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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我们已连续多年联合智联招聘推出人口类报告。人口是一切经济

社会活动的基础，青年人才更是第一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才

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随着人口红利消逝、人才价值日益凸显，前期我们

和智联招聘联合推出《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2》报告，刻画了

总体求职者流动趋势。本篇报告中，我们聚焦于 95 后人才，以期探索

95 后求职者的流动趋势。

摘要：

解密 95 后求职人才特征：中国共有约 2.6 亿 95 后人口（1995-2009 年

出生人群，现为 12-26 岁），劳动年龄的 95 后人口约 2 亿人（16-26 岁），

占 2020 年劳动年龄人口的 22.7%。智联招聘拥有约 2.9 亿用户，月均活

跃用户数约 4632 万；其中近 9成为专科及以上学历，远超全国就业人口

总体的 22.1%。在求职人才中，约 52%为 16-27 岁人才，即本文所指的

95 后人才；在 95 后人才中，约 50%为跨城求职者，即现居住城市和简历

投向城市不同，这一比例较全国总体求职者中跨城求职比例（40%）更高。

本文使用智联招聘统计的总体及 95 后人才求职行为数据情况进行对比，

试图探究 95 后求职人才特征及流动趋势。

从性别看，95 后女性求职占比相对总体更高，95 后异地求职者中，50%

为女性，高于全国总体的 42%；从学历看，54%的 95 后流动人才为本科

及以上学历，低于总体的 56%；从工资看，95 后为职场新人，工资水平

低，流动人才中月收入 6K 以下占 69.3%，远高于总体的 51.9%；从行业

看，95 后更多分布在新兴行业，其流动人才在 IT 行业占比为 24.0%，高

于总体的 18.7%，而在地产、制造业合计占比 25.1%，明显低于总体的

33.3%。

榜单概览：京深沪居前。1）中国最具 95 后人才吸引力城市 50 强：京深

沪居前。95 后年轻人才生长于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生活富足，更倾向工

作发展和享受生活的平衡，选择就业城市不仅关注薪资，还关注创新环

境和文娱产业发展情况。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

每万人专利授权数量和每百万人电影院数量作为外部指标，叠加智联招

聘提供的 95 后人才流入占比、95 后人才净流入占比、95 后应届生人才

流入占比、95 后硕士及以上人才流入占比四个内部指标构建 95 后人才

吸引力指数。从结果看，北京、深圳、上海位居前三，广州、杭州、南

京、苏州、成都、武汉、佛山位居前十。2）细分指标解读：一二线城市

吸引高学历人才、粤苏创新活力高。观察各分指标排名靠前的城市，在

高学历方面，一线城市及成都、南京、杭州等强二线城市排名靠前；在

收入方面，京沪及长三角区域城市更有优势；在创新方面，粤苏两地城

市创新活力较强，深圳创新活力突出；在文娱方面，旅游城市三亚、拉

萨排名靠前，带动整体指数排名跻身前 5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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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动趋势：95 后更向往发达城市，一二线城市人才集聚、三四线人

才流出。分地区看，95 后人才向东部集聚更明显，人才净流入占比为

17.9%，明显高于总体求职者的 12.9%。分线看，95 后更向往一、二线城

市，一二线城市 95 后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 9.1%、3.4%，远高于总体

的 5.4%、0.4%。分城市群看，95 后更倾向往五大城市群集聚，合计净流

入占比为 14.3%，远高于总体的 10.2%，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95 后人才集聚，成渝和长江中游净流出。

重点城市：95 后在一线城市之间、城市群内流动为主流。1）一线城市：

对 95 后聚集程度更高，95 后人才净流入占比基本高于总体；95 后人才

从北京净流向上海、从广州净流向深圳，主因上海落户条件相对宽松、

深圳经济发展潜力和创新动力高于广州。2）二线城市：南京、苏州对

95 后人才集聚程度更高，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高出总体 0.1、0.2 个百

分点；95 后人才更多在长三角、珠三角、川渝经济带等城市群内部流动，

此外由于武汉地处主要经济带中心、九省通衢，其人才来源地丰富，前

十大流入城市来自 9 个不同省级行政单位。

启示：一是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

立足各地比较优势顺势而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

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

建设”；二是进一步深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人口自由迁徙的枷锁；

三是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推动完善产业结构和公共服务、交通设

施等布局，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风险提示：样本偏差；简历投递与实际人才流动存在一定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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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密 95 后求职人才特征

