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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国高校毕业生发展洞察与展望

全球化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又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20 年 6 月期《全球经济展望》预计，2020 年全球经济或将收缩

5.2%，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程度最深的经济衰退。根据领英（LinkedIn）全球雇佣率

数据，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世界范围内就业市场的招聘活跃度与 2019 年相比显著降低，多数

国家和地区雇佣率出现大幅下滑，全球高校毕业生面临“最难就业季”。随着疫情在部分国

家和地区得到有效控制，各地劳动力市场也不同程度地复苏起来。中国是最早呈现正增长

的国家——截至 2020 年 6 月中旬，中国雇佣率已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11 个百分点。

虽然我国就业趋势稳步向好，但高校毕业生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根据教育部最新预测

数据，2020 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将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874 万人，同比增长 40 万人。一方面，

受新冠疫情持续和国际关系变化等影响，众多行业面临可持续发展或转型升级的挑战，就

业压力进一步增大；另一方面，作为深造重要途径的出国留学也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遭受

重创，高校毕业生寻求发展的“可选范围”受到影响。在此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如何选择发

展方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为了更好地助力高校毕业生发展，全球化智库（CCG）与领英中国（LinkedIn）开展

联合研究，基于领英平台大数据，对我国十所“双一流”高校（以下简称 U10）①超过 21.8

万毕业生的发展情况进行“画像分析”，洞察高校毕业生发展选择的方向与趋势。希望我们

的研究能够为高校毕业生、高校在读学生、即将步入高校的新生，乃至高中毕业班学生提

前规划发展路径提供帮助，研究中我们还就高校毕业生发展和我国职业与行业发展等趋势

提出政策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前    言

① U10 高校分别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
排名不分先后。高校选择统筹考虑了高校领英平台注册用户数量、高校毕业生用户选择深造与就业数量、学校声望，以及 QS、US News 世
界大学综合排名等多个因素。样本包括了所有在领英填写 U10 教育经历，并且在 14 年至 19 年间毕业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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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中国高校毕业生发展洞察与展望

Amidst uncertainties of the global development, COVID-19 has posed new challenges for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ld Bank, in its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published in 

June 2020, estimated the global economy to shrink by 5.2% in 2020, resulting in the severest 

economic recession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According to LinkedIn data on global 

hiring rates, hiring activities in the global job market during the pandemic was much less active 

compared to the corresponding period last year. In most countries, hiring rates have dropped 

sharply and university graduates are entering the toughest employment season. In some 

countries and regions, however, due to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pandemic, local job markets 

have been recovering by varying degrees. According to LinkedIn's Global Hiring Rate data, 

China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show positive growth in hiring rates, reaching to an annual growth 

rate of around 11% as of mid-June.

Overall, China continues to show sustained positive hiring growth, but university graduates 

still face substantial challenges.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latest estimates, the 

graduate class of 2020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will increase by 400,000 people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reaching a record high of 8.74 million people. On one hand, due to the 

pandemic and tens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ny industries are currently facing challenges 

in term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is has 

resulted in rising employment pressures. On the other hand, studying abroad as an important 

way to receive further education has also suffered from heavy losses due to the pandemic, 

circumscribing the choices of development pathways among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this 

context, the ways in which university graduates choose their development pathways have 

become a focal point for all the relevant stakeholders.

To better empower university graduates, LinkedIn China and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have collaborated on a joint research. Using LinkedIn’s Economic Graph 

data , we conducted a "portrait analysis" on the profiles of more than 218,000 graduates from 

te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Double First Class University Plan" (t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U10) , to 

gain insights with regards to the directions and trends of development undertaken by university 

graduates. We hope that our research can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to university graduates, 

current university students, as well as senior high school graduates who are about to enter 

universities or planning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hoices in advance. In this study, we also 

put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and China's trends 

of occupation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roviding references to universities and 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① U10 universities are Tsinghua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and Sun Yat-
sen University. In the selection of universities, LinkedIn has taken into account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users on LinkedIn platform, 
the number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choosing furthe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the reputation of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QS and 
US New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The sample includes all users who have filled in U10 education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LinkedIn platform and graduated between 2014 and 2019.

Fore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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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中国高校毕业生发展洞察与展望

研究发现  

1. U10 毕业生职业发展呈现“出国留学 - 回国就业”的良性人才环流态势。尽管 U10 毕业生出国留学占

比达七成以上，但选择在国内就业的比例超过八成，在中国机会增多与国际关系变化双重影响下，将可能

有更多的留学人员、华人华侨等专业人士选择回国发展。

2. 留学趋势总体稳定，留学目的地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U10 毕业生出国留学比例持续增加，但赴美

留学增长率进一步放缓，赴英国、中国香港、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留学的高校毕业生比

例逐年上升。

3. 不同发展程度城市的“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在发展方向上存在差异：在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本

科毕业生更愿意选择继续深造，并在硕士毕业后进入就业市场；而在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城市中，其本科

毕业生选择就业的比例较高，硕士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继续深造。

4. 不同学历层次的 U10 毕业生在国内的就业行业选择中各有偏重。本科与硕士毕业生就业领域更偏向于

应用型行业，例如金融、消费品以及媒体与传播等行业；博士及以上毕业生则在一定程度上选择更具专业

性的领域，如医疗和法律行业。

1)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在 U10 毕业生就业行业中最为热门，U10 毕业生最喜爱的企业雇主

TOP 10 中，包括腾讯、微软、百度、阿里巴巴等在内的大部分雇主均属于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   制造业在 U10 毕业生就业行业的热门程度中位居前列，且在硕博毕业生就业行业中的热门程度

高于本科毕业生，更多具有高学历水平的人才在制造业发挥创新作用。

3)   非营利性行业成为 U10 毕业生的就业热门行业，得益于社会发展格局的变化，非营利性行业在

近年来发展迅速，同时高校毕业生在职业选择中也更加热心公益、关注弱势群体、注重价值理念的

传播与实现。

5. 高校毕业生领英用户中美首次就业热门行业在排名上具有较高相似度。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制造业、

教育、企业服务和金融行业是高校毕业生领英用户在两国首次就业发展的主要行业选择。此外，高校毕业

生在中国就业更青睐消费者产品、硬件与网络、媒体与传播行业，在美国就业则更关注医疗、零售、休闲

与旅游、非营利性行业和公共管理行业。

1)    消费者产品行业在高校毕业生领英用户中国首次就业的行业排名中高于美国。中国轻工业发展

相对发达，且具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可以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发展机会。

http://ipoipo.cn/


IV中国高校毕业生发展洞察与展望

研 究 发 现  

2)    媒体与传播行业在高校毕业生领英用户中国首次就业的行业排名中进入前十位，但未在美国进

入榜单。新媒体、自媒体、短视频、直播等新兴业态在中国发展迅速并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模式，不

仅扩大了就业市场的类别和边际，也对全球市场产生了显著影响。

3)    医疗行业在高校毕业生领英用户中国首次就业的排名低于美国，且在医院与卫生保健这一次级

行业分类中的就业占比远低于美国，相关专业领域的人才发展机制有待改善。类似的情况还包括旅

游与休闲行业，该行业在高校毕业生领英用户在美首次就业行业排名中进入前十位，但未在中国进

入榜单。

6. 管理类和数据类技能正在成为各行业的代表性技能。“管理”“项目管理”“战略规划”以及“领导力”

等管理类技能，“Python”“Java”“C++”以及“数据分析”等数据类技能是 U10 毕业生就业热门行

业的最具代表性技能。

7. U10 毕业生技能变化情况与行业发展联系紧密。U10 毕业生就业行业的新兴技能与衰落技能的对比显

示，科技行业越来越注重专业技能与创新能力，非科技行业更加关注产品价值和专业服务能力，个人技能

的发展与行业需求更加紧密。

8. 数据研发类岗位或将成为高校毕业生首次就业的热门职位。U10 毕业生在美就业热门职位前十位中有

三项与数据有关，分别为数据分析师、数据科学家、量化分析师，该现象并未出现在 U10 毕业生在中国

就业热门职位前十位中。随着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数据研究与开发需求将在更多行业中显现。

9. 新冠肺炎疫情对出国留学带来较大冲击，未来留学目的地国将更趋多元化。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各国签证、出入境政策收紧，碍于多数国家的疫情防控仍处于攻坚时期，留学将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在签证与出入境政策和疫情控制情况等因素的影响下，留学目的地国可能更趋多元化发展。

10.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行业发展与转型带来挑战和机遇，高校毕业生在疫情和后疫情时代就业创业更趋

灵活和多元化。得益于疫情的有效控制，中国就业市场雇佣率已回升至去年同期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1)    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市场的供需双方均产生显著影响。消费品行业、制造业、以及软件与 IT

服务业受到冲击较大；大健康、法律和在线教育行业因行业特点和市场需求的增加而获得更多发

展机会。

2)   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医疗、社区服务等岗位的招聘均出现了积极复苏；人力、金融、

工程等岗位的招聘复苏相对缓慢。

3)   U10 毕业生在就业行业的选择上除考虑薪酬、兴趣等自身发展因素外，还考虑了行业对风险的

承受力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对行业的需求，这对更广泛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行业选择具有实践性的指

导意义。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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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reer development of U10 graduates demonstrates a benign talent circulation trend of 

"studying abroad - returning China for work". Although more than 70% of U10 graduates 

study abroad, more than 80% of them choose to work in China. With increasing career 

opportunities in China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is highly probable that more 

professionals, including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and other overseas Chinese, will 

opt for career development in China.

2. The overall trend of studying abroad remains stable, while destination countries for 

studying abroad have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The proportion of U10 graduates who chose 

to study abroad has continued increasing, yet the growth rate of studying in the US has 

further slackened. As such, the proportion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studying in the UK, Hong 

Kong SAR, France, Australia, Singapore,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s increased on 

a yearly basis.

3. Cities with discrete degre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shown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Double First Class"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relatively 

developed cities, graduates with undergraduate degrees prefer to pursue further education, 

and are inclined to enter the job market after obtaining their master's degrees. Nonetheless, 

in less developed cities, graduates with undergraduate degrees are inclined to enter the job 

market, and graduates with master's degrees prefer to pursue further education.

4. U10 graduate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s exhibit discrete career preferences 

in China. Graduates with undergraduate or master's degrees prefer to work in application-

oriented industries, such as finance, consumer goods, media & communications. Meanwhile, 

graduates with doctoral degrees (or above) prefer to work in more professional fields, such 

as health care and legal industry.

Key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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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oftware & IT services is the most popular industry among U10 graduates. Most of 

the top 10 employers preferred by U10 graduates, including Tencent, Microsoft, Baidu 

and Alibaba, belong to software & IT services.

2)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one of the top choices among U10 graduates, and 

has a higher popularity among graduates with master's or doctoral degrees than among 

those with undergraduate degrees. This shows that talents with high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innov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3)    The nonprofit industry has become a popular choice for U10 graduates. Due to 

changing pattern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industry has been rapidly developing 

in recent years. Meanwhile, university graduates have been more enthusiastic about 

public welfare, paid more attention towards vulnerable groups, and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values.

