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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博士研究生就业地域特征分析 
——基于 97134 条大学教师简历的实证分析 

李和章  戚  也  林松月  刘  进 

摘要：基于高校教师简历数据，以 97134 条国内博士学位授权院校数据为样本，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

地区博士研究生就业地域分布的总体特征与差异。研究发现，从博士来源看，各地区博士中本地区籍贯学生占

比最高，各地区学生均倾向于在本地区读博；从博士就业去向看，各地区博士毕业生属地就业特征明显，中部

和西部地区博士毕业生属地就业比例相对东部地区低，存在一定的人才流失问题；从博士就业区域差异来看，

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博士人才流失相对更多；从博士就业地域分布趋势来看，在 1996—2020 年间，

随时间推移，西部地区博士人才流失趋势逐渐增强。在博士就业区域分布失衡的背景下，需要加强对各地区博

士毕业生的就业地域特征与差异的调查分析，重视各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薄弱地区人才培养与引

进工作，探索高层次人才良性流动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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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教育处于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是我

国培养创新主力军、抢占科技制高点、提升国际竞争

力的重要途径。博士毕业生就业状况既是我国高等教

育质量的重要体现，也直接关乎我国人力资源强国战

略目标的实现。近年来，我国博士研究生就业形势发

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师资力量的稳步提升、培养

经费的显著增加、科研项目的有力支撑推动我国博士

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1]，博士生教育与学术职业逐渐

解耦[2-3]，博士生就业呈现多元化态势[4]；另一方面，

为加快创新人才培养、经济转型升级，我国各级政府

出台了一系列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劳动力市场对博

士毕业生的需求仍有待满足。供需结构的变化使得博

士研究生的就业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国内不少学者以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数据报告

或问卷调查数据为样本，对博士研究生的就业情况

展开了分析[5-7]。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博士

就读地对其求职地区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较大比

例的博士毕业生留在就读地区工作[8]，除中部地区

外，学源地是其他地区博士毕业生最为青睐的就业

地区[9]。整体来看，博士毕业生就业地区具有明显

的属地就业、中心聚集和区域集中的特点[10]。东部

发达地区就业环境相对良好、高校毕业生规模较大，

成为博士毕业生聚集的高地[11]。中西部高校毕业生

向东部地区的持续流动意味着人才的流失，将进一

步加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12]。近年来，经济转型升

级、人才竞争加剧，我国博士毕业生就业地域流动

性逐渐增强，呈现由“属地就业”向“非属地扩散”

的态势[13-14]。但我国中西部地区仍面临高层次人才

空心化、“孔雀东南飞”的困境，人才流失问题或将

进一步加剧[15]。新一轮“人才争夺战”正如火如荼

地展开，博士毕业生作为各地区争夺的重要群体，

与各地区人力资源的凝聚与扩散有着密切联系，探

寻其就业地域分布差异对于了解我国东、西部地区

高层次人才流失态势、引导高层次人才合理流动、

完善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既有的研究对我国博士毕业生就业问题展开了

深入探究，对其就业流向进行了空间上的描绘，揭

示了我国博士就业地域分布不均、中西部地区高层

次人才流失的严峻问题，但已有研究由于多以少量

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或小样本调研数据为研究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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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且在时间跨度上十分有限，多以某一年度或近

几年毕业生就业状况为研究对象，从而导致部分研

究存在冲突性结论，研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不足。

且大多研究对毕业生就业去向的描述以整体概括空

间分布特征为主，未对各地区分布差异进行专门探

讨。此外，对于西部地区人才流失的已有研究集中

关注人才就职阶段与职业流动问题，例如研究表明

经济发展水平和科研环境对东、中、西部科技人才

流动有着显著影响[16]，鲜少有研究注意到人才流失

问题或许在较早阶段（读博与博士毕业就业时期）

就已发生，未从人才培养阶段探讨人才流失问题的

基础性原因。基于此，本研究根据近 10 万条大学

教师简历数据，对我国各地区博士毕业生就业地域流

动特点与分布差异进行探究，并分析在博士生培养阶

段发生人才流失问题的隐患，以期助力相关部门掌握

我国各地区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地域分布差异，进而为

各地区制定人才引进政策的提供参考，提升高等教育

资源薄弱地区对本地区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吸引力。 

一、研究设计 

1.样本描述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内各高校官方网站上公开

的本科高校教师简历信息，运用简历分析法对教师

简历信息进行抓取，经过数据清洗、结构化信息提

取，得到 206806 条原始数据。基于研究需要，在剔

除重要变量的缺失值后，最终获得 97134 条国内博士

毕业生数据。 
本研究对博士毕业生的特征描述，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①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籍贯；②