中国共有约 2.6 亿 95 后人口（1995-2009 年出生人群，现为 13-27
岁），劳动年龄的 95 后人口约 2亿人（16-27 岁），占 2020 年劳动年龄人
口的 22.7%。智联招聘有约 2.9 亿个人注册用户，月均活跃用户数（含登
录、有求职行为的用户）约 4632 万，其中，求职人才即当年有简历投递
行为的用户中近9成为专科及以上学历，远超全国就业人口总体的22.1%；
在求职人才中，约 52%为 16-27 岁人才，即本文所指的 95后人才；在 95
后人才中，约 50%为跨城求职者，即现居住城市和简历投向城市不同。为
突出 95 后人群特征，本文使用智联招聘统计的总体及 95 后人才求职行
为数据进行对比，探究95 后求职人才特征及流动趋势。

1）从性别看，95 后女性求职占比相对总体更高，今年 95 后、总体
流动人才中女性占比分别为 50%、42%。95 后、总体流动人才男女比例分
别为 50:50,58:42，95 后流动人才中女性占比更高。可见 95后女性受教
育程度高且独立，求职意愿较强。去年 95后流动人才男女比例为 51:49，
今年 95后流动人才中女性占比有所增加，性别比例更加平衡。

2）从学历看，54%的 95 后流动人才为本科及以上学历，低于总体的
56%。95 后流动人才中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
分别为 12.9%、33.3%、48.1%、5.7%，本科及以上合计 53.8%；总体流动
人才各学历占比分别为7.1%、37.2%、47.8%、7.8%，本科及以上合计55.7%。

图表：95 后流动人才中女性占比高于总体 图表：95 后本科学历更倾向于跨城求职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泽平宏观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泽平宏观

3）从工资看，95 后为职场新人，工资水平低，流动人才中月收入
6K 以下占 69.3%，远高于总体的 51.9%。95 后、总体流动人才月收入 4K
元以下占比分别为 37.1%、25.4%，月收入在 8K 及以上占比分别为 13.6%、
29.6%。95 后人才多为职场新人，收入较低，同时低收入会降低工作满意
度和在城市中的归属感，从而更倾向跨城求职。去年 95后流动人才中月
收入 4K 元及以下、8K 元及以上占比分别为 42.3%、10.2%，95 后流动人
才月收入水平较去年相比明显提升。

4）从行业看，95 后更多分布在新兴行业，其流动人才在 IT 行业占
比为 24.0%，高于总体的 18.7%，而在地产、制造业合计占比 25.1%，明
显低于总体的 33.3%。95 后流动人才最多的前三行业是 IT|通信|电子|
互联网、房地产|建筑业、生产|加工|制造，分别占比 24.0%、14.0%、11.1%，
合计占比 49.1%，总体求职人才最多的也是这三个行业，合计占比 52.0%，
95 后人才行业集中度略低于总体。其中 95 后在 TMT 行业占比为 24.0%，
高于总体的 18.7%，而地产、制造业占比低于总体，说明年轻人选择传统
行业倾向明显降低，而对于互联网、电子、通信等新兴行业更加青睐。
从二级行业看，95 后流动人才在互联网/电子商务、教培、专业咨询、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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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美容行业占比分别为 10.7%、9.5%、5.9%、3.8%，均高于总体的 7.5%、
7.3%、4.6%、3.3%，而 95 后流动人才在地产建筑领域占比为 14.0%，低
于总体的 19.3%。去年 95 后流动人才最多的前三行业同样是 IT|通信|电
子|互联网、房地产|建筑业、生产|加工|制造，分别占比 21.0%、15.9%、
11.7%，合计占比 48.6%，今年 95 后人才从事 TMT 行业的比例较去年相比
明显提高，而从事地产业的比例有所降低。

图表：95 后中低收入者更有可能跨城求职 图表：95 后人才分布在 TMT 行业占比高于总体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泽平宏观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泽平宏观