5. LinkedIn data shows that China and the US share a high similarity in terms of the 

popularity ranking of the top industries for first-time employment among university graduates. 

Software & IT services, manufacturing, education, corporate services, and finance are 

the main choices of first-time employment among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both countries. 

In addition,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China prefer to work in consumer goods, hardware & 

networking, media & communications. Meanwhile,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the US are inclined 

to work in health care, retail, recreation & travel,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well as the non-

profit industry.

1)    In the industry ranking of first-time employment among university graduates 

(LinkedIn users), the consumer goods industry ranks higher in China than in the US. 

China is relatively developed in ligh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ue to its possession of  a 

sizeable consumer market, which provide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university graduates' 

career development.

2)    Media & Communications ranks among the top 10 industries in China for first-

time employment among university graduates (LinkedIn users), but is not listed in the 

US. Emerging business formats, such as new media, we-media, short videos, and live 

broadcasting have developed rapidly in China and formed a unique business model. 

This has not only expanded the categories and boundaries of the job market, but also 

pose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global job market.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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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ealth care ranks lower in China than in the US in terms of the first-time 

employment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LinkedIn users), and the proportion of employment 

in hospital & health care, a sub-industry of health care, is far lower than that of the US. 

Therefore, mechanisms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relevant fields still remain to be improved. 

A similar situation exist in the field of recreation & travel, which ranks in the top 10 

industries of first-time employment for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the US, but is not listed in 

China.

6. Management and data skills have become the key skills of various industries. Management 

skills such as "manag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strategic planning", and "leadership", 

as well as data skills such as "Python", "Java", "C++", and "data analysis" are the key skills of 

U10 graduates among popular industries of employment.

7. The changes in U10 graduates' skills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es. The comparison of emerging and declining skills in U10 graduates' industries of 

employment shows that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have start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Meanwhile, non-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value of products and abilities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services.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skills is mo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industry needs.

8. Data R&D positions may become popular choices for first-time employment among 

university graduates. Three of the top 10 most popular positions for U10 graduates in the US 

are data analyst, data scientist and quantitative analyst, yet these are not among the top 10 

positions in China. With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more 

industries will have a stronger demand for data R&D.

9. COVID-19 has pose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and the 

destination countries thereof will be more diversified in the future.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pandemic, visa and immigration policies have become more stringent. Due to the 

tough situation of pandemic control in most countries, studying abroad will face challenges 

in its sustained growth.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isa and immigration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situations of pandemic control, the destination countries for studying abroad may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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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OVID-19 has posed chal lenges and opportunit i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es in China. As such,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post-pandemic era,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mong university graduates will become more flexible and 

diversified. Due to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pandemic, China's job market has witnessed a 

hiring rate that commensurate with the level of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relieving pressures 

of employment among university graduates to some extent.

1)    COVID-19 has pose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both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 of 

the job market. On the one hand, industries such as consumer goods, manufacturing, 

software & IT services have witnessed a more substantial negative shock. On the 

other hand, industries such as health care, legal and E-learning have gained more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giv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industries and 

higher market demand.

2)   After COVID-19 was effectively under control in China, positions in industries such 

as health care and community services have been witnessing considerable recovery 

in terms of job opening. However, the recovery of job openings in human resource, 

finance, and engineering have been relatively slow.

3)    With regards to the selection of industries of employment, U10 graduates not 

only focus on their own concerns of development, such as levels of salary and 

interests, but also take account into the industry's risk tolerance and the demand of 

social sustainability embedded in the industry. This can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to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the face of a wider range of choices in terms of industries of 

employment.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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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U10 毕业生发展
路径选择

为探究 U10 毕业生发展路径，数据对 U10 毕业生选择深造、实习和就业的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

U10 毕业生中，过半数本科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超九成硕士和博士毕业生选择进入职场。具体而言，

在 2014-2019 年期间毕业的 U10 毕业生中，本科毕业生选择深造的比例超过五成（54.9%），相对于

进入职场来说，U10 本科毕业生更希望能够通过继续深造，提升个人能力和职场竞争力；硕士毕业生与

博士毕业生由于学历教育的上升空间有限，选择就业的比例均超九成。

图 1：U10毕业生去向（2014-2019 年，按学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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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LinkedIn 数据

2019 年，U10 毕业生选择深造的比例增长显著，一改 2014 年以来就业比例连续增长的趋势。

U10 数据显示，2014-2018 年 U10 选择深造的毕业生占比逐年减少，选择就业的占比逐年增加；但在

2019 年，这一情况出现了反转，U10 毕业生选择深造的占比出现大幅上升，比例增长超过 11 个百分点，

占比达到三分之一。从宏观经济发展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衰减，

产业发展面临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对富有经验的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增大，人才红利亟待释放，如何培养人

① 样本仅包括明确标明就业、深造和实习去向的 U10 毕业生，不包括无明确去向（例如待业）的 U10 毕业生。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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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U10毕业生去向（2014-2019 年，按年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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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发展程度城市②的“双一流”高校③毕业生在发展方向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在发展程度相对较

高的城市，本科毕业生更愿意选择继续深造，并在硕士毕业后进入就业市场；而在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

城市中，其本科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就业，硕士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则相对较高。课题组对我国“双

一流”高校的就业质量报告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数据显示城市发展程度相对靠前的城市，其“双一流”

高校本科毕业生更愿意选择继续深造，其中一线城市高校本科毕业生的深造率超过半数。④ 一方面，发

展程度较高的城市虽然就业机会多，但对应聘者的学历要求也普遍较高，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热门就业单位；

另一方面，发展程度较高城市的“双一流”高校普遍多于其他城市，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更多。但从“双一流”

高校硕士毕业去向来看，其与本科毕业生在发展需求上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城市，

其“双一流”高校硕士毕业生寻求继续深造的比例高于发展程度较高城市的“双一流”高校硕士毕业生。

一方面，发展程度较高城市拥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能满足毕业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城市硕士毕业生对

于学历水平的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毕业生通过继续深造去往较发达城市发展

的期望与需求，发展程度较高城市对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城市的人才仍然具有吸引作用，因为深造为这

些毕业生从学校转入职场提供了便利，如进行专业实习、扩展职业社交网络及求职面试。

①  由于选择实习的 U10 毕业生占比较低（图 1），此处只关注 U10 毕业生就业和深造的变化趋势。

② 城市发展程度划分综合考虑了创新氛围、人才吸引力、消费潜力以及城市规模与增长数据。资料来源：第一财经《2019 城市商业魅力
排行榜》，https://www.yicai.com/news/100200192.html。  

③ U10 包括的十所高校均为“双一流”建设重点高校，因此课题组通过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所有“双一流”高校探究国际形势变化对不同层
级城市毕业生发展去向的影响。

④  按城市层级划分的双一流高校名单详见附录一。

才成为高校及社会密切关注的话题；与此同时，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影响，部分制造业和外向型产业发展

遇阻，国内就业压力增加。高校毕业生对于就业压力的敏感度也在不断提升，个人发展规划也更趋多元化，

就业、创业、深造、实习等多方向并行发展的模式更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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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双一流”高校本科毕业生去向（2019 年，按城市类别）

图4：“双一流”高校硕士毕业生去向（2019 年，按城市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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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24.1% 24.0% 25.2% 25.2% 26.0%

去向一：继续深造，
塑造更好的自我

( 一 ) 国内深造 or 出国留学

U10毕业生出国深造人数在总体深造（包括国内升学与出国留学）总人数中的比例超过七成。U10

数据显示，2014-2019 年，在 U10 毕业生深造所在国家和地区分布中，选择在国内升学的比例从 2014

年的 25.8% 逐年下降到 2019 年的 19.2%；而选择出国留学的比例则逐年上升，2019 年达到 80.8%。

需要注意的是，领英中国的用户往往与国际化发展密切相关，例如领英平台的国际化特征能在一定程度

上满足高校毕业生在线了解海外学校情况，与关注的导师及校友进行在线沟通的需求。

图 5：U10毕业生深造所在国家和地区①分布（2014-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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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美国 其它国家

美国仍然是U10毕业生的主要留学目的地国，但受中美关系影响，U10毕业生出国留学呈现出更加

多元化发展的态势。U10 毕业生选择赴美深造的比例高于选择在中国深造和去往其他国家和地区深造占比

的总和，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7 年开始，赴美留学占比的增速开始放缓，并在

2019 年出现占比增长接近停滞的情况，同比增幅仅为 0.1 个百分点。2017 年以来，特朗普政府收紧留学和

移民政策，并加强了对中国 STEM 专业②留学生签证的审查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的意愿。与此同时，其他发达国家的留学、工作和移民政策逐步放开，U10毕业生赴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和

地区留学占比呈上升趋势。例如，欧盟发起“玛丽居里行动计划”（Marie Sklodowska-Curie Actions）

①  领英关于国家和地区的划分数据中，“中国”指中国大陆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包括港澳台地区，以下同。

②  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与数学（Mathematics）专业，简称“STEM”专业。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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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欧洲以外的学者到欧洲开展研究活动①，英国政府设立“人才办公室”②并通过修订移民法恢复 PSW

签证、为国际学生毕业后在英工作提供便利③，新加坡颁布为吸引留学生颁布的公共服务计划（Service 

Obligation Scheme，简称 SO 助学金政策）④ 等。在宽松的留学与移民政策影响下，更多来自中国大陆

的毕业生选择去往英国、中国香港、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深造。

( 二 ) 国内深造的挑战：招录名额供不应求，竞争压力逐步加大

为了缓解随即而来的求职压力，同时进一步提高职场竞争力，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可能选择继续

深造，包括国内升学和出国留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达到 290 万人，

同比增长 22%；2015-2019 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持续增长且增速不断加大，年均增速为 15%。

另一方面，从硕士研究生录取率来看，2015-2019 年我国硕士研究生录取率呈现逐步下降趋势，其中

2019 年录取率为 28.0%，相对 2018 年下降 4 个百分点。快速增长的报考人数与增速平稳的录取人数间

的“供需差”是造成录取率持续下降的直接原因。除在 2017 年有显著上升外⑤，其他年份研究生录取人

数增幅均保持在 5% 左右，例如 2019 年录取人数同比增长 6.4%，与同年研究生报考人数增速 21.8%

相比存在明显差距。我国研究生培养规模的增速远不能满足高校毕业生深造需求的增长。

①  Marie Sklodowska-Curie Actions: https://ec.europa.eu/programmes/horizon2020/en/h2020-section/marie-sklodowska-curie-actions 

②  The Guardian, ‘Office for talent’ to be set up for scientists who want to work in UK,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20/
jul/01/office-for-talent-to-be-set-up-for-scientists-who-want-to-work-in-uk.

③  GOV.UK, ‘Statement of changes to the Immigration Rules: HC 707, 10 September 202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
publications/statement-of-changes-to-the-immigration-rules-hc-707-10-september-2020.