学校层次，包括原“985 工程”建设高校、原“211
工程”建设高校、普通院校、科研院所四个类别；

③学校地域，包括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

三个类别。国内博士样本特征描述详见表 1。 
从博士毕业院校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北

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

山东、广东和海南）共有 61453 条，占 63.2%；中

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

湖北、湖南）共有 20333 条，占 20.9%；西部地区

（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陕西、甘肃、

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共有 15348 条，

占 15.8%。从博士毕业院校层次来看，原“985 工程”

建设高校共有 54647 条，占 56.2%；原“211 工程”

建设高校共有 20789 条，占 21.4%；普通院校共有

8949 条，占 9.2%；科研院所共 12749 条，占 13.1%。

从博士毕业年份来看，样本中博士毕业年份区间跨

度较大，主要分布在 1981—2021 年间。 
 

表 1  研究样本概况 
特征 分类 样本数（人） 占比（%） 

性别 
男 43846 67.7 
女 20915 32.3 

博士毕

业院校

地域 

东部 61453 63.2 
中部 20333 20.9 
西部 15348 15.8 

博士毕

业院校

层次 

原“985 工程”建设高校 54647 56.2 
原“211 工程”建设高校 20789 21.4 

普通院校 8949 9.2 
科研院所 12749 13.1 

籍贯 
地域 

东部 6995 36.9 
中部 8485 44.7 
西部 3498 18.4 

本科毕

业院校

地域 

东部 30653 63.0 
中部 24618 21.0 
西部 14584 16.0 

本科毕

业院校

层次 

原“985 工程”建设高校 28397 40.6 
原“211 工程”建设高校 18244 26.1 

普通院校 23293 33.3 

硕士毕

业院校

地域 

东部 20084 60.0 
中部 12117 23.0 
西部 9437 17.0 

硕士毕

业院校

层次 

原“985 工程”建设高校 25733 44.0 
原“211 工程”建设高校 15904 27.2 

普通院校 14325 24.5 
科研院所 2539 4.3 

任职院

校地域 

东部 59034 61.0 
中部 21520 22.0 
西部 16580 17.0 

任职院

校层次 

原“985 工程”建设高校 29103 29.9 
原“211 工程”建设高校 29298 30.1 

普通院校 38733 39.8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步展开：①通过描述性

统计来观察东、中、西部博士籍贯来源的差异。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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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中、西部博士任职院校地域差异即就业去向

进行探讨。③进一步使用 PSM 倾向得分匹配法，横

向对比在西部地区与非西部地区就读博士、东中部地

区与非东中部地区就读博士的教师任职院校地域差

异，探究西部博士就业是否存在人才流失问题。④为

进一步探讨西部博士任职院校地域的发展趋势，以

“博士毕业年份”为重要变量划分五个时间段，从时

间维度对西部博士就业地域变化趋势进行探究。 

二、研究发现 

1.各地区博士来源均为本地区籍贯学生占比最

高，均倾向于在本地区读博 
（1）对东部、中部、西部高校博士的籍贯地域

结构进行分析（见图 1）。在东部高校读博的教师中，

来自东、中、西部户籍的比例分别为 48.00%、38.71%、

13.29%，即东部高校博士来源中，东部地区籍贯者占

比最高，其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占比最低。在中

部高校读博的教师中，来自东、中、西部户籍的比例

分别为 19.10%、72.58%、8.32%，即中部高校博士来

源中，中部地区籍贯者占比最高，其次为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占比最低。在西部高校读博的教师中，来自

东、中、西部户籍的比例分别为 18.42%、30.01%、

51.57%，即西部高校博士来源中，西部地区籍贯者占

比最高，其次为中部和东部地区。可见，各地区博士

来源均为本地区籍贯学生占比最高，表明从总体上

看，各地区高校人才倾向于在本地区读博。 
 

 
 

