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批人才以各种途径赴

美发展，造成了引人关注的中国智力外流问题。采

取有效措施吸引这些人才为中国服务，对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现实意义。为制定相

关政策措施，需对美国华侨华人人才留居美国的

原因进行系统分析，以便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创

造吸引人才为中国服务的条件。在理论价值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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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丰富了“拉力侧”视角的人才跨国流动理论体

系。在实践价值上，本研究将为有关部门制定合理

政策措施提供有理有据的参考建议。
陈 昌 贵 （1994）[1]、陈 昌 贵 （1995）[2]、程 希

（1999）[3]、杜红亮、赵志耘（2011）[4]、姬冰澌、徐莉 [5]

等从不同视角将华侨华人人才留美原因归纳为政

治风波、经济收入、个人发展、家庭生活等方面。在

既有研究基础上，本研究将进一步加强以下方面

的探索：（a）覆盖的全面性。本调查尽量罗列了可能

存在的各项原因，供调研对象进行多项选择。（b）
排序的重点性。为了更有效地制定相关政策，本研

究需要找出最关键因素。（c）因素的相关性。本研究

试图理清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机

理解剖。（d）对策的纲领性。本研究将以先进理念

为指导，提出由总纲领主导的、以调查数据为依托

的、可操作的系列对策建议。（e）措施的针对性。不

同类型人才的留居美国原因会有差异，需要确认

有针对性的因果关联，以便有的放矢、区别对待。
为精准引才，课题组将留居美国的华侨华人

人才界定为：在中国大陆出生，目前在美国长期居

留（已有 5 年及以上年数），已经获得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已经在美国政、商、学等界具有一定

职位/职称。
本研究采取匿名问卷法和个人访谈法进行实

证调查。课题组向美国华侨华人人才发放调查问

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988 份。另外，课题组与 36 名

美国华侨华人人才进行了访谈沟通。研究基于所

得资料数据而展开。

二、计算分析

（一）重要程度

对“留居美国的原因”问题，调查对象回复情

况如下图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本问题属“多

选项”题目，所以被选率（被选数/总选数）之和不等

于 100%；且由于备选原因多达 12 个，所以单个原

因被选率不会很高。

1. 主要原因

被选率高于 10%的原因属于主要原因，包括

“社会公平”（约 19%）、子女教育（约 17%）、环境保

护（约 15%）、事业机会（约 14%）。

主要原因都是经济以外的因素，主要涉及社

会问题（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和发展问题（家人的

发展和自身的发展）。在美国华侨华人人才的价值

观体系中，金钱不是第一位的，环境的良好（包括

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及价值的实现（包括自身价

值和子女价值）才至关重要。他们希望在良好的环

境中追求自己和家人的价值实现。

2. 次要原因

被选率为 5%—10%的原因属于次要原因，包

括“经济水准”（约 9%）、“人际关系”（约 7%）、“政

府管理”（约 6%）。
“经济水准”只是次要原因，且其重要性大大

低于前一位原因（9%<14%）。在本调查中，课题组

发现，美国华侨华人人才的收入状况在全美范围

内总体偏好，其中约有 62%（即绝大多数华侨华人

人才）处于美国人均年收入平均线以上。然而，对

于在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留居、且收入状况普遍较

好的美国华侨华人人才而言，“经济水准”的重要

程度竟明显低于“社会与发展”因素。在吸引美国

华侨华人人才回国发展、为国服务的过程中，如果

我们一味以增加优惠政策和提高经济待遇作为砝

码，未必能倾斜他们心中的天平。经济收入固不可

少，但在良好环境中实现价值才更加重要。即金钱

诱惑不如事业魅力，优惠待遇不如公平规则。
同列次要原因的还有“人际关系”。个人访谈

也表明，美国华侨华人人才普遍喜欢相对简单明

了的美式关系，而对找路子、拉关系、走后门感到

不适应。
“政府管理”在次要原因中位居末端，说明美

国华侨华人人才对美国政府的绩效与能力有一定

的认可，但也非满意。个人访谈表明，美国华侨华

人人才一方面认可美国政府的亲民性，一方面也

对“美式民主”、党派争斗带来的牵制、分裂和低效

图 1 华侨华人人才留居美国的原因（多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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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相关系数”列中的 ** 代表在置信度（单侧）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代表在置信度（单侧）为 0.05 时，相关性是

