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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Xi'an inland port beginning to take shap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level talents as 

the key foothol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dustries, the demand for its high quality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alents in Xi'an is reflected in that the overall number of talent reserves is relatively 

sufficient, high-level reserves are relatively scarce, and the mobility and interoperability of talent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is exhibi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promoting the 

benign flow and exchange of high-level talents and promo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Xi'an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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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西安内陆港口岸经济发展初具规模，高层次人才发展作为推动相关联产业发展的关键落脚点，对其高质量

需求与日俱增。西安市人才目前整体状况体现为人才储备整体数量相对充足，高层次储备较为匮乏，人才流动

性、互通性亟待加强。本文基于此展研究，试图提出促进高层次人才良性流动互通，推动西安市口岸经济发展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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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口岸经济就是以口岸为核心，综合利用口岸腹地

资源（人员、商品、资本、技术等），通过汇集、整

合、交换等功能，以进出口贸易、加工贸易为主体，

依托口岸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带动相关联的加工、仓

储、贸易、旅游购物、金融服务、配套生活服务等一

系列经济活动，从而推进现代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的综

合经济系统。 

自 2008 年开始筹建西安国际港务区以来，口岸

经济在推动西安区域经济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国家期间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西安作为国家“一带一路”的重要支

点和丝绸之路起点，在推动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

动经济发展更是得到了长足而快速的发展。 

2017 年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包

括共有中心，西安国际港务区，杨凌示范区三个片区。

其中，西安国际港务区依托综合保税区、铁路中心站、

公路港三大核心载体，通过西安港、一类口岸及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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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口岸、多式联运监管中心、国家跨境电子商务试

点，形成了港口移向、无缝多式联运的全国首创的独

特“国际内陆港模式”。 

与此同时，快速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巨大的人才需

求。国际化人才作为推动区域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西

安持续推荐“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这就意味着，

西安的口岸经济能否快速发展，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

高素质、高层次、高质量的国际化人才。  

2.口岸经济发展背景下的西安市人才发展现

状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多次强调人才

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谁拥有

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

权。党的十九大更是把人才资源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

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明确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