④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ervice Obligation (SO) Scheme, http://www.nus.edu.sg/registrar/prospective-students/graduate/
service-obligation-(so)-scheme.

⑤  2017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稳步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探索研究生多元化招生选拔机制、推
动高校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等措施；同年教育部颁发《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类分别
编制和下达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通过管理方式改革提升了研究生招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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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与录取情况（2015-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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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与录取人数增长率变化（2015-2019 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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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向二：进入职场，
迎接全新的挑战

( 一 ) 国内就业 vs 海外就业

与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出国留学不同的是，选择在国内就业的毕业生占比逐年增加，人才回流趋势明

显。数据显示，U10 毕业生中首次就业在中国的比例在 2014-2018 年间逐年增长，且 2018 年的增长尤

为明显，从 73.5% 增加到 83.0%。从 U10 毕业生出国留学与国外就业的数据对比看，虽然超过七成毕

业生在深造选择中倾向于去往国外，但超过八成毕业生的首次就业所在国为中国，呈现出“出国留学—回

国就业”的良性人才环流趋势。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除留学生外，也将有越来越多华人华侨选择回

国发展，形成更大范围的“人才回流”。总体而言，中外经济发展状况及留学、就业、移民政策和国际关

系的变化，对中国国际化人才流动与人才回流的影响更趋积极。

15.7% 14.1% 13.4% 13.4% 11.4%

图8：U10毕业生首次就业所在国家和地区分布（2014-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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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LinkedIn 数据。

( 二 ) 国内就业热门行业TOP10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在U10毕业生就业行业中最为热门。U10 数据显示，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在

所有学历层次的毕业生中都属于热门行业的前三位，在本科与硕士毕业生中尤为明显。教育行业位于本

科与博士及以上毕业生热门行业排名的第一位，金融行业在本科与硕士毕业生中较为热门，制造业在硕

士毕业生中较为热门，而医疗行业则在博士毕业生中较为热门。从不同学历的行业分布看，本科与硕士

毕业生就业领域更偏向于应用型行业；而博士及以上毕业生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应更具专业性的领域，如

医疗、法律等，这些行业对学历要求也相对较高。

表 1：U10毕业生首次就业十大热门行业排名

排名                      学历 本科 硕士 博士及以上

1 教育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 教育

2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 制造业 医疗

3 金融 金融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

4 企业服务 教育 制造业

5 制造业 企业服务 金融

6 消费品 硬件与网络 硬件与网络

7 硬件与网络 医疗 企业服务

8 媒体与传播 消费品 法律

9 医疗 媒体与传播 消费品

10 非营利性行业 非营利性行业 非营利性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且随着具有硕博学历以上人才的加入展现

出巨大的产业升级潜力。表 1 显示，制造业位于硕士毕业生行业选择的第二名，且在博士及以上毕业生行

业选择中处于第四名、本科毕业生行业选择中处于第五名。一方面表明，中国仍然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制

造业在劳动市场中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随着高学历、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校毕业

生的加入，制造业朝着更加现代化和更具创新性的方向发展，如智能制造、互联网 + 制造等，产业转型升

级潜力巨大。

此外，非营利性行业也出现在各学历毕业生的热门就业行业中。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

其目标通常是为了传递某些价值或处理社会关注的议题或事件，有着提供社会服务，特别是向弱势群体

提供无偿或低偿服务的作用，是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和企业部门（第二部门）相对应的第三部门，

成为影响社会的另一种力量。①非营利性行业在各学历的热门行业中都排在第十位，一方面得益于社会发

展格局的变化，非营利行业能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一定的职业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源于高校毕业生就业

①  关信平，《社会政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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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LinkedIn 数据。

U10毕业生最喜爱的企业雇主TOP10

U10 毕业生最喜爱的高校雇主TOP7中，

世界著名高校悉数上榜。其中，清华大学、卡内

基梅隆大学、密歇根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

大学是以理工类为优势专业的高校，北京大学和

哥伦比亚大学的优势专业则主要是人文社科类。

学校排名的不同一方面体现出我国近年来对理

工科人才培养的注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文社

科类人才培养相对不足的现象。随着中国在国际

舞台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未来，国家软实力

建设将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而人文社科类人才

培养则有助于在国际舞台中讲好中国故事、展现

中国文化、提升国家的整体形象。

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不再仅仅考虑自身发展因素，热心公益、关心弱势群体、传播价值

等信念逐渐成为高校毕业生寻找工作的考虑因素之一。

U10毕业生最喜爱的高校雇主TOP7

数据来源：LinkedIn 数据。

( 三 ) U10 毕业生最喜爱的
雇主单位

U10 毕业生热门就业企业排名显示，

华为与腾讯最受U10 毕业生欢迎，跨国企

业在华的发展同样蓬勃，如微软、安永、亚

马逊等。值得注意的是，排名前十的企业中，

包括腾讯、微软、网易和百度在内的大部分

企业均属于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展现出

信息时代高校毕业生投身相关行业、乘风破

浪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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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LinkedIn 数据。

( 四 ) 如何使自己更具竞争力：代表性技能

管理类和数据类技能正在成为各行业代表性技能①。行业发展越来越注重发展方向的把握与工作效率的

提升，包括“管理”“项目管理”“战略规划”以及“领导力”在内的管理类技能出现在 U10 毕业生每个

热门就业行业的代表性技能中。前两项技能能够帮助企业整合管理与运营流程，从而达到提高运营效率的

目的；后两项技能则有助于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定位，从而找到最优的发展路径。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行

扁平化管理，注重对管理型人才的吸引与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参与到企业的决策中。除制造业②外，

包括“Python”“Java”“C++”以及“数据分析”等在内的数据类技能也出现在了各行业的热门技能中，

展现出数字经济发展下大数据在各行各业发展中的作用与日俱增。数据类技能不仅能帮助企业总结项目

经验，更能帮助其对市场进行预测，为企业的决策与发展提供参考，因而受到各个行业的欢迎。

①  注：最具代表性技能的算法详见附录二关于技能算法的说明。

②  制造业中，数据分析技能出现在了第 12 位，Matlab 技能出现在了第 15 位，虽未排入前十，但同样较为热门。

③  此处“管理”的概念近似于“管理咨询”中“管理”的概念，指的是通过科学方法分析与优化管理流程与管理模式的技能。

④  “持续改进”指的是企业连续改进运营过程以提高顾客满意度的管理方法。

⑤  新兴技能与衰落技能的算法详见附录 2 关于技能算法的说明。

表 2：U10毕业生五大热门就业行业最具代表性技能排名

      行业

排名    

科技行业 非科技行业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 制造业 硬件与网络 金融 企业服务

1 Python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 数据分析 管理

2 项目管理 管理 管理 金融分析 领导力

3 Java 领导力 Python 领导力 项目管理

4 管理③ 客户服务 C++ 管理 客户服务

5 C++ 谈判 领导力 研究 数据分析

6 领导力 战略规划 Linux 金融建模 研究

7 数据分析 产品开发 Matlab Python 战略规划

8 Linux 持续改进④ 客户服务 客户服务 团队合作

9 SQL 商务战略 数据分析 战略规划 招聘

10 机器学习 销售 Java Matlab 金融分析

从 U10 毕业生不同行业的新兴技能与衰落技能⑤的发展来看，科技行业越来越注重专业技能与创新，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数据类技能兴起，原有的基础系统操作与 IT 服务管理类技能正在被取代；非科技行

业则更加关注产品价值及专业服务能力，领导力和战略规划能力等管理类技能愈发重要，原有的市场研

究与宏观管理技能正在衰落。对比科技行业与非科技行业的新兴技能可以看出，不同领域的技能变得越

来越专业化，对技能的要求也更加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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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专题分析：中美就业行业、职位对比与启示

1. 高校毕业生领英用户中美首次就业行业对比

为进一步了解世界发达经济体行业发展与就业岗位变化的特点，探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中行业

发展与职位创新的可能性，课题组对中外高校毕业生首次就业热门行业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由

于 U10 毕业生首次就业所在国分布中美国在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中占比最高，因此报告对高校

毕业生领英用户在中美的首次就业行业进行了对比，对比数据分别为高校毕业生领英用户中国就业

情况和在美就业情况（按高校毕业生就业所在国划分），高校毕业生领英用户（简称高校毕业生）

样本从 U10 扩大到具有在美或在中国就业经历、毕业于 2014-2019 年的所有高校毕业生，样本量

超过 5300 万。

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高校毕业生中美首次就业热门行业相似度较高，重点集中在软件与信

息服务业、制造业、教育、企业服务和金融行业。中美两国在热门行业中具有较高的相似度，一方

面表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在重点产业领域有赶超发达国家的态势，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中

美两国产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和人才对于产业发展的期待，在一定程度反映出中美两国产业间合

作与竞争的“新常态”。

①  同表 2 中“管理”的概念。

②  ITIL 全称为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Library, 意为“信息技术架构库”，是一种信息技术服务管理的实践技能，国际
上有相关认证证书。

③  ASP NET 是由微软公司开发的脚本语言，用于动态网页的开发。

表 3：U10毕业生不同行业新兴技能与衰落技能

数据来源：LinkedIn 数据。

科技行业 非科技行业

新兴技能

数据分析 MS Office 软件

Python 领导力

机器学习 项目管理

SQL 管理①

Java 战略规划

衰落技能

分析技能 销售

计算机科学 项目集管理

ITIL ② 战略

Windows 经济学

ASP NET ③ 市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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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LinkedIn 数据。

表4：高校毕业生领英用户中美首次就业热门行业排名（按就业所在国）

排名                      国家 中国 美国

1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 教育

2 制造业 医疗

3 教育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

4 企业服务 制造业

5 金融 企业服务

6 消费者产品 金融

7 硬件与网络 零售

8 医疗 休闲与旅游

9 媒体与传播 非营利性行业

10 非营利性行业 消费者产品

医疗行业与消费品行业在高校毕业生两国就业热门行业排名中有较大差异。医疗行业在高校毕业生美

国就业热门行业中相对中国排名较高，这与两国的医疗行业体制差异有关。美国的医院多为私立医院，营

利性较高，医生的待遇较好，从而能够吸引大量高校毕业生从事医疗行业。据美国 Medscape 网站公布

的数据①，2019 年美国医生平均年收入约为 31.3 万美元（约合 213.9 万人民币），而在中国，医生的平

均年薪仅为 18.5 万人民币②。医疗行业细分数据显示③，美国从事医疗行业的高校毕业生多集中于医院与

卫生保健这一次级行业，而中国从事医疗行业的高校毕业生则在医院与卫生保健、制药、医疗设备、生物

科技这四个次级行业中的分布较为平均，差异主要体现在医院与卫生保健领域。消费品行业则在高校毕业

生中国就业的热门行业排名中高于美国，主要源于中国的轻工业较为发达，且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在生产和销售两方面的优势推动了消费品行业的发展，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高校毕业生中美就业热门行业对比也显示了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中国为硬件与