显著的。

感到无奈。在吸引人才方面，美国政府管理有值得

中国借鉴之处，但也有应该避免的弊端。

3. 其他原因

被选率低于 5%的原因属于其他原因，包括

“公益服务”（约 4%）、“先积累、再回国”（约 4%）、
“想回国，但回不去/还没走”（约 4%）、“不为什么，

惯性而已”（约 3%）、“家人想留在美国”（约 1%）。
这些原因在重要程度上排序靠后，不是本研

究关注的重点。但需要注意，上述某些心态所反映

出的举棋不定、犹豫彷徨、随波逐流、缺乏主见等

状况并非美国华侨华人人才的主流。对于多数美

国华侨华人人才而言，选择居留地要经过独立自

主、明智审慎的思考，而很少存在意识不清、身不

由己的情况。要改变他们的居留地，并不容易，需

要实力。

（二）相互关联

课题组运用 Kendall Tau-B 法分析调查因素

之间的相关性。因篇幅所限、为突出重点，课题组

在此仅罗列四个主要原因（即“社会公平”“子女教

育”“环境保护”“事业机会”） 的相关性计算结果。
四个主要原因之间的相互关联则仅列出一次，不

重复赘述。如下表所示：

表 1 Kendall Tau-B 法相关性分析结果

类别

以“社会公平”为留美原因的人才

以“子女教育”为留美原因的人才

以“环境保护”为留美原因的人才

以“事业机会”为留美原因的人才

关联（判断依据见右侧两列）

更不可能是“人文”专业人才

更可能以“经济水准”为留美原因

更可能以“政府管理”为留美原因

更可能以"子女教育"为留美原因

更可能以“不喜欢、不适应国内人际关系”为国内合作障碍

更可能以“国内办事不够公平透明”为国内合作障碍

更可能“年龄”较轻

更可能以“环境保护”为留美原因

更可能以“不喜欢、不适应国内人际关系”为国内合作障碍

更可能以“政府管理”为留美原因

更不可能以“贸易”为国内合作方式

更可能以“经济水准”为留美原因

更可能以“不喜欢、不适应国内人际关系”为国内合作障碍

更可能“中国发展信心”高
更不可能以“想回国，但回不去/还没走”为留美原因

更可能“美国生活满意度”高

相关系数

-0.403*
+0.529*
+0.374*
+0.484*
+0.399*
+0.631**
+0.554*
+0.422*
+0.445*
+0.396*
-0.452*
+0.428*
+0.491*
-0.393*
-0.447*
-0.534*

P 值（单侧）

0.040
0.014
0.046
0.028
0.049
0.002
0.011
0.023
0.032
0.034
0.044
0.038
0.019
0.040
0.027
0.012

通过个人访谈，在调研对象的帮助下，课题组

对以上相关性的机理进行探究。

1.“社会公平”因素相关性机理

（1）“社会公平”—“人文专业”。专业不同，导

致所获得的待遇也有差别。相比起其他专业 （社

科、理科、工科）华侨华人人才，部分“人文”专业人

才在美国获得的待遇不够理想化，同时其专业思

维倾向使他们更多以批判性眼光看待社会问题，

导致其对美国社会的公平度评价较低。
（2）“社会公平”—“经济水准”。社会公平和经

济建设是可以兼顾的。社会公平为经济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秩序和规范，而经济发展为社会公平提供

了“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基础条件。部分华侨华人

人才认为美国社会兼顾了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而

形成了留美意愿。
（3）“社会公平”—“政府管理”。社会公平的前

提基础和重要成分是良好的政府管理。社会相对

公平和政府良好管理互为因果、相互推动。部分华

侨华人人才认为美国社会对政府有一定监督，促使

政府实施良好管理，体现出公平性，形成了留美意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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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公平”—“子女教育”。社会公平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教育公平和关爱儿童。较公平的社

会能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对儿童成长有益。部分

华侨华人人才认为美国社会为儿童发展提供了较

好的机遇和环境，体现出社会公平，形成了留美

意愿。
（5）“社会公平”—“国内人际”。社会公平意味

着社会成员之间更具平等性，且发展机会更为均

等，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更为相互礼貌尊重、规
则公平透明、处事光明正大等，较少对上奉承、对
下倨傲、暗中构陷、不择手段等人际陋习。部分美