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并把 “人才强国战

略”作为七大战略的核心支撑。 

十九大以来，各地纷纷颁布多项人才政策，加入

了 “人才争夺战”，陕西省共颁布人才新政 6 项，

西安市制定了“5 年投入 38 亿元，引才育才 100 万

名左右”的人才引进战略目标，致力于优化城市人口

结构。 

2.1 人才基础储备相对充分 

西安市作为我国西北地区的枢纽门户城市，在区

域经济布局上，具有“承东启西，东联西引”的区位

优势，聚集了西北地区的大量劳动力资源。 

同时，由于自身拥有 76 所高校，在全国范围内，

高等教育能力也较为突出。据国家统计局西安调查队

2019 年 6 月 21 日发布的《2019 年西安市应届大学毕

业生调查报告》显示，2019 年陕西省普通高校应届

毕业生达 34.2 万，且有 34.1%的应届毕业生表示愿

意选择西安。 

2.2 高层次人才吸引力不足 

人才吸引力的分值反映了城市对人才的五种需

求的满足程度。这个分值越高，对人才需求的满足程

度就越好，城市吸引人才的能力就强；这个分值越低，

对人才需求的满足程度就越差，城市吸引人才的能力

就弱。 

根据 BOSS 直聘发布的《2020 一季度人才吸引力

报告》获悉：2020 年一季度人才吸引力指数前 15 位

城市中，西安位居第 6 位，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

广州、杭州，可以看出西安的总体吸引人才的能力在

全国城市平均的水平之上。而通过查阅 2016 年研究

生学历以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70%以上的人才都流

动到东部及沿海的发达地区，说明西安对于高层次人

才的吸纳力不足。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高层次人才吸引力受

尊重因子和自我实现因子方面影响更为显著。由于西

安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优势明显，能够较好满足了人才

的尊重需求。但在自我实现方面，西安市由于经济发

展水平一般、经济规模不够大，所以给人才施展才华

的空间是不够宽广的。因而在高层次人才吸引力方面

西安整体表现较弱，体现为西安的高层次人才密度较

同级城市低（如武汉），总体职称结构呈金字塔型，

与国家要求的两头小，中间大的要求不符。 

2.3 国际化人才水土不服，劳动争议频发 

作为内陆港口城市，西安有大量的外资企业以及

外籍务工人员，这些外企以及外籍务工人员仍旧保持

着原本国家的雇用习惯，部分习惯与我国的法律法

规，西安市的地方规定存在着冲突，这就导致了部分

企业存在着较多的劳动争议，导致用工不稳定，流动

较为频繁。 

2.4 人才互通模式尚不成熟 

目前，西安乃至全国一些先进城市的人才雇佣模

式还是以传统雇佣为主，员工受雇于企业，企业提供

生产资料并进行管理，发放薪酬以及相关福利，并且

承担相应的用工风险。这种雇佣模式成熟且安全，但

是缺乏灵活性，无法有效解决劳动力市场对于高层次

人才结构性缺乏的问题。 

 

图 1 传统雇佣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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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个开放性的市场环境，西安急需打造一个

人才互通平台来进行人力资源共享，才能更有效的引

进国际人才，从利用西安的“人口红利”过渡到利用

全球的“人才红利”。 

3.改善西安高层次人才流动互通的途径探讨 

3.1 高校联动，培养开发符合口岸经济发展需
求的国际化人才 

2016 年，我国教育部发布了《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教育行动》，对“一带一路”教育互通机制的

具体制定和实施进行了全面部署。 

“一带一路”人才互通机制的实施在很大程度

上是为了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才的有序流

动，通过人才流动盘活人才资源存量、提高人才资源

质量、实现人才资源效用的最大化。 

西安政府可依托自身优势高等教育资源，与国内

外一流知名大学合作，利用彼此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

学力量，建立国际化人才培养基地，搭建促进学习、

科研、实践的国际化交流平台，培养符合口岸经济发

函需求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层次人才。 

3.2“政企校自”合作，搭建国际化高层次人
才互通平台 

搭建高层次人才互通平台，就是在整合口岸城市

构建“一带一路”的“人才共同体”，充分发挥人才

的作用和价值，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创新、创造、

创业活力。 

 

图 2 “政企校自”国际化人才互通平台示意图 

3.2.1 构建人才甄选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人才互通平台，整合国内外高层次人才信

息，来源包括政府、企业、高校以及自由职业等，在

信息平台内将供给信息与人才需求信息进行匹配，进

而实现国际化“人才红利”的充分利用，解决结构性

人才缺乏等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对于高层次人才进行客观有

效甄选，需要针对于不同行业建立不同的人才甄选评

价指标体系来进行客观评价，可考虑从专业、职称、

学历、从业经历、研究专长等方向来进行构建。 

3.2.2 完善信息匹配机制 

将国际化人才库中的信息和人才需求方具体提

出的诉求委托进行匹配，是人才互通平台实现的关键

的一环。在匹配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

一，合法性。要注意不同国家、地区的政策差异，以

及不同职业的行业规范，以确定满足人才需求方的诉

求委托是一次符合不同国家、地区政策，遵守相关行

业规范的合理合法的人才互通。第二，全面性。人才

库的信息应尽可能完整，真实。才能保证在信息匹配

成功之后快速找到人才供给方，形成真实有效的互通

关系。 

4.结论 

西安口岸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高层次人才

的聚集与交流，与目前西安市人才储备量大，高层次

人才相对匮乏的现状有所差距。这就要求西安充分挖

掘自身区位优势，76 家高校探索市内联动，国内联

动，乃至国际联动，共同合作培养具备国际化视野的

高层次人才的途径；同时，实现“政企校自”四者的

有效互通，构建人才甄选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人才信

息的有效匹配，搭建“政企校自”国际化高层次人才

互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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