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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海归创业者来说，刚刚
过去的2021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
一年。在这一年里，留学回国人员年
轻化、高知化的特点进一步凸显，就
业创业地点和领域选择更趋多元化；
在这一年里，乡村振兴不断推进，也
吸引了更多懂技术、懂经营的海归人
才；在这一年里，生物医药等新产业
展现出较强实力，成为海归创业的重
要赛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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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本地刚需群体、引入人才群体住房需求，海南省开展安居型商品住房试点建
设，让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和引进人才，能够以与自身收入水平相适应的价格购买住
房。图为2021年9月5日拍摄的海口安居型商品住房项目工地。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生物医药

去年12月，“2021中国海外人才交流大会暨
第23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以下简
称“海交会”） 召开，会上发布了“2021 年度
最具成长潜力的留学人员创业企业”。经过全国
多个留学人员服务机构和留学人员创业园组织
和申报，共收到26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共
123 家企业的申报材料，专家评审单位从成长
性、创新型、经营性、知识性 4 个方面综合评
价，遴选出20家企业，组成榜单。

其中，生物医药及医疗科技类企业表现抢
眼，共有包括天津昌和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
司、上海臻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江苏一影医
疗设备有限公司、湖南思为康医药有限公司等
10家企业入围，占据榜单的半壁江山。其余入
围企业分布于自动驾驶、新材料、区块链、高
端装备制造等领域。

据悉，为进一步加大对留学人员创业企业
的支持和服务力度，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专
家指导委员会已连续10年开展“最具成长潜力
的留学人员创业企业”推介活动，上榜企业也
已成为判断海归创业新趋势、新特点的风向
标。近年来，国内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势头强
劲，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新产业展示出亮眼
实力，相关产业也聚集了一批拥有海外名校背
景的海归人才。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
延，也客观影响着相关专业的海归选择创业赛
道，生物医药领域关注热度有所升温。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推动生物技术和信
息技术融合创新，加快发展生物医药、生物育
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产业，做大做强生
物经济。业内分析人士认为，生物医药在今后
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成为海归创业的重要领
域之一。

乡村振兴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业发展前景
越来越清晰，一片片希望的田野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留学归国人才。他们爱农村、懂技术、善
经营，从“外出逐梦”到“回乡筑梦”，带着新
的理念和技术来到乡村，将所思所学实践于田
间地头。

2021 年 2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庄
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同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
见》 公开发布，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后，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接
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

广袤田野，大有可为。如今，海归“入
村”早已不是新鲜事，扎根乡村、挖掘产业发
展潜力已成为海归创业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
现象。

转型为“农村创客”带领乡亲勤劳致富的
大学生、用青春守护传统工艺的传承人……更
多海归人才的加入，使得农村创业创新可以在
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开展，海归成
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海归“新农人”将数字设备变成“新农
具”、信息变成“新农资”，将更多科技含量高
的产品引入农业生产。与此同时，电子商务的
迅速发展为海归提供了强劲助力，像是一根红
线，一端系着广袤乡村，一端连接广阔市场。
海归将传统农业与电商平台紧密结合，打通线
上线下，逐渐实现规模化经营，让优质农产品
走向更多消费者，在创业中唱响属于“新农
人”的田园牧歌。

人才结构

近年来，留学人员回国发展的意愿呈明显
增强趋势，海归人才质量优化，进一步体现出
年轻化、高知化趋势。

智联招聘去年发布的 《中国海归就业创业
调查报告》 中相关数据显示，着眼于就业市
场，从整体求职海归的年龄分布来看，25—34
岁群体的占比最高，达64.6%；16—24岁的海归
达到27.9%。

海归学历分布也体现出了人才结构的进一
步优化。硕士是国内求职海归的中坚力量，在
2019 年占样本量整体的 70.7%，2020 年扩张至
72.4%；博士占比1.7%。海归群体所具有的高学
历特点更加凸显。

回国就业的人才结构，同样可以为海归创
业提供一定参考。以聚集了大量高水平海归人
才的上海为例，去年 9 月，上海市人社局发布
了名为 《上海海归 300 指数 （2021） ——城市
软实力与海归创业生态》 的报告，解读上海海
归创业现状。其中数据显示，目前在沪工作、
创业的留学人员已达22万余人，其中90%以上
具有硕士、博士学位，超过2000人毕业于麻省
理工学院、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剑桥大
学、哈佛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等世界知名院
校；而在海归创业者的学历背景中，博士和硕
士占比为83.3%。

“她力量”