图 1  各地区博士的籍贯地域构成 
 

选取代表性省份江苏省和湖南省为例对此进行

探讨。在江苏省博士毕业生的籍贯中，东部地区占

53.5%，中部地区占 36.5%，西部地区占 10%，在东

部籍贯学生中，有 57.5%的学生来自江苏。在湖南省

博士籍贯中，来自东部地区的学生占 11.5%，来自中

部地区的学生占 84.3%，来自西部地区的学生占

4.3%，在中部籍贯的学生中，户籍地为湖南省的学生

占 68.7%。可见，各地区博士来源以本地区生源为主。 
2.各地区博士倾向于在本地区就业，中、西部

博士就业存在一定的人才流失问题 
各地区博士毕业生就业地域具有属地就业特

征。如图 2 所示，在东部院校读博的教师去往东部、

中部、西部地区任职的比例分别为 81.08%、11.38%、

7.54%；在中部院校读博的教师去往东部、中部、西

部地区任职的比例分别为 29.50%、64.43%、6.06%；

在西部院校读博的教师去往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任职的比例分别为 20.89%、9.30%、69.81%。可见，

各地区博士任职院校地域中占比最高的均为本地

区。各地区博士留在本地区任职比例分别为东部

81.08%、中部 64.43%、西部 69.81%，对其进行横

向比较发现，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读博的教师留在本

地区就职比例相对东部更低，说明中部、西部博士

就业均存在一定的人才流失问题。 
 

 
 

图 2  各地区博士的任职院校地域构成 
 

本文选取部分代表性省市，如东部地区的北京

市和江苏省，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和安徽省，西部地

区的四川省和陕西省，对各地区博士的任职院校地

域进行探讨。如图 3 所示，北京市博士毕业生在东

部、中部地区任职比例为 90.9%，其中去北京市、

上海市、广州市就业的博士占比最多，为 59.9%；

江苏省博士毕业生在东、中部地区任职比例比北京

市略高，为 94.1%；湖北省博士毕业生在东部、中

部地区任职比例为 92.6%，其中在中部地区就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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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最多；安徽省博士毕业生在东、中部地区任职比

例最高，为 95.2%。四川省和陕西省大部分博士毕业

生留在西部地区任职，其比例分别为 76.7%和 70.9%。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四川省和陕西省博士留在西部任

职比例远小于北京市、江苏省、湖北省和安徽省博士

留在东、中部任职的比例，即四川省和陕西省相对流

失更多人才。 
进一步对各地区不同层次院校毕业的博士的任

职院校地域进行统计分析（见图 4），在东部地区，

就读于原“985 工程”建设高校的博士在东、中、西

部任职比例分别为 81.12%、11.02%、7.85%；就读于

原“211 工程”建设高校的博士在东、中、西部任职

比例分别为 79.24%、13.90%、6.86%；就读于普通院

校的博士在东、中、西部任职比例分别为 82.28%、

10.74%、6.98%；就读于科研院所的博士在东、中、

西部任职比例分别为 82.39%、10.03%、7.57%。 
 

 
 

图 3  代表性省市博士的任职院校地域构成 
 

 
 

图 4  各地区不同层次院校毕业的博士的任职院校地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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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部地区，就读于原“985 工程”建设高校

