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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招
零门槛落户购房有优惠
在北京工作两年后袁 从事传媒行业

的小费最近开始在老家江苏寻觅新工
作袁准备野逃离北上广冶遥

野刚毕业时一心想出去闯闯所以来
了北京遥 待两年后发现袁节奏太快袁还是
喜欢老家的城市环境遥 冶过去两年袁小费
独自租住在北京北苑的一套一居室里袁
月租金 4000元袁房租占她每月月薪的四
成遥在刚刚工作的第一年袁房租占收入的
比例更高袁几乎占到一半遥

大城市较高的生活尧交通成本袁是小
费考虑回乡的催化剂遥二线尧三线城市迅
速发展袁工作机会增加袁则成为吸引人才
迁徙的关键原因遥

3月 1日袁 小费家乡省会南京市发
布政策袁进一步放宽了人才落户南京的条
件要要要野40周岁以下本科生可直接落户南
京冶遥 也就是说袁 即便小费的老家不在省
城袁一本大学毕业的她想回南京落户也是
轻而易举遥 更吸引眼球的是袁外地来南京
的高校毕业生袁还能一次性获得每人 1000
元的面试补贴遥 另外袁 青年大学生今年 1
月 1日后在南京实现首次创业袁领取营业
执照袁给予一次性 2000元的开业补贴遥

去年初袁武汉市野五年内留住百万大
学生冶计划打响了野抢人大战冶第一枪遥在
零门槛落户的基础上袁 武汉市开始在长
江新城内建设面积 1000亩的野长江青年
城冶袁让大学毕业生能以低于市场价 20%
买到安居房袁 以低于市场价 20%租到租
赁房遥 最新数据显示袁 去年武汉实现了
30.1万名大学生留下创业就业袁 是上年
的 21倍之多遥

这样的示范效应引发郑州尧西安尧太
原等城市纷纷跟进袁 希望以吸引更多年
轻就业群体来防范即将面临的人口老龄
化困境遥

BOSS直聘日前发布的 叶2018旺季
人才趋势报告曳 数据显示袁 在二线城市
中袁杭州尧武汉尧成都尧郑州尧西安五个城
市人才吸引力最高袁2018年选择离开北
上广深的求职者袁 有 35.5%的人选择了
这五个城市遥

太纠结
23%求职者野逃离冶后回流

二线城市强势崛起的同时袁 一线城
市人才净流出率有所上升遥报告显示袁近
三年来袁工作首选城市为北上广深的 18
至 35 岁青年劳动者比例迅速下降袁从
2015 年的 65.8%下降至 2017 年末的
46.5%遥 总体来看袁北上广深这四个一线
城市 2018 年初人才净流出率达到
0.6%袁 较 2017年同期增加 0.05个百分
点遥

逃离北上广钥 每逢雾霾天重来或者
持续熬夜加班的日子袁 很多辛苦打拼的
职场人士就会纠结不已遥

野在大理尧昆明尧西双版纳都看过房
了袁很想出手买一套袁说走就走遥 可想到
这些宜居城市找到理想的工作袁 太难
了遥 冶 结婚没几年的证券分析师宋原野
说遥在他身边袁因为孩子升学问题而不愿
意离开北京的家庭更是比比皆是遥

尽管二线城市人才数量快速上升袁
但对高端人才而言袁 北京等一线城市的
吸引力仍然遥遥领先遥在 2018年春季招
聘旺季袁从事互联网尧金融尧专业服务等
高新行业且学历为硕士以上的人才袁超
过八成仍然选择在一线城市打拼遥

耐人寻味的是袁 过去一两年间从一
线城市野逃离冶的人才也开始部分回流遥
从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回到家乡武汉工
作半年后袁 尹先生今年春节后又选择重
新北上遥 野在北京袁事业上升的机会还是
更多遥 冶尹先生说袁重回北京还有一层原
因在于对老家的野水土不服冶遥野聚会从来

都是海吃海喝袁不醉倒一片不罢休袁聊来
聊去没啥共同语言遥 冶他感觉袁在北京生
活多年后袁 对二线城市复杂世故的人际
关系反倒不适应遥

BOSS 直聘研究员院长常濛透露袁
根据数据追踪袁 有 23%的人会在逃离北
上广深 15个月左右时袁选择回归一线城
市遥

新趋势
返乡就业创业幸福感更强
五年前袁 在北京名校求学 6年的崔

敏放弃留京的工作机会袁 和男友一起回
到老家厦门工作遥

野当年告诉亲友尧 同学我要回厦门
时袁不少人还挺诧异的遥都觉得名校毕业
一定要在北京闯出个名堂袁 回原籍约等
于在竞争中落败遥但是最近两年袁从一线
城市回厦门工作的朋友却越来越多了遥冶
崔敏告诉记者袁 她现在骑自行车十五分
钟就能从家到单位袁 随时可以回爸妈家
里野蹭吃蹭喝冶袁跟留京的大学同学比袁幸
福感野爆棚冶遥 更重要的是袁这几年来袁厦
门经济发展势头不错袁 崔敏的丈夫跳槽
进了一家游戏公司袁 收入已经比刚毕业
时翻了好几番遥