国华侨华人人才认为中国社会公平度比美国低，

在人际上不够简朴良性，并因此而不愿与国内合

作。
（6）“社会公平”—“国内办事”。社会公平意味

着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法治之下事事省心，不需要

也不可能拉关系、走后门、搞特殊化。部分美国华

侨华人人才认为中国社会公平度比美国低，在办

事时不够公平透明，并因此而不愿与国内合作。

2.“子女教育”因素相关性机理

（1）“子女教育”—“年龄较轻”。年龄偏大的人

才，其子女已经长大成人、进入了自立阶段。而年

纪相对较轻的人才，其子女尚处于受教育阶段，他

们认为美国教育体系更有利于其子女的发展，为

了子女教育、有效监护而愿意留居美国。
（2）“子女教育”—“环境保护”。人才关爱子女

是全方位的，一方面会注重其教育，另一方面也希

望环境有益于其健康成长，不希望子女在污染严

重、充满毒素的环境中生存。部分美国华侨华人人

才认为美国在环境保护、饮食安全等方面相对优

质，有益于家人健康，形成了留美意愿。
（3）“子女教育”—“国内人际”。良好的教育，

既包括对社会规范的理念传授，其本身也是规范

社会秩序的产物。人际关系上的各类潜规则、暗操

作、不平等、特殊化等，会破坏教育的公平性，导致

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部分华侨华人人才认为

国内存在某些不公现象，既体现在人际关系的低

俗恶劣上，也影响到其子女的教育水平，导致不愿

回归。
（4）“子女教育”—“政府管理”。教育是社会公

共产品的重要部分。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其管理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对教育水平有很大影

响。部分华侨华人人才认可美国政府在教育发展

上的绩效，并以此形成了留美意愿。
（5）“子女教育”—“贸易合作”。重视子女教育

的人才，往往自身也较高端，希望从事创新型高层

次事业，而不愿从事入行门槛低、技术含量低的简

单交换活动。

3.“环境保护”因素相关性机理

（1）“环境保护”—“经济水准”。在现代文明社

会，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必须兼顾的。经济发展

不能牺牲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也不妨碍经济发展。
作为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华侨华人人才对环境保

护和经济发展同样重视。部分人才认为美国在环

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面有一定建树，因

而形成了留美意愿。
（2）“环境保护”—“国内人际”。公平规范的社

会，不仅有助于形成更为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而

且在环境保护方面也会更为重视、更有绩效。自然

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映照，良好的环保必然来自

于社会的规则。部分华侨华人人才认为高质量的

生活包括身心体验两方面：在心灵方面，他们喜欢

简单、轻松、平等、舒适的人际氛围；在身体方面，

他们喜欢洁净、优美、健康、宜居的自然环境，并认

为这两者是相互关联、合为一体的。部分人才认为

目前美国社会更有规范、比中国更能提供这样的

“人际—自然”生活方式，而不愿回归。

4.“事业机会”因素相关性机理

（1）“事业机会”—“中国信心”。以“事业机会”
为留居美国原因的人才，在事业方面具有眼光和

能力，他们看重事业发展，视事业为生命，善于观

察、判断事业发展的空间和机会。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尤其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

集体执政以来，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注重

事业的人才看在眼里、公允评价，因而深具“中国

发展信心”。
（2）“事业机会”—“回归纠结”。认为美国提供

了良好事业机会的华侨华人人才，对事业机会珍

惜，因而留美态度坚定，不存在“归”或“不归”的纠

结。
（3）“事业机会”—“美国满意”。以“事业机会”

为留居美国原因的人才，以事业为人生最大要素。
如果某地提供的事业机会好，那么人才对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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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就高。部分华侨华人人才认为美国提供了

良好的事业机会，从而对美国生活总体感到满意。

（三）启示小结

1. 综合性

（1）“功夫在诗外”。留居原因及其他因素相互

关联，可见引才领域的问题需要在整个社会中解

决，不是单靠几项人才措施就能见效的。提供人才

良好环境、解决人才后顾之忧、消除人才回归障

碍、吸引人才为国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解决

一揽子问题，涉及全方位、立体型、系统性的改革

发展。
（2）“关键看环境”。主要留居原因涉及的环

境，包括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自然环境、发展环

境。祖国发展和人才回流是互动相关的。祖国发展

需要人才回流，而人才回流也建立在国家发展、环
境改善的基础上。祖国需要栽好梧桐树，才能引得

凤凰来。
（3）“目光要长远”。主要留居原因基本上属于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类型，涉及长期的改革、稳
步的发展。对于引才工程，不应指望设置几个计划

项目就吸引人才如潮而归。国内吸引人才安居乐

业，还需漫长的过程。
（4）“思路需渐进”。美国的优势存量是巨大

的。而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历经曲折，目前必然存在

某些劣势与不足。在一定时期内中国人才外流、滞
留不归是可以理解的。吸引人才回归，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和改善，随着中