网络行业和媒体与传播行业，美国则是零售行业和休闲与旅游行业。中国的硬件与网络行业在近年来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涌现了包括华为、小米等在内的新兴企业，吸引了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的加入；而近年来中国

的媒体与传播行业通过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内容生产方式变革与传播模式创新，新媒体与自媒体蓬勃发展④，

催生了短视频创作者等新兴职业，推动了传媒与传播行业的发展，也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零售行

业则是美国的传统优势行业，诸如沃尔玛、开市客（Costco）、亚马逊等行业巨头都是美国的企业，高度

发达的零售行业为毕业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美国的休闲与旅游行业较中国更受高校毕业生欢迎则主要

源于两国从业人员结构的差异。世界经济论坛《2019 年旅游业竞争力报告》显示，在全球 140 个国家中，

①  数据来自《2019 年 Medscape 医疗人员补贴报告》：https://www.medscape.com/slideshow/2019-compensation-overview-6011286#2 

②  数据来自丁香园：https://www.dxy.cn/bbs/newweb/pc/post/43501208?from=recommend 

③  中国从事医疗行业的高校毕业生中，在医院与卫生保健、制药、医疗设备、生物科技、医疗实践、兽医、心理健康七个次级行业中的占比
分别为 28%、26%、18%、16%、10%、1%、1%，而美国从事医疗行业的高校毕业生在这七个次级行业中的占比分别为 68%、6%、5%、
4%、7%、2%、9%。

④ 中国经济网，《中国新媒体研究报告：2019 年中国新媒体发展综述》，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912/05/
t20191205_337845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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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旅游业竞争力综合指数排名第 5 位，中国位列第 13 位，相差并不大；但在旅游业人力资源和劳动力

市场次级指数排名中，美国位列全球第 1 位，中国则排在第 24 位，表明两国旅游业在从业人员教育水平、

从业人员培训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①相对而言，美国的旅游业更为产业化与规范化，以迪士尼、环球

影城为代表的旅游企业对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要求较高；相对而言，中国旅游企业对从业人员的学历水平要

求较低，高校毕业生的学历和专业优势难以发挥，旅游业难以受到高校毕业生的青睐。

尽管非营利性行业都出现在了高校毕业生中美首次就业热门行业中且排名相近，毕业生在两国就业的

重点仍有所不同。领英数据显示，在非营利性行业的 11 个次级行业②中，毕业生在中国就业多集中于“国

际组织”，而在美国就业则多集中于民间的“非营利组织管理”这一次级行业③。一方面，教育部、留学

基金委及高校从 2016 年开始加大力度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实习和任职，④高校毕业生在中国加入

国际组织并为国际社会服务的意识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中国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发展相对美国而言仍存在

进步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发布的《社会组织蓝皮书：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9）》⑤

显示，“深入基层”与“注重研究”仍是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发展需要注重的方面。

对比高校毕业生中美首次就业热门行业排名的不同可以发现，高校毕业生热门就业行业多为本国的优

势行业，因此高校毕业生中美首次就业热门行业的不同也反映了中美两国产业结构的差异。从经济发展进

程来看，中国尚处于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产业结构逐步从工业主导转向服

务业引领，但资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相对落后⑥，因此制造业与消费品行业受到更多高校毕业

生的青睐，同时金融、教育、企业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为毕业生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而美国通

过产业整合来提高经济效率的方式已接近饱和，进入需要通过基础研发领域技术突破促进经济发展、进一

步完善社会服务与管理的阶段，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作等行业相对而言更为发达⑦，所

以医疗行业、零售行业及休闲与旅游业等服务密集型行业在高校毕业生热门行业中排位相对靠前。

2. U10 毕业生中美首次就业行业对比

对比U10毕业生中美热门就业行业可以发现，排名相近的行业为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制

造业、企业服务、媒体与传播、硬件与网络行业，排名差异较大的仍为医疗与消费品行业。对比中美毕业

生就业热门行业和 U10 毕业生在中美就业的热门行业可以看出，除媒体与传播、硬件与网络这两个行业外，

其它行业在热门行业排名中的共性和差异并不受毕业生是否为 U10 毕业生影响，U10 毕业生的就业行业

选择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①  世界经济论坛，《2019 年旅游业竞争力报告》，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TCR_2019.pdf。

②  11 个次级行业分别为“国际组织”“非营利组织管理”“项目集开发”“公民与社会组织”“博物馆机构”“智库”“个人与家庭服
务”“慈善”“图书馆”“筹资”和“宗教组织”。

③  中国毕业生在“国际组织”次级行业工作的占比为 65%，在“非营利组织管理”次级行业工作的占比为 13%，美国毕业生在“非营利
组织管理”这一次级行业工作的占比 47%。，在“国际组织”次级行业工作的占比为 3%。

④  高校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信息服务平台，《如何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实习？走入联合国拉美机构的中国实习生》，https://
gj.ncss.cn/news/4V3u2fKex2sYSz6nyjehzN.html。

⑤  黄晓勇，《社会组织蓝皮书：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 6 月版。

⑥  新浪，《新中国产业结构发展演变历程及启示》，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9-16/doc-iicezzrq6064294.shtml。

⑦  国家信息中心，《中美行业结构及劳动生产率差异比较研究》，http://www.sic.gov.cn/News/455/81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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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LinkedIn 数据。

表 5：U10毕业生中美首次就业热门行业排名（按就业所在国）

排名                                 国家 中国 美国

1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

2 金融 金融

3 制造业 医疗

4 教育 企业服务

5 企业服务 制造业

6 硬件与网络 非营利性行业

7 消费者产品 硬件与网络

8 医疗 媒体与传播

9 媒体与传播 公共管理

10 房地产 消费者产品

U10 毕业生在中美两国就业热门行业前十位中也出现了另一国家未上榜的行业，中国是教育和房

地产行业，美国为非营利性行业和公共管理行业。从中国来看，教育（高校教学助理 / 研究助理占比

90%）位列 U10 毕业生中国就业热门行业第三位，表明高校毕业生在首次申请教学或研究岗位时中国教

育系统内机会相对更多，而这与中国研究生教育（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普遍实行导师制有关；

位居第十的房地产行业则凸显了房地产对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从美国来看，非营利性行业①和公共

管理出现在 U10 毕业生在美就业热门行业前十位，则体现了美国在社会服务与管理方面的领先优势为高

校毕业生就业行业选择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U10 毕业生在美热门就业行业一定程度上受美国签证政策影响。媒体与传播行业、硬件与网络行业

进入 U10 毕业生在美热门就业行业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美国在国际学生毕业后通过专业实践培训（OPT）

政策给予在美工作授权。根据该政策，STEM 专业的国际学生在毕业后可以获得三年的 OPT 工作授权，

而非 STEM 专业的毕业生仅能工作一年。硬件与网络行业从业人员大部分具有 STEM 专业背景，而许

多媒体与传播相关专业的项目，特别是留学生较多的项目近年来在美国也成功被认证为 STEM 项目，②

因而硬件与网络、媒体与传播行业受到希望毕业后能在美国积累工作经验的 U10 毕业生的青睐。此外，

非营利性行业与公共管理行业进入 U10 毕业生在美就业热门行业同样与美国的签证政策有关。美国在为

外国专业人才颁发 H-1B 工作签证③时实行配额制度，由于申请签证人数要超过配额，美国移民局会通过

抽签（Lottery）的方式随机决定谁能获得 H-1B 签证，而在非营利性行业与公共管理行业工作的外国专

业人才则可免于抽签过程，因此受到 U10 毕业生的欢迎。

3. U10 毕业生中美就业职位对比

职位方面，中美分别在商业管理与研究领域具有人才比较优势，美国数字经济行业人才聚集度更高，

为我国经济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参考方向。U10 数据显示，软件工程师同为 U10 毕业生中美热门职位排名

①  非营利性行业包括非政府组织、慈善组织、智库、国际组织、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与宗教组织等次级行业。

②  例如南加州大学、乔治城大学与纽约大学的文化与传播（Communication, Culture & Technology）硕士项目等为国际学生颁发的签
证均属于 STEM 领域。

③  国际学生获得 OPT 工作授权并正式工作后可以申请 H-1B 签证。与 OPT 签证不同，H-1B 签证的有效期共计六年，是长期在美工作、
甚至申请永居的主要渠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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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位，表明了中美科技行业对 U10 毕业生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与此同时，毕业生中国首次就业热

门职位中，“经理”“总经理”、“产品经理”等与商业相关的职位出现频率较高；而“分析师”、“研

究员”、“科学家”等研究型职位则更多地出现在在美国首次就业的热门职位中。这一方面源于中国就

业市场对于管理类人才的需求，展现出我国处于以管理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另一方面与 U10 毕业生首

次在美就业的学历特征相关，大部分首次在美国就业的 U10 毕业生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相对于在中国

就业的U10毕业生学历层次更高，因此研究型职位在美国就业热门职位中出现的频率更高。值得注意的是，

出现在美国首次就业的热门职位中的“数据分析师”、“数据科学家”以及“量化分析师”等数字经济

相关职位，并未出现在中国的热门职位中，取而代之的是“分析师”这一涵盖范围更大的职位。这表明

美国在数字经济领域较中国而言更为发达，对相关人才的需求更高，且对岗位职能的划分较中国而言也

更为细致。此外，毕业生在美就业热门职位排名中，联合创始人进入前十位，体现了创新经济在美国高

度活跃的情况，而在中国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高校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的背景下，

联合创始人尚未进入中国热门职位前十名，说明创新经济在中国的活跃度相对较低，我国社会对于创新

创业的认知、创业者社会保障以及高校毕业生创业指导与服务等方面依然有待加强。

数据来源：LinkedIn 数据。

表 6：U10毕业生首次就业热门职位分布（按就业所在国）

排名                          国家 中国 美国

1 软件工程师 软件工程师

2 工程师 数据分析师

3 经理 博士后研究员

4 总经理 研究员

5 研究员 数据科学家

6 项目经理 量化分析师

7 分析师 分析师

8 产品经理 顾问

9 顾问 商业分析师

10 销售经理 联合创始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高校毕业生在中美两国就业行业和职位排名中存在差异，但两国在科技、医疗

与卫生领域存在广阔的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空间，对促进全球科技创新、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至关

重要。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硬件与网络均在两国热门行业排名中占据重要位置，体现了高科技行

业对中美两国经济与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两国在科技领域坚实的人才储备，特别是具有海外留

学和就业经历的国际化人才。科技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对于行业创新发展至关重要，中美两国在这一

行业也都拥有大量人才，因此促进中美科技人才交流与合作不仅有利于人才自身的职业发展，也有利于

促进高新技术的创新与突破，从而惠及中美乃至全球。与此同时，在全球性新冠疫情下，世界人民的生

命健康与各国医疗卫生体系面临重大风险与挑战，中美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医疗与卫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在率先应对疫情过程中积累的公共卫生实践经验与医药领域的研究成果应当与美国医疗行业发展的

