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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opic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igence return as the entry point, sorting out the 

latest research on various areas of international intelligence return, in order to provide further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the problem of talents return in our province, by means of deep research in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telligence return, relevant experience, etc. Questionnaire for the return 

of high-end talents in our province, analyze and identify the status of overseas intelligence and 

high-end talents introduction in our provinc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alents and 

constructing the overseas intelligence return model of our province. Finally, find a practical path to 

enhance the introduction of overseas intelligence and high-end talents in our province. 

 

 

辽宁省高端人才海外智力回流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鲍晓娜 a，于宛灵 b,*，丁新缘 c 

大连工业大学，大连，中国，116034 

axnbao@126.com，b15942519410@163.com，c619337784@qq.com 

*通讯作者 

关键词：辽宁省高端人才；海外智力；智力回流 

中文摘要：本课题以智力回流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对国际智力回流问题各领域最新研究的整

理分析，为我省人才回流问题提供进一步解决方向，并在智力回流理论框架、相关经验等方

面深入开展研究，通过对我省高端人才回流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识别我省海外智力和高端人

才引进现状、影响人才引进的因素，构建我省海外智力回流模型，找到提升我省海外智力和

高端人才引进的实践路径。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互联网+和信息公开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智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

更加频繁，到现在国际智力的流动也变得更加多样化，而当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智力外流水

平尚处于上升阶段[1]。本世纪以来，中国日益显著的多样化发展的智力流动方式，以及综合

国力的不断提升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使新时代的中国迎来了全新的人才回流潮。如何找

到并遵循国际人才的流动规律，使学有所成的海外人才回国服务并最大程度的发挥其技术外

溢效应，对于我国有效实施人才国际化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义重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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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面对振兴老工业基地的艰巨任务,人才资源仍然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3]。

由海外归国智力牵头带动区域支柱产业和有前景的科技项目快速发展,有利于利用优势核心

科技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从而促进辽宁省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向好发展。综上所述，吸引

海外智力回流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4]。 

2. 文献综述 

区域智力回流是提升我省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之一。研究发现，杨河清（2013）认为通过

加强海归人才引进的力度投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和制定差异化的引才政策，可以更

好的吸引海外智力回流 [5-7]，陈怡安（2017）认为区域创新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

对海归人才的回流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8]，郑永彪（2013）认为政府的引才计划、对海外人

才归国创业的支持度、回国后的科研环境、子女入学问题等会对海归人才的回流产生影响[9]，

郑云（2015）认为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加强文化宣传力度，对海归人才的回流产生影响[10]，

仇怡（2014）认为已经回国的海外人才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规模以及可以为其提供的发展平台

更注重。 

在上述文献中，我们归纳出影响海外智力回流的因素有：国家政策、个人发展、回国机

会、家庭因素等四个主要影响因素。在国家政策上，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是首要的因

素，能否妥善解决一些海外回流人才的工作问题、科研问题，也是影响海外智力回流的重要

因素之一；同时，在个人发展中，个人薪资，社会地位，职位变动，发展情况，也在一定程

度上对海外智力回流产生影响。 

3. 问卷设计与发放 

3.1 预调查 

根据研究内容编制了初步的调查问卷,并获得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引进国外智

力相关部门的支持，从辽宁省高端人才库中选取了 72 名符合条件的学者专家对问卷地内容设

置进行预调查,根据预调查得到的结果，对问卷进行了题项和语句表达方式方面的修改,最终确

定出合适本研究课题的调查问卷。预调查研究采用项目-总体相关分析检验初始调查问卷的效

度，在 20 个影响因素中，所有题目的相关系数都高于删除值 0.5，将这些题目全部保留，表

明初始调查问卷的检验效度较好。 

3.2 信效度分析 

使用 spss 软件进行信度检验得出问卷整体和问卷各部分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均值均

大于 0.8,接近 1，所以此问卷的可信度较高，可以进行分析。同时，为确保各个因素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均大于 0.8，我们分别对国家政策、回国机会、家庭因素、文化归属感四个因素也

进行了信度检验。 

表 1 信度检验 Cronbach's Alpha 结果表 

问卷部分 Cronbach's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 Alpha 项数 

影响因素 0.903 0.903 20 

基于本次的调查问卷采用四方面 20 个因素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对四个方面继续进行

KMO 和巴特利球形检验。综合分析和考量检验的结果,我们认为这 20 个因素均适合做因子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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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3.3 问卷发放 

调查的对象为三类群体: 

（1）国家留学基金委派出的访问学者和高级访问学者； 

（2）在国外求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国外工作三年以上的； 

（3）在国外留学读书并在相关重要专业获得较好成绩的佼佼者。 

本次问卷的发放方式主要有线上调查、线下调查和邮件发送三种形式。共发放了 500 份

调查问卷,回收 322 份,有效回收率为 64.4%。其中线下发放 50 份,回收 45 份；线上发放 50 份，

回收 35 份；邮件发送 450 份,回收 242 份来进行调查数据，满足市场调查分析基本要求。 

4. 结果分析 

4.1 国家政策 

（1）稳定的经济发展对促进海外人才回归的影响 

322 名出国人员中，83.23%的人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其回归有着较重要的影响，这代