的博士在东、中、西部任职比例分别为 32.02%、

60.87%、7.11%；就读于原“211 工程”建设高校的博

士在东、中、西部任职比例分别为 17.34%、78.34%、

4.32%；就读于普通院校的博士在东、中、西部任职

比例分别为 17.78%、78.05%、4.17%；就读于科研

院所的博士在东、中、西部任职比例分别为 72.41%、

21.55%、6.03%。 
在西部地区，就读于原“985 工程”建设高校

的博士在东、中、西部任职比例分别为 18.33%、

9.58%、72.09%；就读于原“211 工程”建设高校的

博士在东、中、西部任职比例分别为 13.54%、8.48%、

77.98%；就读于普通院校的博士在东、中、西部任

职比例分别为 17.96%、11.09%、70.96%；就读于科

研院所的博士在东、中、西部任职比例分别为

70.33%、7.03%、22.63%。 
整体上看，各地区就读于科研院所的博士任职

地域呈现向东部聚集的特点，毕业于其他层次高校

的博士均倾向于留在本地区就业，但西部地区各层

次高校博士毕业生留在西部任职的比例均小于东部

地区各层次高校博士毕业生留在东部任职的比例。

这可能是由于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匮

乏，对西部毕业的博士就业吸引力较低，导致西部

不同层次高校博士人才流失相对东部更多。 
3.与东、中部相比，西部博士就业相对流失更

多人才 
本部分研究采用 PSM 倾向值得分匹配法，对西

部地区与非西部地区读博者的任职院校地域差异进

行探讨。经过方差分析，以是否在西部地区读博（在

西部读博=1，在非西部读博=0）为因变量，以籍贯、

本科地域、硕士地域（东=1、中=2、西=3）为控制

变量，任职院校地域（东=1、中=2、西=3）为结果

变量，采用 Logistics 模型，得到回归结果。使用

Stata15.0 对匹配结果进行输出，匹配结果 ATT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treated）表示在西

部读博对于任职院校地域的平均处理效应。 
本研究首先采用半径匹配法，对样本进行重新

匹配，计算匹配结果。如表 2 所示，ATT=0.594，t
值为 17.93，结果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是否

在西部读博与任职院校地域存在显著相关性。在西

部读博的教师与在非西部读博的教师，其任职院校

地域差异为 0.594 个单位，即在西部读博的教师比

不在西部读博的教师，更倾向于留在西部任教。 
倾向值得分匹配后的样本要求满足“条件独立性

假设”。上述半径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匹配前

变量的标准化偏差较大，而匹配后所有变量的标准化

偏差均分布于 5%以内，且 t 值均不拒绝原假设，这

说明该匹配方法匹配效果较好，在西部读博的处理组

与在非西部读博的对照组之间没有显著的系统差异。 
同时，将近邻匹配法、核匹配法作为稳健性检

验，得到的结果类似，说明了上述结果的稳健性。 
 

表 2  以在西部读博为处理组的 PSM 倾向匹配结果 

变量 处理效应 处理组 对照组 系数 标准误 t 值 

任职

院校

地域 

Unmatched 2.677 1.470 1.209 0.021 58.240 

ATT 2.677 2.085 0.594 0.033 17.930 

ATU 1.470 2.178 0.708 ‒ ‒ 

ATE   0.688 ‒ ‒ 
 
为了进一步探究东、中部博士与非东、中部博

士任职院校的地域差异，本部分研究将在东、中部

读博的教师设定为处理组，将在非东、中部读博的

教师设定为对照组，以籍贯、本科毕业地域、硕士

毕业地域（东=1，中=2，西=3）为控制变量，任职院

校地域（西=1，中=2，东=3）为结果变量，以 1∶5
的比例进行近邻匹配，得到匹配结果。结果显示（见

表 3），平均处理效应显著，在东、中部读博的教师

与在非东、中部读博的教师，其任职院校地域差异

为 0.620 个单位，即在东、中部读博的教师比不在

东、中部读博的教师，更倾向于留在东、中部任教。

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在

10%以内，且 t 值均不拒绝原假设，说明匹配效果较

好，上述匹配模型估计有效。 
 

表 3  以在东、中部读博为处理组的 PSM 倾向匹配结果 

变量 处理效应 处理组 对照组 系数 标准误 t 值 

任职

院校

地域 

Unmatched 2.530 1.321 1.209 0.021 58.240 

ATT 2.530 1.910 0.620 0.067 9.310 

ATU 1.321 1.909 0.588 ‒ ‒ 

ATE   0.6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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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发现，在西部读博的教师任职院校地

域的平均处理效应（ATT=0.594）小于在东、中部读

博的教师任职院校地域平均处理效应（ATT=0.620），
即在西部读博且倾向留在西部任职的人才，比在东、

中部读博且倾向留在东、中部任职的少，表明西部

地区博士毕业生相对流失更多。 
选取各地区代表性原“985 工程”建设高校

2010—2020 年博士毕业生群体，对其就业地域分布

进行统计分析（见表 4），发现东部、中部、西部地

区高校毕业生均倾向于留在本地区就业。其中，东

部地区 4 所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浙江大学的博士毕业生在东、中部就业的比例

分别为 88.1%、89.1%、88.8%、87.8%。中部地区 3
所高校中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毕业生在东、中部任

