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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堆高精尖
创业也受限

2017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组织实施了 31 项“赤子计划”资助项
目，吸引了众多海归人才回国创业。
通过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受到鼓励的
创业内容，不仅有互联网、人工智
能、新材料等高精尖领域的项目，也
出现了很多技术要求相对较低、更趋
本土化的服务类创业项目。海归创业
领域多元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
高精尖领域的专业技术要求高，创业
初期需要的各种资源支持更多更大；
二是高精尖领域的研究周期长，见效
慢。所以部分海归开始转变创业方
向，将目光放到更广泛的领域。

尚涛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
学位，马上就要毕业了。2017 年，他
与同学注册了一家芯片研发公司，也

得到了国内创业孵化园的部分资金支
持。但他的创业项目最终还是失败
了。“海归创业领域大多集中在‘高精
尖’领域，创业项目难度大，技术要
求高，不易攻破难关。很多海归在创
业时，专注于做研发，而对管理公司
经验有限。这一点也是导致一些海归
创业失败的原因之一。”尚涛说，“如
果再创业，我会找团队一起做，更注
重对团队的管理。我也会根据国内发
展趋势，做一些项目调整，不会只关
注于高精尖的热门项目了……”

结合行业趋势
青睐团队创业

目前，我国留学人员创业园数
量、入园企业数量、在园创业人员数
量均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当然，创业
者们不可能集中在同一行业。海归创
业项目的选择还跟自身所学专业、国

内政策及发展趋势有关。学习人文社
科类专业的海归在创业时，更倾向于
社会学识应用较多的行业。

岳明曾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法
律，又从事地产类工作数年。从 2016
年开始，他转入森林旅游领域，与团
队一起创业。目前他正在西安参与云
来谷森林旅游度假区的项目。他表
示，在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
下，海归也需要深入到符合市场实际
需求的细分领域，追求可以实现的目
标，操盘可以落地的项目。“对于海归
来讲，做好一个选择，常常比努力工
作更重要。尤其是一些创业项目需要
经过市场考验和试错。在很大程度
上，海归要比非海归付出更多的机会
成本。”岳明说，“同时，海归创业最
好能够有一个成熟的团队。团队创业
可以集合多种要素，实现优势互补，
也更具市场适应性。”

各地争抢行业顶尖人才
二三线城市更为积极

北京、上海人才济济。对引进
人才的素质要求更高，涉及的行业
领域也更广。比如：在一线城市的
各种招聘信息中，经常出现区长助
理、重点学科类和重点实验室的首
席科学家、重点创新项目和重大工
程项目的团队领头人等职位。二线
城市对顶尖人才的需求不但没有

“缺位”，反而态度愈发积极甚至急
切。杭州、南京、西安等地对于

“高层次海外人才”都有一事一议、
一人一策、因人设岗等相当诱人的
引才政策出台。雄安新区和南京市
对于高层次海外人才的补贴上不封
顶；而杭州、成都、沈阳等市的人
才补贴最高也达到1亿元人民币。

即便是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或
沿海城市，对高层次海外人才的需

求，也存在需求结构差异。青岛市
在招才广告中提出：特别欢迎诺贝
尔奖等国际知名奖项的获得者、中
国和国外发达国家的院士、中国最
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加盟。山东
寿光市是一个县级市，其引才政
策，在青岛市政策的基础上继续扩
展为：千人计划、万人计划、长江
学者、泰山学者，统统受欢迎；甚
至著名国际高校、国际组织和国际
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也在其引才目标
之列。

目前各地争夺顶尖人才的现
象，不免令被“抢”的人才心生疑
惑。江苏省“双创计划”人才、苏
州真感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古振刚刚从美国硅谷回国。面对各
地人才大战的现象，他的疑问是：

“千人计划”就那么多人，一、二、
三、四线城市都在抢。相比大城
市，县级市优势又在哪里？

双创人才也受青睐
补贴千万几成“标配”

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人
才，被称为“双创人才”。

在引进高新技术、高层次海外
人才的同时，一些城市尤其是东部
沿海城市，对创新、创业人才情有
独钟。在宁波市高新区新材料科技
城，创业团队可享受最高 1000万元
人民币、创业个人最高 100 万元的
支持；同时入选国家、省、市人才
项目的海归人才，可以享受最高补
贴标准。镇江市在引进高层次海外
人才时，有“镇江智造2025”、高技
能领军以及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
等多方面的人才需求，入选人才最
高可享受 1000万元的资助。针对国
内外先进创新科研团队，东莞市则
一次性给予 500 万元到 1000 万元创
业资助资金，结项后根据情况一次
性给予不高于其立项经费的奖励资