除了崔敏这样的高学历人才袁 不少
基层求职者也开始寻觅返乡就业尧 返乡
创业遥今年春节袁在北京做了多年室内装
修包工头的毕师傅和家里的表亲商量
着袁 准备一起在老家徐州成立一个装修
工作室遥 野老家房价这两年涨呢浴 买房换
房的人也多遥我在北京这么些年袁积累了
不少前沿的装修理念袁 回家不愁无用武
之地遥 冶毕师傅说遥

随着二三线城市发展水平提升袁对
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袁野家门口就业冶
开始成为新趋势遥 尤其对于独生子女家
庭而言袁 就近择业可以更好地兼顾事业
发展与照顾父母的需求遥 而对于饱受大
城市病困扰的一线城市来说袁 人才虹吸
效应的减弱袁 也将减缓人口规模的进一
步膨胀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尧 经济学家刘
元春分析袁大学毕业生进军野新一线冶城
市袁 将使各个城市之间的发展更趋平衡
和互补袁 一线城市垄断全国大部分优质
工作岗位与发展机会的格局袁 正发生深
刻改变遥

孙奇茹

随 着 时
代的发展袁似
乎越来越多
的大学生不
想当科学家
了遥 据叶中国
青年报曳日前
报道袁中国人
民大学统计
学院发布叶大
学生使命担
当调查研究
报告曳 显示袁
58% 的 大 学
生希望成为
职场精英袁仅

有 15%的大学生希望成为专业领
域内的一流专家遥

不少人就 野年轻人不想做科
学家冶进行了争论遥 有人说袁现在
的大学生野太物质了袁心里只想
着早点进入社会挣钱冶曰 有人说袁
大学生都不想搞学术了袁国家的
未来野前景堪忧冶曰还有人说袁现在
的大学生思路太活跃袁越来越不
踏实了噎噎

野大学生不想当科学家冶的调
查结果和拜金联系到一起袁乃至
上升到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袁恐
怕是危言耸听遥 首先袁 根据这份
调查结果袁野年轻人不想做科学
家冶的详细表述应当是袁多数大
学生不想当科学家袁并不是指所
有的大学生遥 而且袁 正如中国人
民大学统计学院院长赵彦云所
说院野从社会的宏观数量来看袁科
学家在职业群里是小的群体遥 冶
野15%的比例若放在整个大学生
群体来讲袁绝对数量还是相当大
的遥 冶

其次袁野大学生不想当科学
家冶并不能和野大学生太物质冶野国
家未来前景堪忧冶 画上等号袁不
想当科学家并不代表一定拜金袁
也不意味着不尊敬科学家尧不崇
拜科学遥 相反袁 如果一个国家的
大学生都想当科学家袁那恐怕才
是不正常的遥 三百六十行袁 行行
出状元袁才是社会的常态遥

和许多人儿时作文里言不
由衷的科学家梦相比袁我倒是觉
得袁 这份调查更加真实遥 真实体
现在两方面袁 一是听到了实话袁
反映了现实的情况袁 经过计算袁
本次调查各份问卷的信度大部
分在 0.7左右袁最高可达到 0.89遥
这是实然曰二是袁调查所勾勒出
的现实轮廓袁正是一个正常社会
应有的面貌遥 这是应然遥

现代社会是多元社会袁 存在
着多种运行机制袁也存在多元的
价值观袁在这样的社会中袁人有
多种选择袁有多种追求袁有多种
机会遥 当然袁对一个国家来说袁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袁而科学家
就是先进生产力的制造者和贡
献者遥 对科研的投入袁 会直接影
响国家的科技实力乃至综合国
力遥 这一方面需要吸引愿意从事
科研尧能够从事科研的优秀人才
顺畅地进入到科学家的行列曰另
一方面袁也需要提高科研人员的
工资待遇袁让科学家的待遇与贡
献相匹配袁 生活体面有尊严袁在
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尧尊重科学
家的氛围遥 这也是一个正常社会
应有的面貌遥 高蕾

58%

大
学
生

希
望
成
为
职
场
精
英

“家门口就业”渐成新趋势
进入三月袁野金三银

四冶求职黄金季节正式到
来遥有人想升职加薪更上
层楼袁有人想逃离大城市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遥随着
二线城市 野抢人大战冶升
级袁作为传统人才高地的
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袁正面
临人才净流出的挑战遥留
下还是返乡钥 若在十年
前袁年轻人都会毫不犹豫
选择前者袁如今这个问题
却变得费思量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