表着辽宁省想引导海外人才回归，那么辽宁省需从本质上加速经济的发展，从而吸引海外高

端人才回国发展。通过对国家经济发展对回国的影响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占比 45.3%的出国

人员看重国家经济发展，也从侧面说明出国人员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不信任。 

（2）引进高级人才的薪资待遇对海外人才归国的影响 

通过问卷调查以及对相关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我们得知，有 49.07%的被调查者认为‘国家

对引进高级智力人才的薪资待遇越好越能促进海外人才归国’是非常重要的。换而言之，被调

查者多数认为国家对引进高级人才的薪资待遇越好越能促进海外人才归国，对他们回国发展

更具有吸引力。 

4.2 回国机会 

（1）不同领域的海外人才回国的影响因素 

影响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外高学历人才回国的因素一般是不同的，一些理工科、农科之类

的海外人才认为国内应该有良好的科研氛围和环境，应该有和国外一样的专业硬件和科研技

术平台，但是一些像管理类、教育类等人才特别注重于越来越多的晋升机会。所以综上看来，

每个专业领域人才所看重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从而影响他们回国的因素也就是不一样的。 

（2）对海外人才回国机会的分析 

调查显示，无论是属于哪一个专业领域的海外人才，都希望国内可以提供越来越多的学

习机会和学习平台来供自己选择。由实地考察得知，国外大学的学习方式比国内多许多，例

如国外上课的基本形式比较灵活自由，这样让同学们从自己的探讨中寻找问题，然后经过讨

论解决问题，这是一个自主学习的过程，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很多东西。 

4.3 家庭因素分析 

（1）留学时间对子女接受国内教育的重视程度的分析 

根据调查显示，在留学 2-3 年时有 33%的留学人员对子女能接受国内教育表示“比较重

要”，所占比例较高，在留学 4-5 年时有 23%的留学人员对子女能接受国内教育表示“比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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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这种现象形成可能是由于对国外教育接触过多，更倾向于国外的教育。 

（2）留学学历对子女接受国内教育的重视程度的分析 

根据调查显示，本科生学历的海外留学人员有 31.58%对子女能否接受国内教育表示“比

较重要”；硕士学历有 22.37%的留学人员对子女接受国内教育表示“比较重要”，有 28.95%的

留学人员对子女接受国内教育表示“不重要”；博士学历有 40.58%的留学人员也表示“不重要”。

根据数据分析随着学历的增高，留学人员更倾向子女接受国外教育。 

4.4 文化归属感 

（1）爱国情感和民族归属感促使海外人才回国 

针对“爱国情感和民族归属感促使海外人才回国”的程度问题，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及数据

的整理分析可知，各个年龄段男性对于国家的爱国情感和民族归属感都是非常丰富的，人才

大部分都会选择为国而归，极少会因此留在海外，而对于女性，25~45 岁这个年龄段的女性

会因为家庭因素等等认为爱国情感和归属感不是非常重要，一半选择留在海外。 

（2）文化差异对海外人才的影响分析 

通过调查分析可以得到学历为硕士的人才 26.32%认为‘不同国家浓厚的传统习俗促使海

外人才更适应本国的文化传统’不重要，学历为博士的人才 30.43%认为不同国家浓厚的传统

习俗促使海外人才更适应本国的文化传统一般重要，学历为硕博连读的人才 36.36%的人才认

为不同国家浓厚的传统习俗促使海外人才更适应本国的文化传统比较重要。 

5. 结论及建议 

国家政策方面：经济与社会保障方面，可以效仿其他地区的落户政策，以减轻青年人才

的购房压力，本省可以结合自身情况提出相应的落户政策，为对不同层次的人才采取相应的

落户政策；对海外人才实施安家补贴政策，给予相应的安家津贴和补助；处理好海外高端人

才回国后的父母安置问题、工作中未成家时的住房问题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高层次专业人

才的工资补贴和福利待遇，让他们没有生活压力和后顾之忧。  

回国机会方面：政府与外资企业良性合作，大力发展外资企业，鼓励开发分公司、子公

司，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对高层次专业人才设立创新创业的奖励机制，鼓励高层次人才自主

创业；为优秀的并有发展潜力的科研人员提供更为稳定和具有发展前景的学术研究平台；同

时要鼓励社会各界各级机构，设立更多具有吸引力的、具有科技含量的、有发展前景的职位。 

家庭因素方面：针对女性海外回流人才，我们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营造尊重人才氛围；

解决海外回流人才在住房、落户、配偶就业、子女入园入学、医疗、出入境和停居留便利、

创业扶持等方面的困难，强化对人才的吸引力；对有子女的海外回流人才，制定有关学区房

的特殊优惠政策，帮助其子女更快更好地融入国内学校的教育，加强海外回流人才的子女的

教育保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文化归属感方面：建立固定的海外人才吸引机构，了解海外归国人才的生活情况以及与

他们沟通国内现行的人才引进政策，通过多层次分析将引才政策加以完善；我们必须建立与

海外人才信息互通机制，及时多途径获取海外人才的消息，并在他们出国期间，不断加强与

他们之间的联系，发送本省有关的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和发展导向，通过多种渠道引导其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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