先进技术相结合，共同为应对全球疫情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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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下
的行业升级

( 一 ) 对出国留学的冲击

受疫情影响，签证政策收紧、部分国家疫情管控不力等问题导致中国留学生出入境困难，留学意愿

降低。新冠疫情爆发后，世界各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出入境管控和签证政策，给正在留学和准备出国留

学的学生造成了“回国难、出国更难”的困境。疫情发生后，一部分主要留学目的地国，如美国、澳大

利亚、意大利等，出台了针对中国人的入境限制政策，不少即将返校和将要入学的留学生为了继续学业

不得不辗转多个国家，有些则不得不选择延迟入学或毕业。此外，部分国家不断变动的学生签证政策也

阻碍了留学生求学和归国的进程。部分留学生因担心签证政策改变使其回国后无法如期返回留学国而不

敢轻易选择回国；另一些学生则面临着因签证过期导致非法滞留的风险。

为避免传统线下授课方式带来的感染风险，各国学校纷纷关闭校园，转为线上授课。线上授课虽然

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感染风险，但留学生认为网课使他们失去了与教授、同学面对面交流以及体验当地

文化的机会，留学体验也因此大打折扣。后疫情时期，如何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创造具有

包括学习、社交等活动在内的机会，构建一个良好的与社会交流、在社会中实践的平台成为挑战。

对于 2020 年秋季学期入学的新生来说，能够顺利按时入学是大家共同的期待。然而疫情的阴霾尚

未褪去，新生们不得不面临签证难办、必要入学成绩缺失以及因留学国疫情控制不力而面临生命健康危

险等问题。美国驻中国使领馆至今尚未恢复签证业务办理，且未提供确切的恢复日期，这为想要九月按

时入学的学生带来挑战。英国虽于今年 7 月 6 日恢复相关签证办理业务，但计划赴英留学的学生未来还

会受到航班及疫情防控情况变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此外，疫情也导致各类入学必备考试暂时停摆，对手握有条件录取通知书和计划申请 2021 年留学学

生的学习规划造成了影响。同时，部分西方主要留学目的地国应对疫情不力、针对中国留学生的人身攻

击事件层出不穷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留学生的留学意愿。

留学的根本需求没有下降，出国留学依然是接受高质量、国际化教育的重要渠道，但留学目的地国

的选择更加多元化。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虽然对中国学生出国留学造成了负面冲击，但鉴于国内高

等教育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研究生教育无法满足实际需求、高校教育国际化水平依然有待提升等，国

内高校尚无法满足中国学生接受高质量、国际化教育的需求①，中国学生对留学的根本需求并未因疫情而

①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高等教育蓝皮书：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 12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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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QS 世界大学排名于今年 5 月发布的白皮书《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全球留学生》指出，受访中 96%

的中国留学生表示，其留学计划不会因新冠疫情而中断 ①。大多数学生和家长仍然以理性的态度看待留

学计划，认为疫情对出国留学的影响是暂时的，为满足增长知识、开拓视野、改变思维方式等需要，出

国留学对个人的长远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中国也于今年 6 月出台了《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

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重申出国留学仍将是培养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各类人才的重要渠道，

指出疫情的影响是暂时的，提出积极拓展出国留学空间的建议②。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影响下，尽管国内

学生的留学需求仍基本维持原有水平，但在留学目的地国的选择上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留学主要目的

地国，如美国，对疫情的不力应对以及不断收紧的留学签证与就业移民政策，使得更多的中国留学生选

择到留学环境更加安全、签证移民政策更为友好的国家进行深造。

( 二 ) 对就业市场的冲击

新冠疫情对就业市场也具有显著影响。领英关于新冠疫情期间国内就业市场变化的数据显示，新冠

疫情对中国就业市场的影响在春节前后最为明显。从职位发布上看，2020 年春节前一周的职位发布数量

已经开始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在节后一周（2 月 3-9 日）下降幅度最大，之后开始恢复并在节后四周（2

月 24 日 -3 月 1 日）恢复至高于去年同期的水平，节后八周（3 月 23-29 日）上升至最高点。职位浏

览与职位申请相对去年同期的变动幅度和趋势较为相近，都是在节后一周降至最低水平，在节后三周恢

复至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并继续上升，但两者在春节期间的下降幅度较小、节后的上升幅度则较大。总体

而言，疫情在春节前后对就业市场的求职方与招聘方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对招聘方的影响更大。职

位发布的恢复速度低于职位浏览与职位申请的恢复速度，给求职者就业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①  QS Quacquarelli Symonds, ‘The impact of the Coronavirus on Pro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ttps://www.qs.com/
portfolio-items/the-impact-of-the-coronavirus-on-prospective-international-students/。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意见 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http://www.moe.gov.cn/jyb_xwfb/
s5147/202006/t20200623_467784.html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50835073/5db7xA7U6FkPXaRq1U3LJieGDEFb_SaB3U51Dnrtnx-
hg_PIa1eFk_PzEwpQv0NQN3mIkuvFgZXoCemErh3GII9zMppy0pqYj3XqgyQbeTALQ1vkM2Ly8vTv2CIM8DYLvOnuxzHHzbE。

图9：春节期间疫情对就业市场指数的影响（与去年同期相比）

数据来源：LinkedIn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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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LinkedIn 数据

受社交隔离政策、出入境管控及海外供应链影响，消费品行业、制造业、以及软件与 IT服务业受到

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招聘人数下降明显。春节期间大部分行业处于短暂修整期，消费品行业与制造业

属于线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面向消费者的服务性产业，受到社交隔离政策的影响较大；对软件与 IT 服

务行业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服务外包、海外业务、系统集成和线下培训四类次级行业中。根据中国软件

行业协会 2020 年 2 月 14 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软件产业的影响分析及政策建议》①，这四类

次级行业或在其供应链某一环节需要线下参与，受到隔离政策影响，或与其他国家有业务来往，受到这

些国家对中国公民入境限制的影响，导致企业收入下降，人力支出随之减少。

与应对疫情密切相关的大健康行业、可以灵活采用远程办公的教育以及法律行业受疫情冲击较小，

招聘人数在疫情期间相对稳定。大健康（即医疗与保健）行业在疫情影响下更加受到社会的重视，对健

康从业人员的需求上升。这既包括与疫情直接相关的卫生和医疗设备制造人员、医护人员和医药研究者，

也包括诊疗科技、医疗投融资从业人员等；教育与法律行业在疫情期间受到疫情的影响较小则得益于远

程办公、在线学习模式的广泛应用以及社会对这些行业相对稳定的需求，因而这些行业组织的雇佣能力

在疫情期间几乎没有变化。

①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软件产业的影响分析及政策建议》，https://www.etc.org.cn/newsinfo/2124775.html

②  本图的影响程度是指综合考虑了招聘端与求职端影响数据变化幅度（包括职位发布、职位浏览、职位申请）得出的影响大小。

图 10：春节期间疫情对各行业影响程度分布②

从疫情后恢复情况看，在新增职位方面，截至3月份，医疗、社区服务等岗位的招聘均出现了积极复苏，

而人力、金融、工程等岗位的招聘复苏相对缓慢。医疗服务以及社区和社会服务的岗位在防控疫情中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趋势下，社会对这些岗位的需求也有所上升；而媒体与传播岗位

则一方面原于疫情社交隔离政策对生活方式的转变，对网络购物和社交需求的增加，使社交媒体和社交

电商得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与媒体与传播行业在疫情期间传播信息的功能相关，能够及时传递人民群

众密切关注的疫情信息、并在防控疫情中传播正能量，为团结社会力量做出贡献，因此传播渠道的多样

化带动了媒体与传播行业新增职位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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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LinkedIn 数据

①  本图比较的是二月、三月（疫情爆发时与疫情后）新增职位数量相对一月（疫情前）的变化。

图 11：疫情对新增职位分布的影响 ①

但与此同时，就业市场供求不平衡的情况仍然显著，运输与物流、媒体、教育等行业面临人才短缺，

而制造业、医疗、软件和 IT服务等行业则面临相对激烈的人才竞争。在职位发布恢复方面，运输和物流

行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非营利组织、建筑、媒体、硬件与网络、教育等行业紧跟其后，而娱乐行业在

爆发后没有出现任何积极的复苏。在职位申请恢复方面，医疗、建筑、房地产、消费品等行业职位申请

恢复较快，软件与 IT 服务、媒体与传播、运输及物流、制造业等紧随其后。但综合考虑职位发布与申请

恢复速度，运输与物流、建筑、媒体、教育和零售行业职位发布恢复速度高于职位申请恢复速度，这些

行业的人才需求激增；而娱乐业、制造业、消费品、医疗与软件和 IT 服务行业出现职位申请恢复速度高

于职位发布恢复速度的情况，求职者在这些行业面临着相对激烈的竞争。

三月二月

行政

房地产

人力资源

金融

工程

医疗服务

媒体与传播

社区和社区服务

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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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LinkedIn 数据

①  恢复速度指的是各指标三月第一周相对一月疫情爆发前的变化幅度。

图 12：三月第一周各行业职位发布与职位申请恢复速度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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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疫情对国内各行业发展的影响以及 U10 毕业生首次就业热门行业来看，U10毕业生就业的热门

行业虽然在疫情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但普遍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和战胜

疫情提供了支撑；而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大部分就业热门行业则为职位发布恢复较快、人才需求激

增的行业。在 U10 毕业生就业的热门行业中，医疗、制造业、消费品行业在疫情与隔离政策下保证了医

疗物资与生活物资的供应，保障了居家隔离人民的正常生活；教育行业作为受到疫情冲击较小的行业，

得益于在线教学模式的发展，在疫情的影响下仍然能够正常运转；软件与 IT 服务业虽然在疫情期间遭受

严重冲击，但远程办公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支撑；同时，非营利组织、

媒体与传播职能的岗位则在抗击疫情中起到了积极的协调作用，非营利组织在接受国际社会捐赠、分发

抗疫物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媒体与传播行业则保障了抗疫信息的有效传递，调动了全民团结抗

疫的积极性。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U10 毕业生热门就业行业的选择虽然发生在新冠疫情之前，

但疫情期间，这些行业不仅能够抵抗疫情与隔离政策对行业与经济发展的冲击，同时为国家防控疫情做

出了重要贡献，体现出 U10毕业生在就业行业选择中的前瞻性，考虑了行业对风险的承受力以及社会可

持续发展对行业的需求，这对更广泛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行业的选择具有实践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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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国及 U10 毕业生发展情况，结合国内外留学、工作及移民政策变化，报告从高校毕业生发展

路径选择、我国高等教育和职业培养发展方向、以及国家层面政策改革三个方面提出建议，助力高校毕

业生职业发展、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国际化人才交流与合作。

关于高校学生选择发展路径的建议

(一 ) 留学深造：留学趋势总体稳定，建议不要因个别国家政策的收紧而取消留学
计划，同时在留学目的选择中可以更加多元化

全球化发展虽然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和日益紧张的国际关系影响，但全球化大趋势不变，留学仍然是