毕业于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
于新回国后致力于动画作品创作，如今，于新
团队的动画作品已走向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
区；14岁只身前往法国留学、之后回国创业的
西安女孩张程程，以“西安味道”香水为载
体，投身于中法文化交流事业；曾留学英国的
海归张静回到家乡河北省兴隆县，带领乡亲们
一起种下山里红，如今已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
山楂产业带头人……

过去一年中，女性创业者进一步成为海归
创新创业中的重要力量，根据相关机构行业调
查报告中的有关数据显示，企业服务、医疗健
康、人工智能、消费、乡村振兴等赛道受到女
性创业者青睐。在全国妇联发起的“创新创业
巾帼行动”持续推动下，女性进一步拥有了多
元化的创业路径。

波士顿咨询董事合伙人丁佳川认为，中国
是全球范围内女性创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女
性创业者也能够挖掘出女性消费更多潜力，更
好发现和满足女性消费需求的空白。

与此同时，“以赛带创”也是推动女性创业
项目更好落地的重要途径。2021年7月，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共同启动“2021 长三角女性
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积极搭建长三角地区女性
科技创新创业交流、展示与合作平台，大赛吸
引了来自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众多女性科技创业者
积极参赛，充分展示出科技浪潮的“她力量”。
同年10月，海南自贸港女性创新创业大赛落下
帷幕，赛事共吸引了来自全省314个巾帼创业项
目参与，选手来自于包括留学归国人员在内的
多个群体。赛事为桥，整合多方资源，也为女
性创业者提供了展示自我和实现梦想的舞台。

海南自贸港

自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

发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以来，
1 年半的时间里，海南打出招才引智的“组
合拳”，不断释放政策红利，吸引着更多海归
人才来到这颗“南海明珠”，共赴“天涯海角
之约”。

为做好引才工作，海南积极推进留学人员
服务站建设，在海口中小微企业孵化中心园区
设立海南省留学人员服务站，为归国留学人员
创业提供必要服务和支持。海南省欧美同学会
主动协调海南省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协会，在海
口挂牌成立“海归之家”，扎实服务好海南留学
人员。海南留学人才创新创业平台建设速度不
断加快，推进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项目建
设，建设吸引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的服务平台。

海南还专门出台 《关于开展海南自由贸易
港国际人才服务管理改革试点工作的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根据《实施方
案》 内容，在创新国际人才引进使用机制方
面，海南将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全球人才招聘制
度，编制发布 《海南自由贸易港行业紧缺人才
需求目录》，引导国际人才来琼工作和创新创
业；搭建国际人才创新创业平台，筹建中国
（海南）留学人员创业园，吸引国际人才和优秀
留学生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创新创业。

“Z世代”

出生于1996年的留英海归向芸蔚回国后开
了间美食小店、“95后”留美海归赵勇带着平均
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深耕新能源充电服务、从
智利回国的小伙儿徐家杰开了间农家书屋……
过去一年里，“Z世代”海归创客已成为留学生
群体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Z世代”是源于欧美的网络流行用语，意
指上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10年前出生的人，即
我们常说的“95后”“00后”。

“Z世代”创客堪称互联网的“原住民”，在
成长中深受互联网、手机、社交媒体的影响。
他们有着张扬的个性和旺盛的精力，他们赶上
了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发展取得巨大进步
的时代。

专家指出，异军突起的“Z世代”海归迅速
成长，正在多个行业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成绩。
而在未来，“Z世代”也将凭借创新产品技术和
商业模式，不断探索，更好赋能传统产业。年
轻一代的表现值得期待！

图① 2021年4月24日，第十九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深
圳举行。大会采用线下线上并重的会展模式，共5个展馆，设展览
洽谈、人才招聘、主题活动等板块；线上设虚拟展厅、线上招聘、
线上会议等功能服务区。据了解，有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0 多家专业机构和组织，万余名海内外政府代表、专家学者、
高端人才现场参会。近年来，留学人员回国发展的意愿呈明显增强
趋势，海归人才质量优化，进一步体现出年轻化、高知化趋势。

图为在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设立的海归人才招聘会上，求职
人员与企业招聘人员交流。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图② 留法海归张程程（左）正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胡
家庄村的田园综合体与同事探讨一款红酒产品。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图③ 留英海归、上海左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于新在公

司向来宾介绍获得2014年法国戛纳电视节全球选秀冠军的动画片
《艾米咕噜》。如今，正有越来越多像她一样的海归女性创业者，在
国内创新创业的舞台上展示出耀眼的“她力量。”

新华社记者 任 珑摄
图④ 留英海归叶锋回国后来到湖南长沙，筹资创办了一家

集农产品贸易、冷链仓储、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大型
“农批市场”。而如今，中国广袤的田野乡村，正在吸引着越来越
多像叶锋一样的海归“新农人”。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本报记者 孙亚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