2 榜单概览：向往发达城市，更倾向长三角、珠

三角

2.1 中国 95 后人才吸引力城市 50 强：京深沪居前

从 95 后人才吸引力指数看，北京、深圳、上海位居前三，广州、杭
州、南京、苏州、成都、武汉、佛山位居前十。此前，我们和智联招聘
联合推出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2》中定义人才吸引力指数
为人才流入占比、人才净流入占比、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硕士及以上
人才流入占比、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净流入的加权结果。95 后年轻人
才成长于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生活富足，更倾向工作发展和享受生活的
平衡，选择就业城市不仅关注薪资，还关注创新环境和文娱产业发展情
况。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专利授权数量
和每百万人电影院数量作为外部指标，叠加智联招聘提供的 95 后人才流
入占比、95 后人才净流入占比、95 后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95 后硕士及
以上人才流入占比四个内部指标构建 95 后人才吸引力指数。

从结果看，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近两年排名均位居榜
首；深圳位列第二，相比总体人才，深圳对 95后年轻人才的吸引力超过
上海。根据我们选取的创新指标，深圳在前 20强中排名第一，同时深圳
拥有低于北京和上海的落户门槛，随着人口承载能力受限，年轻人才在
深圳收紧落户门槛窗口期也将积极抢占人才高地，创新的产业结构、更
低的落户门槛吸引年轻人到深圳就业；上海、广州依次为第三、四名；
二线城市杭州、南京、苏州、成都、武汉、佛山跻身前十强，其中苏州
排名相较去年上升了 1 名，佛山上升了 5 名，取代郑州跻身前十，而成
都下降了 1名。2021 年起，佛山市接连出台《佛山市柔性引才暂行办法》、
《佛山市人才引育扶持工作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等政策，持续深化
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明确人才补贴与奖励标准，吸引人才前往佛山就
业。在前 50强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有 37、6、5、2个；
一二三四线分别有 4、28、15、3 个，分别占一二三四线城市数量的 100.0%、
80.0%、18.5%、1.7%；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城市
群分别有 18、7、3、2、3个。



研究报告

7

图表：95 后人才吸引力城市 50 强

排序 城市 排序 城市

1 北京 26 嘉兴

2 深圳 27 绍兴

3 上海 28 金华

4 广州 29 温州

5 杭州 30 湖州

6 南京 31 南通

7 苏州 32 镇江

8 成都 33 扬州

9 武汉 34 台州

10 佛山 35 福州

11 无锡 36 惠州

12 珠海 37 舟山

13 青岛 38 沈阳

14 东莞 39 泰州

15 天津 40 泉州

16 郑州 41 南昌

17 长沙 42 昆明

18 西安 43 石家庄

19 济南 44 三亚

20 宁波 45 拉萨

21 厦门 46 烟台

22 常州 47 太原

23 合肥 48 威海

24 重庆 49 丽水

25 中山 50 大连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第一财经·新一线知城数据平台，泽平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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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5 后人才吸引力 TOP20 城市细分指标数据

排序 城市

人才流

入占比

(20%)

人才净

流入占

比(20%)

应届生

人才流

入占比

(15%)

硕士及

以上流

入占比

(15%)

人均可

支配收

入（10%)

每万人

专利授

权数

（10%）

每百万

人电影

院数量

（10%）

1 北京 7.3% 4.0% 7.8% 12.3% 75602 74.4 11.5

2 深圳 5.0% 1.9% 4.4% 4.9% 64878 126.2 15.7

3 上海 4.4% 2.3% 4.1% 7.4% 76437 56.2 14.9

4 广州 4.5% 0.9% 4.5% 4.0% 68304 83.2 13.4

5 杭州 3.5% 1.5% 3.5% 4.2% 68666 77.2 16.4

6 南京 2.5% 1.0% 2.5% 4.3% 67553 81.9 14.7

7 苏州 2.3% 1.1% 1.9% 2.5% 70966 108.9 15.2

8 成都 3.5% 0.1% 4.1% 4.6% 48593 31.2 12.9

9 武汉 2.4% 0.4% 2.6% 3.0% 50362 47.8 12.6

10 佛山 1.7% 0.7% 1.4% 0.8% 57445 77.6 16.4

11 无锡 1.1% 0.6% 1.1% 1.7% 64714 81.4 15.7

12 珠海 0.8% 0.5% 0.7% 0.6% 58475 99.7 18.8

13 青岛 1.7% 0.7% 1.8% 2.4% 55905 57.1 9.4

14 东莞 1.7% 0.5% 1.1% 0.6% 58052 70.9 13.7

15 天津 1.9% 0.5% 2.2% 2.7% 47659 54.4 8.1

16 郑州 2.3% 0.1% 2.9% 2.3% 42887 39.8 11.5

17 长沙 1.9% 0.1% 2.0% 1.8% 57971 32.8 13.1

18 西安 2.2% 0.2% 2.5% 3.1% 43713 35.0 10.3

19 济南 1.9% 0.7% 1.8% 2.3% 53329 39.7 7.5

20 宁波 1.0% 0.5% 0.9% 0.8% 68008 64.2 12.5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第一财经·新一线知城数据平台，泽平宏观