学习先进知识、培养国际化视野、理解国际规则的主要渠道。领英数据显示，尽管高校毕业生赴美留学

增长率下降，但出国留学的比例在 2014-2019 年间持续增加，表明留学的国际化需求依然存在，全球化

大趋势不变。对于有出国留学计划的高校学生，建议在自身能力、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保持出国

留学这一选项，出国留学计划不要因为疫情及个别国家日益收紧的留学与移民政策受到干扰。长远来看，

疫情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出国留学的国际化需求依然存在，不仅可以学习先进知识，培养批判性思考能力，

也有助于了解国外文化和国际规则，提升国际交往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尽管高校毕业生的主要留学目的

地国美国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和新冠疫情的打击下持续收紧其留学、工作与移民政策，对中国留学生、

在美工作的中国人乃至华裔产生了负面影响，然而与美国政府不同，美国高校持续欢迎国际学生到美国

学习，在移民局宣布取消在线课程国际学生身份的情况下，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为首的美国高校

对美国政府发起诉讼并迫使国土安全局撤销了针对国际学生的新政。①  

留学目的地更加多元化，赴英国、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留学出现增长趋势，而前往“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东盟、拉美、非洲等区域则是未来留学发展的另一趋势。数据显示，在赴美留学

增长放缓的同时，赴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留学的高校毕业生呈增长趋势，英国、法国、新加坡、澳大

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中国留学生数量持续增加，表明大部分留学目的地国对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依

然保持开放态度，如新冠疫情对出国留学冲击部分提及的英国和加拿大等。此外，随着“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来华留学人数持续增加，中国与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也日趋频繁和深入，②前往“一带一路”

①  The New York Times, ‘Harvard and M.I.T. Sue to Stop Trump Visa Rules for Foreign Students’, https://www.nytimes.
com/2020/07/08/us/harvard-mit-trump-ice-students.html.

②  新华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人数持续增加》，http://www.xinhuanet.com/2018-04/30/c_1122764886.htm，201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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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雇佣率是领英会员在新工作开始当月在个人资料中添加新雇主的人数（招聘人数）在当月当地整体会员数中的占比。该指数是判断就业
市场招聘活跃度的重要指标，也展示了职位空缺的趋势。

②  Karin Kimbrough, Global hiring continues to stabilize, and shows positive growth in some countries， 资 料 来 源：https://
www.linkedin.com/wukong-web/articleShare/6681947544051941376?trk=article_share_wechat，检索日期：2020 年 7 月 16 日。

沿线国家在内的东盟、拉美、非洲等区域则成为未来留学发展的趋势。因此，建议中国学生在留学国家选

择中可以更加多元化，根据优势专业选择不同的国家。高校学生和家长应缓解个体层面的焦虑，在国际化

需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通过多元化的留学目的地国选择避免出国留学计划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

( 二 ) 国内就业：就业市场的复苏不仅缓解了国内就业市场的压力，还为高校毕业
生在新的行业和领域实现灵活就业创造了条件

虽然新冠疫情对全球就业市场带来沉重打击，但领英全球雇佣率①数据显示，国内就业市场雇佣率已

于四月底、五月初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②，就业形势有所好转，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压力。与此同时，领英关于国内就业市场的数据显示，疫情催生了一些新的行业和领域，如运输及物流、

非营利组织与医疗健康行业等，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创造了新的条件。建议高校毕业生勇于尝试新的

行业和领域，采取灵活就业的方式或开展创新创业。谷歌等多家科技公司允许员工在 2021 年 7 月前居

家办公预示了远程工作的兴起，而随着远程办公等技术的发展，员工雇佣与工作的方式将变得更加灵活，

为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创造了条件。而上海、杭州等地政府为直播带货、快递等领域特殊人才的落户和

购房补贴政策则显示了新业态的广阔发展前景，高校毕业生在新的行业和领域大有可为。

( 三 ) 就业行业选择：医疗、非营利组织、公共服务与管理行业成为高校毕业生实
现自我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优先职业选择

新冠疫情这一公共卫生危机对就业市场的影响表明，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紧密

相连。因此，高校毕业生在选择就业行业时，除了考虑包括薪酬、兴趣等自我需求因素外，同样需要考

虑行业的可持续性与社会的需求，包括行业应对公共危机风险的能力、危机中维持社会运转、促进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新冠疫情对我国就业市场的影响显示，社会对医护人员、社区工作与公共管理人才

的需求攀升，不仅显示出医疗、非营利组织、公共服务于管理行业在这回应对公共危机中的重要性，也

从侧面表明我国在相关行业发展的滞后性，而这种滞后性不仅影响了公众在疫情中的生命健康与正常生

活，也显示了我国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相关机制的缺失。未来，医疗健康、非营利组织与公共服务与管理

等可持续性较强的行业，不仅能为高校毕业生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也是高校毕业生实现社会

责任感、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促进高校毕业生实现自我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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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高等教育与职业培养发展的建议

面临高校毕业生国内深造与出国留学的选择困境、以及疫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带来的巨大冲击，建

议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合理调整高校毕业生培养方向、有针对性地培养数字经济人才、医疗行业人才，进

一步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促进教育对外开放，同时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促进高校学生创新创业，为高

校毕业生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发展路径。

( 四 ) 结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热门行业、职位及新冠疫情对行业的冲击，针对性地培
养产业发展、经济创新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的人才

重点培养软件工程师、研究员、工程师及服务类人才，为热门行业及社会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根据高校毕业生就业热门行业与职位，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在本科、硕士、博士及以上高校毕业生

就业热门行业中均位列前三名，而教育、制造业、企业服务也在就业热门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方

面显示出我国在上述行业的快速发展，也表明了这些行业对相关专业高校毕业生的巨大需求。建议高校

重点培养软件工程师、研究员、工程师及服务类人才，促进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发展，支撑制造业在产业

升级方面的需求，为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进步提供人才支撑，助力社会经济创新发展。

面对疫情对行业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关注行业与社会发展需求，加强医疗与健康、社区与公共

服务、非营利组织等领域人才培养。疫情对我国就业市场的影响表明了医疗、非营利组织、公共服务与

管理行业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重要性，建议在医疗与健康、公共管理、社会工作与社会保障等相关领域

中具有优势学科的高校，通过招生倾斜、奖学金奖励、实习与就业推荐等方式吸引更多学生投入到这些

专业中，通过培养更多相关领域的人才为社会应对公共危机贡献高校力量。

加大数字经济及创新型人才培养力度，缩短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数字产业及创新型经济发展

领域的差距。针对高校毕业生中美热门就业职位对比显示的我国在数字经济和创新领域与其他国家存在的

差距，建议高校加大相关领域人才培养力度，促进科研成果产业转化，促进产业升级和创新经济发展。具

体而言，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通过增设大数据、编程等前沿领域课程，扩大博士、博士后招聘规模，

加大数据科学家、研究员等相关人才培养力度，促进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将科学技术更加广泛地

运用到产业创新发展中，促进社会经济创新发展。此外，我国在数字及创新经济的领域分工也需要进一步

细化。

( 五 ) 进一步促进教育对外开放，加强中外合作办学力度，为中国学生在国内接受
高质量、国际化教育创造机会

为应对疫情对留学生及高校学生出国留学带来的挑战，建议中国高校加强与国外高校的合作办学，

为中国留学生、中国学生在国内接受国际化教育创造机会。在疫情影响下，多国实行边境管控、暂缓签

证办理，签证办理能力和国际通航规模受到严格限制，为中国学生赴国外留学带来极大挑战。为缓解疫

情带来的影响，一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如上海 - 纽约大学、杜克 - 昆山大学、宁波 - 诺丁汉大学等成

①    教育部，《2018 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3/
t20190327_375704.html，201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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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法返回国外继续学业的留学生在国内继续学业的又一种选择。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仅具有国际化

的教育资源，如西方课程体系和国际师资资源，也能为留学生在秋季学期提供线下课程，为学生与教授、

同学交流提供了便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在国内跨时区学习线上课程的困难。在国外疫情控制形势存在

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建议进一步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积极开拓优质资源合作渠道，为在国内、无法回到留

学国家的中国留学生、计划出国的中国学生在国内接受国际化教育创造机会。

推动国际学校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我国的发展，提升我国的教育质量与国际化水平，促进新时期中

外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长期而言，海南加快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的一系列举措①，包括允许国外高水平

大学、职业院校在海南自由贸易岛独立办学、设立国际学校，以及引进国外知名院校举办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为我国进一步促进教育对外开放指出了方向。建议将海南促进国际教育发展的措

施推广到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对国际教育具有高度需求的区域，促进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

际学校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我国的发展，扩大国际师资比例、开设更多国际课程，提升我国的教育质量

和教育国际化水平，在提升自主培养国际化人才能力的同时促进新时期中外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 六 ) 完善高校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服务能力，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实现促进高校
毕业生就业与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

针对高校毕业生首次就业热门职位中“联合创始人”出现在美国、而非中国的情况，我国高校在就业

及创新创业指导与服务方面与国外高校的差距成为主要原因之一。建议国内高校通过课程设置、专业实习、

就业培训等方面全面提升高校就业指导与服务能力，为高校毕业生进入职场做好准备。例如，加强就业指

导中心与企业的联系，根据学生专业与就业需求推荐其到相关企业部门进行实习，了解职场对于专业技能

的需求。在高校学生创新创业方面，则需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创新

创业平台，促进科研成果产业转化并为技术含量高、社会价值高的创业项目给予奖励，激发大学生创新创

业积极性，实现毕业生就业与社会创新的协同发展。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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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政策方面的建议

为应对疫情冲击下高校毕业生就业挑战、缩短我国高等教育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建议国家在政策层

面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鼓励就业模式变革，加强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为我国现代化

建设培养国际化、高质量人才。

( 七 ) 抓住中国经济发展及疫情下留学人才“回流”的机遇，通过建立长效人才引
进机制吸引更多海外中国人才回国就业创业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出国留学，2018 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 66.21

万人，①引发了国内关于“人才流失”的担忧。② 然而，领英关于高校毕业生深造及就业所在国家和地区的

数据显示，尽管选择出国留学的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加，但选择在国内就业的比例也呈上升趋势，并在 2018

年超过 80%，揭示出我国高校毕业生“出国留学 - 回国就业”的良性人才环流趋势，也表明近年来我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为越来越多海外中国人才“回流”到中国创造了机会。然而，受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等多重影响，

留学生海外就业创业受阻，建议因势利导，将吸引包括 U10 毕业生在内的海外高水平人才回流纳入国家优

先发展战略。首先，建立健全海外留学生回国就业、创业的渠道和机制，提供并完善包括税收、工资、落户、

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发展激励与保障措施。同时，强调人才吸引政策在行业、区域、

职业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性与针对性。例如，针对高层次高技术留学人才，应进一步加大研发与创新投入，