美两国各方面级差的缩小，随着跨国环境和发展

层次变得更为平等化，人才的双向流动会自然发

生、如水四溢，最终形成两国求同存异、互利共赢

的良好态势。

2. 重点性

华侨华人人才留居美国的原因是多元的，但

各项原因有明显的权重差异。他们最看重美国目

前的“社会公平”“子女教育”“环境保护”“事业机

会”。目前中国吸引海外人才常用的措施，如经济

待遇等，反倒既不是人才群体最看重的因素，也

不是能单独发挥作用的因素。为有效吸引海外人

才、为避免靡费引才资源，需要盯住关键因素，针

对基底性、根本性、长期性的问题逐步调整、全面

改善。

3. 针对性

在大方向的整体共性之下，就微观个体而言，

不同类型的华侨华人人才留居美国的原因不同、
各有侧重，存在差异性。根据全面相关性分析结果

（未在本文中全部列举）可知，不同人才的留居原

因与其年龄、性别、专业、收入、身份（在本研究中

“身份”特指外国护照、绿卡等的持有资格）、美国

生活满意度、中国发展信心度、国内合作方式、国
内合作障碍等不同因素息息相关。引进不同类型、
不同需求的人才，可按“差异、细分、针对”的思路

开展工作，以便有的放矢、提升绩效。

三、引才对策建议

（一）总纲领是贯彻“中国梦”理念、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课题组认为，在引进海外人才的对策方面，总

纲领在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梦”理念、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原因如下：

1. 综合全面

（1）整体的改善。引才“功夫在诗外”，其对策

并不限于引才领域自身的措施。贯彻“中国梦”理
念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将全面改善中

国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形成吸引海外人才的整

体氛围。
（2）环境的良好。根据人才居留地选择的主要

因素，引才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自然

环境、发展环境。“中国梦”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体系有利于建设好四大环境，这与海外人才

的需求密切对应。
（3）长期的发展。人才居留地选择的主要因素

涉及长期的变革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

国梦”包括两个百年目标。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也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长期秉承

坚守的价值观体系。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将通过长期的艰苦努

力实现各方面的改善和发展，赢得海外人才的青

睐。
（4）逐级的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中国梦”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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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蹴而就，但一定会逐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

随着中美两国各方面级差的缩小，人才的双向流

动会逐渐成为新常态。
贯彻“中国梦”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体系是对中国整体环境的综合全面改善，是中

国社会面貌发生根本改观的总依托，是全方位、立
体型、系统性的改革发展，将为人才追求自己和家

人的价值实现提供卓越的平台和机遇。

2. 契合重点

“社会公平”“子女教育”“环境保护”“事业机

会”是华侨华人人才留居美国的四大主要原因。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凝炼概括了未来国家、当
今社会和公民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准则，这些核

心价值元素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理念共同构成引领祖国进步的旗帜，其本质属

性正好契合美国华侨华人人才对留居地选择的上

述重点要求。

3. 协调发展

海外人才渴望自己和家人在事业学业上有所

成就、实现价值。“中国梦”的伟大目标为人才的发

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追求“中国梦”、实现

“中国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工作学

习的过程中，人才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实现自我价

值，在奋斗中成就自己、并成就祖国的未来。同时，

祖国也需要人才为国效力，为中华之崛起而创新

创业、努力学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

国、敬业”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和
“敬业”相互依存，因“爱国”而“敬业”，以“敬业”来
“爱国”。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

的指导下，人才不仅有目标、有动力，而且更有机

遇，他们将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实现自身的

价值。在贯彻“中国梦”理念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体系过程中，祖国和海外人才可协调发展、
共进双赢。

（二）有针对性地采取重点措施

1. 与“社会公平”因素相关联的举措

（1）动员“人文”专业海外人才揭露美国的社

会不公。虽然“社会公平”是华侨华人人才留居美

国的最主要原因，但事实上美国在“社会公平”方
面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有必要深刻揭露美国在“社

会公平”方面存在的种种弊端，以便将美国对海外

人才的拉力转化为推力。人文专业华人华侨人才

在这方面可发挥独特的作用。他们不大可能以“社

会公平”为留居美国的原因，而且其人文专业优势

使其长于宣传、善于影响，能够揭开美国“社会公

平”面具下的某些伪装，为中国引进人才创造条

件。另外，相对于其他专业人才，人文专业人才在

海外待遇方面略低一些。所以，对于做出相关贡献

的人文专业人才，应给予适度奖励，以有利于其工

作的开展。
（2）兼顾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海外人才希望

在发展中兼顾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并以此作为

居留地选择标准之一。共同富裕是“中国梦”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想追求，我国宜采取合理

有效措施，调控收入差距，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公

平，建设美好和谐社会，增加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
（3）确保政府公平管理。政府管理的公平性是

海外人才选择居留地的标准之一。“中国梦”体现

的是中国共产党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根本理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也强调了民主、和谐、公
正、法治等精神。“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都以保障政府管理的公平性为要旨。有关部门