金。针对创新创业领军人才，东莞
市还给予100万元到200万元创业启
动资金扶持，两年后根据情况给予
100 万元到 300 万元创新创业奖励。
各地对双创人才的需求热度，契合
了国家双创战略，也瞄准了当前学
子归国的热潮。这为产业升级和地
方经济“新常态”发展提供了契机。

校地合作有成效
中西部城市成亮点

中西部城市中，成都和武汉引
才计划的“亮点”颇为引人。成都
市现拥有 16个海外引才基地。成都
高新区已“柔性”引进诺贝尔奖得
主 5 人、院士 13 人、国家“千人计
划”105 人、四川省“千人计划”
281人。武汉市则设立了专门的招才
局，海智汇-中国武汉海外人才离
岸创新创业中心、武汉海外高层次
人才联谊会等高层次海外人才交流
平台，在北美、南美、中欧、西欧
以及亚洲各地举办“资智回汉”专
场。长沙市针对引进海外高层次人
才和高层次技术，都有具体的资助
指标。郑州市的人才引进标准，针
对的是海外知名高校硕士及以上人
士。西安市的海外人才最高可获得
60 万元年薪补贴。宁夏对于引进的
海外人才最高奖励可达 50万元。相
比较而言，新疆、西藏等地对海外
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较小。即便如
此，新疆也提供了 500 多个岗位，
最高待遇也是年薪百万元。

在中西部城市中，武汉市的
“校友招才”比较有特色，南京市和
杭州市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杭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人表
示，“三名工程”（名校名院名所）
是杭州市引才的一张名片。北京理

工大学人事处负责人认为，校地合
作引才拥有广阔的空间，北理工将
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

海外引才的难点
财力和政策落实是关键

欣喜之余，仍有难点。引才是
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项社会公共
服务工程。面对人才流动，既要强
调人才自身应该具有踏实、合作的
基本素养，也要明白：只靠资金支
撑，不能保证双方合作的长期性。
城市环境、人际交往、文化融入等
诸多要素，都会对此产生影响。各
地招聘高层次海外人才时，首先是
要招到人。这时候的难题是“僧多
粥少”，竞争激烈。除了大城市，中
西部地区的财力能否保证长期的支
撑？引才政策的内容能否落实并保
证延续性？这明显又成为后续合作
的“痛点”。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
的公共服务供给、服务水平还存在
较大缺口，又成为引进高层次海外
人才时的另一个“痛点”。很多城市
发布了对外招才公告，但是存在着
沟通渠道不通畅的问题。笔者通过
电话采访了几个发布引才广告的地
方单位，有的联系不上，还有一些
回复含糊。这给潜在的合作者带来
了一定的困扰。针对这些招才方面
存在的“痛点”，各地也都在着力寻
找解决办法。西安市国际港务区负
责人表示，他们最缺的反而是具有
一定服务水准的本土人才。因为西
安市国际港务区主要是针对中亚、
西亚乃至欧洲国家，进行电子商务
的输出和人文的交流。要做好服
务，就必须在引进和培养懂得相关
国际区域交往的本土人才上下足功
夫。

大赛项目更多、规模更大

近年来，“春晖杯”大赛不断创新组织模式，采取主动走出去
的方式，5年内成功拓展了6个海外分赛区。海外留学人员参赛项
目的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启动仪式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副
主任徐培祥对大赛进行了推介。据他介绍，第十三届“春晖杯”
大赛加强了海外分赛区模式的推广力度。在已有的北美分赛区、
法国分赛区、德国分赛区、澳大利亚墨尔本分赛区、英国分赛区
和西班牙分赛区的基础上，新增了澳大利亚悉尼分赛区、日本分
赛区和新加坡分赛区。

“春晖杯”大赛始于 2006 年，通过深度挖掘海外创新创业资
源，鼓励和引导在外优秀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充分发挥留学
人员在科技创新、高端创新、自主创新方面的引领作用。

科技部火炬中心李晴处长表示，截至目前，“春晖杯”共汇聚
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符合受理条件的留学人员创新创业项目
3344个，遴选优秀项目 2241个，有 435名留学人员通过大赛顺利
走上回国创新创业的道路，其中21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春
晖杯”大赛已发展成为吸纳海外创新创业人才和创新创业项目、
促进产学研对接与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

政策支持为海归提供更多机会

目前，国家大力鼓励、扶持留学人员归国创业。2008年“千
人计划”开始实施，为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以及重点实
验室、央企和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
区，引进并支持了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除此之外，各地还建立
起300多个创业园帮助海归创业。