提供与世界接轨的科研平台，营造国际化工作环境等，减轻人才对“996”、“007”现象的顾虑。其次，

基于疫情背景下人才回流的复杂性，应进一步发展国家及区域留学人才服务中心的统筹作用，有效协调各

战略与组织部门，实现高端人才与优势产业的精准匹配。此外，注重发挥高校、智库、企业人才研究部门、

以及如欧美同学会等民间组织的联动作用，为更好地服务回流人才提供新的视角与建议。

( 八 ) 从国家政策层面，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鼓励就业模式变革，为高校毕业生灵活
就业和创新创业提供政策支持

在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高校毕业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背景下，灵活就业与创新创

业成为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联合创始人”这一热门职位在中国的缺失揭示了我国在创新经济

活跃度相对较低的发展情况，鼓励从国家政策层面鼓励高校毕业生开展灵活就业并完善对于灵活就业的

社会保障机制。首先，建立就业信息平台，为灵活就业者与社区、企业建立信息链接，一方面方便高校

毕业生了解灵活就业信息，另一方面为政府组织职业培训提供目标群体。其次，为如为灵活就业者提供

五险一金，尤其是通过明确劳动合同关系提供失业保险和工商保险，解决灵活就业和创业失败的后顾之忧。

最后，创造鼓励灵活就业和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提升社会对于灵活就业形势的认知度、对创业失败者

的包容度，避免高校毕业生在灵活就业与创业失败的打击下再度遭受公众质疑，避免轻生等极端情况的

发生。

①  教育部，《2018 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3/
t20190327_375704.html，2019 年 3 月

②  王辉耀、苗绿著，《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社科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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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 针对疫情对留学的带来的冲击，积极探索国内外教育体系对接机制，加快和
扩大教育对外开放

长期以来，中外教育体系对接难成为中国学生出国接受教育、外国学生进入中国接受教育的阻碍。

探索国内教育体系与国外教育体系的对接，既包括高等教育之前升学机制的对接，也包括中外高等教育

体制的对接。但近年来，包括英国剑桥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新加坡多所私立大学在内的一些国外

高校已经接受中国学生使用高考分数申请国外学校，对中国学生赴国外留学提供了便利，但大部分国外

高校仍然需要中国学生提供 A-level、SAT 等考试成绩。与此同时，国外学生转学到中国存在更多的问题，

除语言因素影响外，在基础教育阶段，中国公立学校很难评估和承认并接受国外教育经历，致使很多国

外学生只能进入国际学校。因此，建议中外教育机构建立相应的学分、学历认证机制，解决国内外高校

间转学、特别是从国外高校转入国内高校存在困难的问题。

( 十 ) 扩展更广泛的国际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机制，为我国高校毕业生留学目的地
多元化选择及国际化发展创造条件

在我国高校毕业生留学的主要目的地国家和地区中美国持续收紧留学与就业政策、中美关系持续恶

化的背景下，建议积极扩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机制、减少美国对我国高校毕

业生出国留学与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我国高校毕业生出国留学、国外就业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选择方案。

一方面，加强中日韩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为高校学生、访问学者、教授等相关人员提供出入境和签证便利，

提升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高等教育质量与国际化水平。另一方面，推动建立中国 - 东盟、中国 - 欧

洲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机制，利用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国的优势，加深中国与上述区域在高等

教育与经济发展领域的共同利益，为我国高校学生出国留学创造更加多元化的选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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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层级中“双一流”高校分布

城市
级别

“双一流” 
  高校数量

城市名称 “双一流”高校名称

一

线
40

北京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
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交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上海
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海洋大
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

广州 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新

一

线

52

南京
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成都
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石油大学、成都理工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西安 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天津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河北工业大学

武汉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

长沙 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重庆 重庆大学、西南大学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沈阳 辽宁大学、东北大学

杭州 浙江大学

苏州 苏州大学

厦门 厦门大学

郑州 郑州大学

二

线
19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

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

无锡 江南大学

福州 福州大学

南宁 广西大学

济南 山东大学

宁波 宁波大学

长春 吉林大学

南昌 南昌大学

贵阳 贵州大学

昆明 云南大学

兰州 兰州大学

太原 太原理工大学

海口 海南大学

三

线
4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

银川 宁夏大学

咸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附录 1

数据来源：CCG 研究组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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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技能算法的说明

技能排名按照领英技能基因组（LinkedIn Skills Genome）的数据计算，用于开发领英技能基因组

的数据来自领英平台上的会员资料。具体来说，数据按照会员资料中列出的技能、职位以及工作地点被

选取。选取的度量标准使用逆文档频率（TF-IDF）模型计算。

为了计算该指标，领英首先根据特定技能在特定的部分（例如特定工作地点、特定行业或职业）中的

流行程度为每种技能计算权重，并将其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其它部分进行比较。例如，当需要确定某一时期

内某一职业相对于其它职业的最具代表性技能时，首先要选取在该期间内从事该职业的所有领英会员。然

后，对每一个技能，计算所有会员在其领英个人资料的“技能”一栏中列出该技能的次数。需要特别注意

的是，只有在会员本人担任该职位的期间专门添加的技能才会包括在计算中。在选定的时间段内，若仅有

少于或等于 10 位成员添加了某项技能，该技能将不被计算，以减少在数据中出现的“噪音”。这样可以

确保仅在技能与职位相关时才对技能进行统计，并且可以比较随着时间的变化技能频率出现的变化。最后，

对每个职业的技能进行加权；属于通用技能且出现在多个职业中的技能的权重偏低。最后列出最能代表该

职业的技能。

新兴技能与衰落技能的排名是通过计算科技行业与非科技行业中的每个技能在 2018 年与 2015 年出

现的频次的差值，再根据计算出的差值对每个技能进行排名而得出的，差值为正时表明该技能为新兴技能，

差值为负时表明该技能为衰落技能；最具代表性的技能的排名则是通过对最热门的五大行业中的每个技

能在 2015 年至 2018 年间出现的频次总数进行排名。

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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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0 各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手册
（按拼音字母排序）

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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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和地区排名

国家和地区                                                   排名

热门技能

技能名称                                                      排名

首次就业热门行业

行业名称                                                      排名

北京大学 

 

本科, 50.1%
硕士, 40.1%

博士及以上, 
9.8%

毕业生学历分布（整体）

毕业生深造所在国家和地区分布

历年学历分布（2014-2019 年）

 

56.4% 52.4% 51.9% 49.1% 44.6% 43.4%

35.5% 38.8% 38.3% 40.9% 44.8% 44.3%

8.0% 8.8% 9.8% 10.1% 10.6% 12.3%

0%

20%

40%

60%

80%

10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本科 硕士 博士或以上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1

教 育 ……………………………………………………2

金 融 ……………………………………………………3

企 业 服 务 ………………………………………………4

制 造 业 …………………………………………………5

英 国 …………………………………………………… 1

中 国 香 港 ……………………………………………… 2

法 国 …………………………………………………… 3

澳 大 利 亚 ……………………………………………… 4

新 加 坡 ………………………………………………… 5

研 究 ……………………………………………………1

管 理 ……………………………………………………2

领 导 力 …………………………………………………3

数 据 分 析 ………………………………………………4

项 目 管 理 ………………………………………………5

P y t h o n ……………………………………………… 6

客 户 服 务 ………………………………………………7

战 略 规 划 ………………………………………………8

演 讲 ……………………………………………………9

C++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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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就业热门行业

行业名称                                                       排名

其他国家和地区排名

国家和地区                                                   排名

热门技能

技能名称                                                       排名

金 融 ………………………………………………………1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2

教 育 ………………………………………………………3

企业服务…………………………………………………4

制造业……………………………………………………5

英 国 …………………………………………………… 1

中 国 香 港 ……………………………………………… 2

法 国 …………………………………………………… 3

澳 大 利 亚 ……………………………………………… 4

新 加 坡 ………………………………………………… 5

管 理 ………………………………………………………1

项目管理…………………………………………………2

研 究 ………………………………………………………3

领导力……………………………………………………4

数据分析…………………………………………………5

客户服务…………………………………………………6

英 语 ………………………………………………………7

Python…………………………………………………8

演 讲 ………………………………………………………9

战 略 规 划 ………………………………………………10

复旦大学

毕业生学历分布（整体）

历年学历分布（2014-2019 年）

毕业生深造所在国家和地区分布 

 

本科, 41.2%

硕士, 50.7%

博士及以上, 
8.1%

 

  

46.7% 42.9% 43.3% 40.6% 35.6% 36.1%

45.6% 49.6% 49.0% 51.5% 55.3% 54.8%

7.6% 7.5% 7.7% 7.8% 9.1% 9.1%

0%

20%

40%

60%

80%

10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本科 硕士 博士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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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
大学

毕业生学历分布（整体）

毕业生深造所在国家和地区分布

历年学历分布（2014-2019 年）  
 

 

 

 

 

 

 

 

本科, 56.6%
硕士, 34.9%

博士及以上, 8.5%

首次就业热门行业

行业名称                                                      排名

其他国家和地区排名

国家和地区                                                   排名

热门技能

技能名称                                                      排名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1

教育………………………………………………………2

制造业……………………………………………………3

硬件与网络………………………………………………4

英 国 …………………………………………………… 1

中 国 香 港 ……………………………………………… 2

新 加 坡 ………………………………………………… 3

法 国 …………………………………………………… 4

澳 大 利 亚 ……………………………………………… 5

项目管理…………………………………………………1

管理………………………………………………………2

领导力……………………………………………………3

Python…………………………………………………4

研究………………………………………………………5

客户服务…………………………………………………6

C++ ……………………………………………………7

Mat lab…………………………………………………8

数据分析…………………………………………………9

Java……………………………………………………10

 

 

 

 

 

 

 

 

63.5% 59.4% 57.5% 56.5%
50.4% 46.6%

29.6% 33.1% 35.0% 34.4%
39.3% 42.3%

6.9% 7.5% 7.5% 9.1% 10.2% 11.0%

0%

20%

40%

60%

80%

10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本科 硕士 博士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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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国高校毕业生发展洞察与展望

毕业生学历分布（整体）

毕业生深造所在国家和地区分布

历年学历分布（2014-2019 年）

首次就业热门行业

行业名称                                                        排名

其他国家和地区排名

国家和地区                                                    排名

热门技能

技能名称                                                        排名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1

教 育 ………………………………………………………2

制 造 业 ……………………………………………………3

金 融 ………………………………………………………4

企 业 服 务 …………………………………………………5

英 国 ……………………………………………………… 1

中国香港………………………………………………… 2

法 国 …………………………………………………… 3

澳大利亚………………………………………………… 4

新加坡…………………………………………………… 5

管 理 ………………………………………………………1

项 目 管 理 …………………………………………………2

领 导 力 ……………………………………………………3

客 户 服 务 …………………………………………………4

研 究 ………………………………………………………5

数 据 分 析 …………………………………………………6

Python……………………………………………………7

战 略 规 划 …………………………………………………8

Java………………………………………………………9

Matlab…………………………………………………10

 