职比例最高，为 91.4%，其次为中南大学（90.8%）

和武汉大学（88.3%）。西部地区的 3 所高校博士毕

业生在西部地区就业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四川大

学 74.5%、兰州大学 66.4%、西安交通大学 65.5%。

经过对比发现，西部地区 3 所原“985 工程”建设高

校博士毕业留在西部地区任职的比例均小于东、中部

几所原“985 工程”建设高校博士毕业生留在东、中

部任职的人数比例，西部高校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

还不够，相对人才流失更多，与上述结果相符。 
 

表 4  代表性高校 2010—2020 年博士毕业生 
就业地域分布（%） 

地区 学校 
在东部

地区就

业比例 

在中部

地区就

业比例 

在西部

地区就

业比例 

东部 

清华大学 77.4 10.7 11.9 
北京大学 77.2 11.9 10.9 

上海交通大学 74.9 13.9 11.2 
浙江大学 71.0 16.7 12.2 

中部 
华中科技大学 20.5 70.8 8.6 

武汉大学 28.6 59.6 11.7 
中南大学 15.9 74.9 9.2 

 
西部 

西安交通大学 20.4 14.1 65.5 
兰州大学 22.4 11.2 66.4 
四川大学 13.6 11.9 74.5 

 

4.随时间推移，西部地区博士毕业生流失趋势

逐渐增强 
为进一步探讨西部地区博士毕业生在西部地区

任职倾向的变化，本研究以“博士毕业年份”为划

分依据，对不同年份西部地区博士的属地就业差异

进行对比分析。由于 1996 年之前及 2021 年有效样

本缺失较多，本研究以 5 年为单位，将样本划分为

1996—2000 年、2001—2005 年、2006—2010 年、

2011—2015 年、2016—2020 年五个部分。  
本部分研究变量设置与上文相同，分别对五组

数据进行 PSM 倾向匹配分析。采用 k 近邻匹配法，

五组数据的匹配比例依次为：1∶4、1∶5、1∶5、   
1∶4、1∶4。匹配结果显示，ATT 值分别为 0.769、
0.667、0.569、0.471、0.463，t 值均大于 2.58 的临界

值，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见表 5）。即从 1996—2020
年，在西部读博的教师均比在非西部地区读博教师