“春晖杯”大赛为参赛者与留创园、科技园、企业之间的项目
对接创造了条件。徐培祥说：“创业大赛也是一个和业内人士接
触、交流的机会。通过参加创业大赛，海归可以获得指导、资源
和合作伙伴。在创业导师的指导下，创业者能够更好地完善项
目，明确企业的发展方向。”

“春晖杯”成为海归创业“试金石”

由于身在国外，许多海外高层次人才对国内创新创业的态势
不够了解，对自己的智慧创造水平也心中没底；社会各界对海归
的了解程度也相对较低。所以，许多人不敢轻言创业。这个时
候，“春晖杯”就成为了一块“试金石”。

“春晖杯”大赛第六届获奖者、北京涌金冠泰科技有限公司
CEO李冠志应邀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验。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他
依然感慨颇多。2012年初次听到大赛消息时，李冠志还在国外攻
读博士学位。因为当时他还没有创业的想法，所以觉得吸引力不
大。“但大赛可以报销回国路费，这点吸引到了我。于是，我想那
就回国试试吧。”

恰恰就是“春晖杯”大赛这张机票，开启了李冠志的回国创
业之路。

“从填写创业大赛的参赛模板，到完成规划书。这个过程让我
创业路线越来越清晰。最终我的项目在老师的帮助和政府的扶持
下取得了成功。”

如今，谈起大赛，李冠志仍是心潮澎湃。他说：“实际上，我
们的产品起于‘春晖杯’。没有‘春晖杯’，我就不会有创业的想
法，没有‘春晖杯’，我就无法在创业的路上不断地进步。”

不同地区在发展规模和定位上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导致了对
人才的需求内容也不尽相同。

除了不断增长的数量变化，留学归国
人员结构上也在变化。在越来越多的领
域，都能看到海归创业者。

除了不断增长的数量变化，留学归国
人员结构上也在变化。在越来越多的领
域，都能看到海归创业者。

近日，由中国教育部、科技部等共同主办的第十
三届“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 （以下简
称“春晖杯”大赛） 在北京中关村国际创客中心举行
启动仪式。大赛至今已连续举办 12 届。在全社会的
支持下，“春晖杯”大赛已经成为海归创业的重要品
牌。其为海归创业者带来的实在效果，才是其保持活
力的根本原因。

各地引进海外人才
有哪些特点？

邓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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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杯”成为
海归创业“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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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引才大战愈
演愈烈，加入的地区和城
市也越来越多。

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北
上广深这些传统意义上的

“主角”，并不是此次引才大
战的“主力”。二、三线城市
甚至县级城市屡屡亮相，成
为此轮引才的“明星”。这股
引才热浪立足于国家发展的
大背景下，引才大战与留学
归国潮、“双创”政策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契机合拍，催
生了创业的好景象。

人才大战，引导了人才
的合理分布。

此次各地争相引才带来

的另一个潜在效果是，可以
通过人才吸引和人才长期合
作，倒推各地公共服务水平
的提升。因为有海外学习生
活的经历，有的时候，海归
比其他人对生活环境和社会
资源的需求更多、更高、更
细致。引来高层次人才后，
如何共同建设美好的城市、
社区，如何通过细节促进社
会的文明进步。这些既是引
才部门需要考虑的事情，也
是全社会的关注所在。

引才大战带来了什么？
齐 心

大赛负责人一起触摸启动水晶球，标志着
第十三届“春晖杯”创业大赛正式启动。

尚涛在英国坎布里亚郡等候跳伞。

金华市招
才局作为国内
第一个成立的
招才局，在海
外引才方面颇
有特色。图为
2013 年 3 月 7
日，金华市招
才 局 挂 牌 成
立。

引才不只引海归

国内引才大战持续升级国内引才大战持续升级。。
20182018 年年 44 月月 2424 日日，，珠海市正珠海市正
式实施式实施““珠海英才计划珠海英才计划”，”，预预
计计55年内年内““砸砸””下下6767亿元引进亿元引进
人才人才。。被评定的一被评定的一、、二二、、三类三类
人才人才，，可享受以与政府各占可享受以与政府各占
5050％的方式申购珠海市共有产％的方式申购珠海市共有产
权房的优惠政策权房的优惠政策。。对于珠海市对于珠海市
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急需的创新业急需的创新、、创业团队创业团队，，最最
高可获得高可获得11亿元的资助亿元的资助。。

值得注意的是值得注意的是，，该政策对该政策对
海归人才和国内本土人才均适海归人才和国内本土人才均适
用用。。这也意味着海归人才市场这也意味着海归人才市场
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链接

校友引才成为武汉、南京、杭州等地引才的一个
亮点，除了国内名校毕业生，海外高层次人才成为校
友引才的重点。图为2017年10月31日，“百万校友资
智回汉·武汉理工大学专场”活动现场。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本版插图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