本科, 60.8%

硕士, 33.9%

博士及以上, 
5.3%

 

 

 

64.9% 63.4% 61.8% 57.0% 55.5% 59.1%

30.7% 31.8% 33.5%
36.8% 37.9% 34.8%

4.4% 4.8% 4.7% 6.2% 6.6% 6.1%

0%

20%

40%

60%

80%

10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本科 硕士 博士或以上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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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中国高校毕业生发展洞察与展望

清华大学

毕业生学历分布（整体）

 

 

 

 

 

本科, 37.9%

硕士, 47.2%

博士及以上, 
15.0%

 

47.9%

30.5%
43.2% 39.0% 36.5% 32.4%

38.9%
60.1%

41.1% 44.1% 44.6% 48.3%

13.1% 9.5%
15.7% 16.9% 18.9% 19.3%

0%

20%

40%

60%

80%

10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本科 硕士 博士或以上

首次就业热门行业

行业名称                                                       排名

其他国家和地区排名

国家和地区                                                   排名

热门技能

技能名称                                                       排名

教 育 ………………………………………………………1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2

金融………………………………………………………3

制造业……………………………………………………4

企业服务…………………………………………………5

英 国 …………………………………………………… 1

中 国 香 港 ……………………………………………… 2

法 国 …………………………………………………… 3

德 国 …………………………………………………… 4

加 拿 大 ………………………………………………… 5

研 究 ………………………………………………………1

Python…………………………………………………2

数据分析…………………………………………………3

M a t l a b ………………………………………………… 4

项目管理…………………………………………………5

管理………………………………………………………6

领导力……………………………………………………7

C++ ……………………………………………………8

英语………………………………………………………9

C 语 言 …………………………………………………10

毕业生深造所在国家和地区分布

历年学历分布（2014-2019 年）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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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中国高校毕业生发展洞察与展望

上海交通
大学

毕业生学历分布（整体）

毕业生深造所在国家和地区分布

首次就业热门行业

行业名称                                                      排名

其他国家和地区排名

国家和地区                                                  排名

热门技能

技能名称                                                      排名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1

教 育 ……………………………………………………2

制 造 业 …………………………………………………3

金 融 ……………………………………………………4

企 业 服 务 ………………………………………………5

英 国 …………………………………………………… 1

法 国 …………………………………………………… 2

中国香港……………………………………………… 3

新加坡………………………………………………… 4

澳大利亚……………………………………………… 5

项 目 管 理 ………………………………………………1

管 理 ……………………………………………………2

Python…………………………………………………3

领 导 力 …………………………………………………4

C++ ……………………………………………………5

Matlab…………………………………………………6

研 究 ……………………………………………………7

数 据 分 析 ………………………………………………8

客 户 服 务 ………………………………………………9

J a v a ………………………………………………… 1 0

 

 

 

 

  

本科, 42.5%

硕士, 49.5%

博士及以上, 
8.0%

 

48.2% 44.5% 43.1% 41.6% 37.7% 38.5%

44.8% 48.8% 49.0% 50.8% 53.6% 51.1%

7.0% 6.7% 7.9% 7.6% 8.7%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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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60%

80%

10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本科 硕士 博士或以上

历年学历分布（2014-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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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中国高校毕业生发展洞察与展望

 

本科, 65.4%

硕士, 27.9%

博士及以上, 
6.7%

毕业生学历分布（整体）

毕业生深造所在国家和地区分布

历年学历分布（2014-2019 年）

 

77.7%
67.2% 67.8% 61.5% 58.2% 54.3%

16.5%
27.2% 26.2%

31.5% 33.6% 37.4%

5.9% 5.6% 5.9% 7.0% 8.2% 8.3%

0%

20%

40%

60%

80%

10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本科 硕士 博士或以上

首次就业热门行业

行业名称                                                     排名

其他国家和地区排名

国家和地区                                                  排名

热门技能

技能名称                                                     排名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1

教 育 ……………………………………………………2

金 融 ……………………………………………………3

英 国 …………………………………………………… 1

中 国 香 港 ……………………………………………… 2

法 国 …………………………………………………… 3

新 加 坡 ………………………………………………… 4

澳 大 利 亚 ……………………………………………… 5

管理………………………………………………………1

项 目 管 理 ………………………………………………2

领 导 力 …………………………………………………3

客 户 服 务 ………………………………………………4

数 据 分 析 ………………………………………………5

研 究 ……………………………………………………6

Python…………………………………………………7

战 略 规 划 ………………………………………………8

演 讲 ……………………………………………………9

Matlab…………………………………………………10

武汉大学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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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国高校毕业生发展洞察与展望

毕业生学历分布（整体）

毕业生深造所在国家和地区分布

历年学历分布（2014-2019 年）

首次就业热门行业

行业名称                                                       排名

其他国家和地区排名

国家和地区                                                    排名

热门技能

技能名称                                                       排名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1

教育………………………………………………………2

金融………………………………………………………3

英 国 …………………………………………………… 1

中 国 香 港 ……………………………………………… 2

法 国 …………………………………………………… 3

新 加 坡 ………………………………………………… 4

澳 大 利 亚 ……………………………………………… 5

管 理 ………………………………………………………1

项目管理…………………………………………………2

领导力……………………………………………………3

客户服务…………………………………………………4

数据分析…………………………………………………5

研究………………………………………………………6

Python…………………………………………………7

战略规划…………………………………………………8

演讲………………………………………………………9

Matlab…………………………………………………10

 

 

本科, 52.5%
硕士, 36.4%

博士及以上, 11.1%

 

57.5% 54.1% 55.6% 52.3% 48.6% 44.4%

33.3% 35.1% 34.0% 36.8% 39.2%
41.6%

9.2% 10.8% 10.4% 10.9% 12.3%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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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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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硕士 博士或以上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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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中国高校毕业生发展洞察与展望

 

本科, 46.0%

硕士, 50.9%

博士及以上, 
3.1%

毕业生学历分布（整体）

毕业生深造所在国家和地区分布

历年学历分布（2014-2019 年）
 

 

51.7% 50.1% 48.7% 45.8% 40.8% 38.4%

44.9% 46.9% 48.1% 51.0% 55.7% 59.5%

3.4% 3.0% 3.2% 3.2% 3.5% 2.1%

0%

20%

40%

60%

80%

10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本科 硕士 博士或以上

首次就业热门行业

行业名称                                                       排名

其他国家和地区排名

国家和地区                                                    排名

热门技能

技能名称                                                       排名

金 融 ………………………………………………………1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2

企业服务…………………………………………………3

教 育 ………………………………………………………4

制 造 业 ……………………………………………………5

英国……………………………………………………… 1

法国……………………………………………………… 2

中国香港………………………………………………… 3

新加坡…………………………………………………… 4

澳大利亚………………………………………………… 5

管 理 ………………………………………………………1

领 导 力 ……………………………………………………2

项目管理…………………………………………………3

客户服务…………………………………………………4

数据分析…………………………………………………5

研 究 ………………………………………………………6

战略规划…………………………………………………7

演 讲 ………………………………………………………8

英 语 ………………………………………………………9

社 交 媒 体 ………………………………………………10

中国人民
大学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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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中国高校毕业生发展洞察与展望

 

本科, 68.0%

硕士, 27.0%

博士及以上, 
5.0%

毕业生学历分布（整体）

毕业生深造所在国家和地区分布

历年学历分布（2014-2019 年）

首次就业热门行业

行业名称                                                      排名

其他国家和地区排名

国家和地区                                                  排名

热门技能

技能名称                                                      排名

软 件 与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1

教育………………………………………………………2

金融………………………………………………………3

企业服务…………………………………………………4

制造业……………………………………………………5

中 国 香 港 ……………………………………………… 1

英 国 …………………………………………………… 2

澳 大 利 亚 ……………………………………………… 3

法 国 …………………………………………………… 4

新 加 坡 ………………………………………………… 5

管 理 ………………………………………………………1

项目管理…………………………………………………2

领导力……………………………………………………3

客户服务…………………………………………………4

数据分析…………………………………………………5

研究………………………………………………………6

Python…………………………………………………7

战略规划…………………………………………………8

演讲………………………………………………………9

市 场 管 理 ………………………………………………10

 

 

70.6% 69.2% 68.6% 68.9% 65.2% 63.4%

24.9% 25.7% 26.5% 26.0% 29.7% 30.8%

4.5% 5.1% 4.9% 5.1% 5.1% 5.7%

0%

20%

40%

60%

80%

10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本科 硕士 博士或以上

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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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中国高校毕业生发展洞察与展望

关于全球化智库（CCG）

全球化智库（CCG），中国领先的国际化社会智库，成立于 2008 年，总部位于北京，在

国内外有十余个分支机构和海外代表，目前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百余人，致力于全球化、

全球治理、国际关系、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

CCG 是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财政部“美国研究智库联盟”创始理事单位，

拥有国家颁发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是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全国人才理论研究基地，人社

部中国人才研究会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所在地。CCG 也是被联合国授予“特别咨商地位”

的唯一中国智库。

成立十余年来，CCG 已成为中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智库。在世界最具权

威性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 2019》中，CCG 位列全球顶级

智库百强榜单第七十六位，连续三年跻身世界百强榜单，也是首个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

并在国内外多个权威智库排行榜单评选中均被评为中国社会智库第一。

http://ipoipo.cn/


41 中国高校毕业生发展洞察与展望

关于领英经济图谱

LinkedIn（领英）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职场社交平台，创建于 2003 年，总部位于美国硅谷。

领英的愿景是为全球 30 亿劳动力中的每一位创造经济机会，进而绘制世界首个经济图谱。截止

2020 年 8 月 1 日，领英全球会员总数已超过 7.06 亿，覆盖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

会员总数已逾 5,100 万。领英于 2014 年正式宣布进入中国，并持续为个人会员和企业客户提供

优质的本地化产品和服务。2019 年，领英经过在华五年的实践和探索之后，升级了本土化战略，

正式启动中国战略 2.0。领英以社交为根基，最大化地利用全球平台和海量数据优势，让连接更

有价值。同时领英携手重量级行业伙伴，打造 “一站式职业发展平台”，为中国职场人在职业

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提供更丰富和全面的价值，实现职业成长，始终与机会保持联系。

领英经济图谱通过数字化形式展现全球经济。其所需数据均来源于领英全球 7.06 亿会员、

3.6 万项职业技能、5,000 万雇主公司、超过 1,100 万个开放职位以及 9 万家教育机构。简言之，

经济图谱来源于领英上的所有数据。通过给每位会员、每家公司、每份职业、每所学校画像，领

英能够进行全球经济趋势层面的预测，如预测不同地区的人才流向、雇佣率、受雇主欢迎的技能

等。这些洞察可以帮助我们以全新方式实现人才和机遇的对接。同时，领英与世界各地的政府机

构、组织团体都保持着合作，与他们分享经济图谱洞察，使他们能更好地连接人才与经济机会。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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