应有力保障人民行使对政府的监督权，确保政府

管理的公平性。同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式民

主”的渗透，防范可能的和平演变。事实上，本调查

发现，广大华侨华人人才对“美式民主”带来的牵

制、分裂和低效等负面效应并不欣赏。在“中国梦”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指导下，中国完全

有能力避免“美式民主”带来的弊端，并保障政府管

理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为吸引海外人才创造条件。
（4）建设公平教育体系。教育水平和教育公平

是海外人才选择居留地的标准之一。有关部门应

贯彻“中国梦”理念，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教育投

入，合理分配资源，为青少年发展提供良好的环

境，在入学、培养、选拔等方面保障规则公平，以增

加海外人才对中国教育水平和公平的认可度，消

除他们对国内教育方面的顾虑，为吸引海外人才

创造条件。
（5）践行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海外人才将人

际关系的简朴良性作为其居留地选择标准之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个人层面价值准则

倡导诚信、友善，各引才单位应领导带头、认真践

行，营造良好的人际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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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践行公正法治的价值准则。海外人才将公

平透明的办事环境作为其居留地选择标准之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社会层面价值准则

倡导公正、法治，各引才单位应领导带头、认真践

行，营造良好的办事氛围。

2. 与“子女教育”因素相关联的举措

（1）吸引海外年轻人才，首先要解决其子女教

育问题。凡“年龄”偏轻、子女尚处于受教育阶段的

人才，无不高度重视子女教育问题。这方面的问题

不解决，引进年轻人才就是一句空谈。我国在吸引

海外年轻人才的时候，要把其子女教育问题当作

头等大事加以关心，并就此开展对外宣传。
（2）为人才子女建设生态友好的环境。海外人

才一方面关心其子女的智力发展，另一方面也同

样关心其子女的身体健康。有关部门在引进海外

人才的时候，要贯彻“中国梦”理念，为其子女建设

生态友好型的生活就学环境。
（3）为人才子女营造人际友好的环境。海外人

才视校园人际氛围为居留地选择标准之一。有关

部门应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准，积极倡导

文明和谐的校园氛围，清除教师队伍中违反师德

师风的害群之马，杜绝校园凌霸等恶行。要让海外

人才切实感受到，祖国校园有着善良清洁的人际

氛围。
（4）加强政府管理，确保教育水平和公平。海

外人才希望政府加强管理，加大投入，确保教育水

平和教育公平。要让海外人才切实感受到，在“中

国梦”理念指导下，中国政府再穷也不会穷教育，

会把教育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5）坚定“科技立国”战略，以创新型产业吸引

高端人才。重视子女教育的海外人才希望投身于

创新型高端事业。中国应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推动

产业升级，大力扶持以研发为核心竞争力的高端

行业，吸引知识型、技术型海外人才。

3. 与“环境保护”因素相关联的举措

（1）保障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海

外人才重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他们不

大可能仅仅为了经济利益而来到雾霾重重、污水

滚滚的地区定居。生态文明建设是同心共筑“中国

梦”的重要任务。应贯彻“中国梦”理念，保障祖国

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2）为人才营造良好的“自然—人际”氛围。海

外人才注重生态环境和人际环境的身心和谐统一

体验。“中国梦”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应贯彻“中国梦”理
念，为回流人才营造适宜的整体氛围：在身体方

面，生态环境洁净、优美、健康、宜居；在心灵方面，

人际关系简单、轻松、平等、舒适。

4. 与“事业机会”因素相关联的举措

（1）以事业机会将人才的“中国发展信心”转
化为回流意愿。只要我们遵循习总书记的教导，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提供足够高远的事业机会

和空间，海外人才就有可能将这种信心转化为回

流意愿，乘长风、破万里浪、为实现“中国梦”而投

身于祖国建设之中。
（2）以事业机会消除人才回归的犹豫感。海外

人才之所以在去留间徘徊，是因为彼岸的事业机

会还没有大到足以让其当机立断的程度。若有千

载难逢的事业机遇，他们就会坚定消除犹豫感，义

无反顾。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应大

展宏图，设大项目，立大计划，以大气魄广纳贤才，

以宏伟的事业机会打动海外人才，坚定他们的回

归意念。
（3）以事业机会提高人才在中国的“生活满意

度”。“事业机会”是海外人才衡量“生活满意度”
的重要标准，也是其居留地选择的主要标准之一。
有关部门应坚定贯彻“中国梦”理念，推动祖国和

人才共同成长，以事业机会提高人才的中国生活

满意度，引进人才、留住人才，让他们在中国安居

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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