的饮食文
化。”

走进鲁东大学文化广场，宛
如置身于不同民族、不同语言、
不同服饰、不同肤色的缤纷世
界，那一个个自行搭建的美食展
台，虽然简易但尽显各国民族特
色，远远看去整个广场犹如一座
国际美食博物馆。身着各国民族
服饰的男女留学生们，有的在紧
张忙碌地制作美食，有的在展台

前做着广告宣传⋯⋯
俄罗斯留学生在自己的展台

前，用刚刚学会的汉语热情地招
呼着，邀请大家品尝来自家乡的
伏特加酒和甜而不腻的提拉米
苏。

泰国留学生的美食展台更具
特色，摆满了形状可爱的粉红奶
冻，当有人靠近时，身着泰服的
留学生就会齐声说:“萨瓦迪
卡！”

法国留学生的美食展台围观
的人最多，来自校内校外的师生
围成一团，听法国留学生小伙子
用他仅会的汉语一字一句、磕磕
绊绊地解释“可丽饼”。可是他
的汉语水平有限，解释不清楚它
的意思，一筹莫展。

最受欢迎的还有韩国留学生
的美食展台，现做现卖的泡菜饼
和炒年糕，吸引了大家的视线，
于是展台前就排成了长队，韩国
留学生着急得用韩国“口音”
说，“你的！你的！”

最引人注目的还要数中国美
食展台，展台门头两侧挂了大红
灯笼，展位上摆放的汤圆、饺子
等中国美食琳琅满目，糖葫芦也
老实地待在稻草把上等待着它的
主人。

“是什么东西怎么香？”走进
广场就能听到有人这样发问。埃
塞俄比亚留学生现场制作的咖啡
豆和小磨咖啡，香醇溢满了整个
文化广场，让参观的师生和群众
流连忘返⋯⋯

文明互鉴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
己独特的文化。我们在加强留
学生汉语教育教学的基础上，
每 两 年 举 办 一 届 的 世 界 文 化
日，就是通过各国留学生的互
学互鉴，共赏多元文化之美，
共谋文明交流互鉴之道。”鲁东
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高明福向记者谈起举办世界文
化日的缘由。

鲁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自
1989 年开办以来，依据各国各
民族文化特点，重点突出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特色，探索出了以

“外、导、践、创”为特色的留
学生教育教学模式。在教学中，
他们在学生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中，注重加强留学生的中国文化
教育，并且在大力丰富校园文化
的同时，把文化体验贯穿教育的
全过程。近 3 年来，该学院建立
了“留学生中国传统文化展示与
体验中心”，在学校、景点、非
遗企业先后创建了 10 个文化实
践基地。

“来到中国学习汉语，我们
不仅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中国现代文化的气息，同时
也切身体验到了中国的开放和包
容。我们很喜欢也很乐意参加这
样的文化活动。”韩国留学生裴
洪岑这样评价世界文化日活动。

“世界文化日活动让师生不
出国门、不出校园就能够与世界
五大洲的朋友一起进行文化交流
与互鉴。”鲁东大学国际合作处处
长张德强这样概括举办世界文化
日的收获，“既为广大师生开启了
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又向世界
展示了中国文化；既丰富繁荣了
校园文化，又培养了文化使者。”

文化因交融而多彩
通迅员 季文豪 本报记者 张兴华

根据印度高等教育机构上传的对印
度 962 所大学、38179 所学院和 9190 所
独立机构的调查，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
最近发布了 《全印度高等教育调查》 报
告。数据显示，在 2018—2019 学年，
印度高等教育机构共招收了来自 164 个
国家的 47427 名国际学生。但国际学生
只占印度高等教育总招生人数的一小部
分。印度国际学生中，输出人数最多的
国家是印度的邻国，大约有 64%的国际
学生来自印度周边10个国家。印度国际
学生中来自尼泊尔的人数占 27%，阿富
汗 10%，孟加拉国 4%。其他跻身前十
的国家还有苏丹、不丹、尼日利亚、美