倾向于留在西部地区任职，但在西部地区读博教师

在西部地区任职的倾向不断减小，说明西部博士流

失趋势随时间发展不断增强。 
平 衡 性 检 验 结 果 显 示 ， 1996—2000 年 、

2006—2010 年、2011—2015 年、2016—2020 年四

组数据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在 5%以内，

2001—2005 年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在 10%以内，

且几组数据的 t 值均不拒绝处理组与对照组无系统

差异的原假设，匹配模型估计有效。 
 

表 5  1996—2020 年在西部地区读博教师 
任职院校地域的 PSM 倾向匹配结果 

年份 
处理 
效应 

处理组 控制组 系数 标准误 t 值 

1996—2000 年 
ATT 2.626 1.857 0.769 0.121 6.360 

ATU 1.298 2.141 0.843 ‒ ‒ 
ATE   0.830 ‒ ‒ 

2001—2005 年 
ATT 2.660 1.993 0.667 0.083 8.000 

ATU 1.394 2.134 0.740 ‒ ‒ 
ATE   0.727 ‒ ‒ 

2006—2010 年 
ATT 2.754 2.185 0.569 0.064 8.870 

ATU 1.478 1.919 0.441 ‒ ‒ 
ATE   0.464 ‒ ‒ 

2011—2015 年 
ATT 2.762 2.290 0.471 0.078 6.010 

ATU 1.605 2.318 0.713 ‒ ‒ 
ATE   0.669 ‒ ‒ 

2016—2020 年 
ATT 2.513 2.051 0.463 0.096 4.800 

ATU 1.684 2.200 0.516 ‒ ‒ 
ATE   0.505 ‒ ‒ 



  2022. 12
 

45 

招生与就业 

图 5 为四川省 1996—2021 年博士毕业生留在西

部地区任职的比例趋势图。如图所示，1996 年四川

省博士毕业生在西部就业的人数占比最高，为

82.5%，2016 年四川省选择在西部就业的博士毕业

生占比最低，为 60.9%。从整体上看，在 1996 年至

2013 年间，四川省博士毕业生在西部就业人数占比

上下波动区间在 10%以内，而从 2013—2021 年，该

占 比 与 前一阶 段 相 比，下 降 幅 度较大 。 即在

1996—2021 年间，四川省博士毕业生留在西部任职

的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四川省留在西部任职的博

士人数不断减少，与上述匹配结果相符。 

三、结论与分析 

本研究基于教师简历数据，以 97134 条国内博

士院校数据为样本，对我国东、中、西部博士毕业

生任职院校地域特征与差异进行统计分析和数学建

模，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在博士来源方面，东、中、西部博士以

本地区生源为主，中部籍贯学生在中部地区读博的

比例高于东部与西部。说明在研究生升学阶段，各

地区高校人才回乡意愿较大，倾向于在本地区读博。

第二，在博士就业去向方面，各地区博士毕业生属

地就业特征明显，中部和西部博士毕业生属地就业

比例相对东部更低，这与之前研究结果相符。一方

面说明我国博士就业受信息渠道狭窄、人际关系依

赖的影响较大，因此偏向于在读博地区任职；另一

方面说明，虽然我国各地区对博士毕业生发挥了较

好的储存作用，但东部地区人才流动性较差，中部、

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的博士流失问题。第三，除科研

院所外，各地区不同层次高校博士均倾向于留在本

地区就业，东部不同层次院校的博士毕业生留在属

地工作的比例均最高。这表明我国高校教育资源及

科研院所地域分布的不均衡对各地区不同层次院校

博士的就业地域分布有着显著影响。第四，我国西

部地区博士就业时相对东、中部地区流失更多，且

随时间推移，西部博士毕业生流失趋势逐渐增强。

这说明我国西部地区对高层次人才吸引力较弱，与

东部相比，差距将进一步加大。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针对西部博士毕业生流失

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应增强西部高层次人才的内培力度 
博士研究生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后备力量，是提

供人力保障、科技支撑、文化传承的主力军[17]。研

究表明，西部地区大部分生源倾向于留在本地区升

学与就业，因此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政策与制度创

新加大对本地区高层次学术人才的涵养与存储力 
 

 
 

图 5  四川省博士毕业生在西部地区任职人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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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①政府应加大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视

与支持力度，适度扩大西部高校硕士、博士研究生

培养规模，大力实施西部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不

断丰富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完善西部地区高等

教育设施，提升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质量。②西部地

区高校应在招生政策上向本地学生倾斜，如实施定

向招生计划等，吸引本地区生源留在西部升学，增

加本地区学生升学机会，实现对本地区高层次人才

的培养与保留。 

2.应增强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的外引力度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西部大开发力度，在西

部人才引进方面给予政策、制度倾斜，西部地区高

层次人才回流迎来新的机遇[18]。为填补西部地区高

层次人才洼地，可采取如下措施：①应在高层次人

才引进上放宽限制、扩宽范围，重视对本国、本地

及青年人才的引进与培养[19]。②应加大人才引进政

策优惠与财政支持力度，夯实高等教育资源薄弱地

区高校的经济基础[20]，设置西部地区专项人才项目，

完善西部地区高校人才岗位制度与特殊津贴制度，

增加对高层次引进人才的专项经费投入，为其提供

良好的就业待遇与保障，以优良的工作条件实现对

本地区乃至东、中部地区高层次人才的虹吸效应。 

3.应完善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流动机制 
我国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基础设施相对

落后，信息渠道相对闭塞，工作条件相对艰苦，高

层次人才面临大量流失的困境。加快建立起较为完

善的人才交流机制是破解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引进

与流失难题的关键[21]。①应加大西部地区高校间的

交流与合作，搭建西部高等教育联盟，促进优质教

育资源的整合、互补与共享，实现西部地区高校间

的人才流动与协同发展，不断提升西部地区高校整

体竞争力。②在本硕博人才培养上可以采取国内交

流、国外交换等形式，促进高层次人才的跨国、跨

区流动，拓展博士毕业生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发

挥东部地区高校对西部地区高校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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