国、也门、斯里兰卡和伊朗。约 2/3 的
国际学生为本科生，16%的学生正在攻
读研究生学位。

去年，“印度留学计划”成为头条新
闻，印度政府宣布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主
要留学目的地，并接收 100 万名国际学
生。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英国提供了
学费减免政策。此外，最近英国国际大
学联盟和英国文化协会宣布了一项双边
试点计划，以增加英国学生赴印度留学
的人数。

但 印 度 教 育 人 士 拉 克 希 米·艾 耶
（Lakshmi Iyer）表示，印度距离实现其
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她解释，“在

2018—2019 年，尽管在印度就读的国际
学生人数同比增长了 3%，但国际学生只
占高等教育总注册人数的 0.13%。印度
一直认识到教育作为‘软外交’工具的重
要性。我们首次推出一个倡议，真正推动
印度留学计划向前发展”。

“印度留学计划”中，印度160所高
校提供了1.5万个名额。来自190个国家
的 7 万多名学生申请并获得 100 所院校
的入学资格。“印度留学计划”为优秀的
国际学生提供免学费、奖学金政策，以
及优先签证，最长可达 5 年。其中包括
向 1000 名叙利亚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
资助1000名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学者到印

度 23 所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并在未
来5年内为来自非洲的学生提供1.5万个
奖学金指标。印度国际学生招生目标国
是南亚、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国家，尽管
非洲的需求很大,但印度邻国仍占主导地
位。

预计在未来 5 年里，阿富汗、孟加
拉国、尼泊尔、不丹和斯里兰卡很可能
继续排在10—15位。奖学金计划还可能
吸引来自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
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和越南等东盟国
家的学生。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究院）

印度留学计划吸引国际学生
谭佳

来华留学

实验室中的留学生。 视觉中国 供图

留学资讯

一、招聘条件

（一） 政治素质过硬，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遵纪守法；为人正直、作风民主、廉洁自律、师德高
尚；具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和饱满的工作热情。

（二） 熟悉中小学教育的相关法规，具备丰富的教育
教学和学校管理经验及校长岗位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
有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指导教育教学能力；有强烈
的创业及创新精神。

（三） 符合 《全国中小学校长任职条件和岗位要求
（试行）》 规定的有关基本条件和岗位要求，近 3 年年度
考核合格及以上。

（四） 身体健康，能够承担满额工作量。
（五） 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六） 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
（七） 曾任或现任二级以上达标中学 （含“九年一贯

制”学校，下同）、示范中学校长、副校长 （含校长助
理），或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基础教育类科 （股）
室、教研部门负责人。

（八）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男性 45 周岁以下，女
性 40 周岁以下，获得特级教师、国家级别骨干教师、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者，具有突出的特色教
育管理经验者，任职期间所在单位或个人获得国家级别
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先进集体或先进个人的，年龄可适
当放宽。

（九）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应聘：
1. 受过党纪、政纪处分，尚未解除处分的；
2. 曾因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
3. 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4. 参加过非法组织活动的。

二、招聘办法

（一）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10 日止。
（二） 报名要求：应聘者请将 《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 2019 年校长招聘应聘人员报名表》、个人简历、身
份证、学历证书、教师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获奖证书复印件及能说明个人学习、工作经历和成绩的
相关资料，邮寄至：福建省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
招商大道 49 号海关大厦 5 楼教育卫生局教育科，邮编：
363122，收件人：谭老师，电话 0596-6895513。不接受
电话及网络报名，所有材料恕不退还。

（三） 入选人员将电话或短信通知。通过笔试和面试
的方式择优录用。一经录用，将提供周边地区有竞争力
的薪酬待遇。

具体招聘内容及报名表格详见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才网 （http://www.cmzdrc.com/）

咨询电话：0596-6895513、6895133
了解开发区更多信息，请访问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网站 （http://cmzd.zhangzhou.gov.cn）

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卫生局
2019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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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厦

门湾南岸，地处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中间地带，与厦
门、金门仅一水之隔，与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鼓浪屿
相邻，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漳州市港口经济发展的龙头。

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滨学校是由开发区
管委会创办的“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紧邻泛信息
技术服务产业园区招商局·芯云谷。学校规模 42 个
班，计划 2020 年 9 月开学。现面向全国招聘校长一
人，诚邀有识之士加入。

·招聘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