2.2 细分指标解读：一二线城市吸引高学历人才、粤苏创新
活力高

观察各分指标排名靠前的城市，在高学历人才方面，一线城市及成
都、南京等强二线城市排名靠前；在收入方面，京沪及长三角区域城市
更有优势；在创新方面，深圳、苏州创新活力较强；在文娱方面，旅游
城市拉萨、三亚排名靠前，带动整体指数排名跻身前 50 名。

在高学历人才方面，95 后硕士及以上人才流入前十是北京、上海、
深圳、成都、南京、杭州、广州、西安、武汉、天津合计占比 50.5%。北
上深作为一线城市对高学历人才集聚效应明显，合计占比 24.6%，同时成
都、南京、杭州等强二线城市对高学历人才的集聚效应超过一线城市广
州。成都集聚省内 50%以上的本科院校，有 2所 985 和 5 所 211 学校，大
学生数量在西南地区靠前，拥有先天人才优势，南京的高技术产业发展
迅速且“宁聚计划”实施、落户政策宽松，吸引人才，杭州近年加入“抢
人”大战，浙大系企业的“抢人”风头强劲。

在收入方面，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前十的上海、北京、苏州、
杭州、广州、宁波、南京、绍兴、深圳、无锡，除一线城市外均位于长
三角地区，江浙一带城市居民富足程度高，尤其是苏州、杭州超过一线
城市广州、深圳位列收入三、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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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方面，每万人专利授权数量前十的城市是深圳、苏州、珠海、
中山、广州、南京、无锡、常州、佛山、杭州，其中 5城位于广东省、4
城位于江苏省，粤苏两地创新活力较强。其中深圳每万人的专利授权数
量达 126 个，苏州每万人的专利授权数量达 109 个，是唯二数量过百的
城市。

在文娱方面，每百万人电影院数量排名前十的城市是拉萨、三亚、
珠海、林芝、佛山、杭州、深圳、无锡、中山、舟山，其中 8 个位于东
部地区、2 个位于西部地区。95 后年轻人对于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更加看
重，丰富的文娱活动更能吸引年轻人，拉萨、三亚等旅游城市排名靠前，
凭借文娱方面优势，在此次 95 后人才吸引力排名中也跻身前 50。

图表：95 后各指标占比前 20 强

排

名

应届生人才流

入

硕士及以上人才流

入

人均可支配收

入

每万人专利授权数

量

每百万人电影院数

量

1 北京 北京 上海 深圳 拉萨

2 广州 上海 北京 苏州 三亚

3 深圳 深圳 苏州 珠海 珠海

4 上海 成都 杭州 中山 林芝

5 成都 南京 广州 广州 佛山

6 杭州 杭州 宁波 南京 杭州

7 郑州 广州 南京 无锡 深圳

8 武汉 西安 绍兴 常州 无锡

9 南京 武汉 深圳 佛山 中山

10 西安 天津 无锡 杭州 舟山

11 重庆 苏州 嘉兴 北京 南通

12 天津 青岛 舟山 东莞 苏州

13 长沙 济南 温州 绍兴 酒泉

14 苏州 郑州 台州 嘉兴 镇江

15 青岛 合肥 湖州 宁波 扬州

16 济南 重庆 金华 泉州 上海

17 合肥 长沙 厦门 扬州 南京

18 佛山 无锡 常州 镇江 泰州

19 石家庄 太原 珠海 金华 鄂尔多斯

20 东莞 沈阳 东莞 厦门 日喀则资料来源：智联招聘，第一财经·新一线知城数据平台，泽平宏观

2.3 人才流动趋势：95 后更向往发达城市，一二线城市人才
集聚、三四线人才流出

1）分地区看，今年 95 后人才向东部集聚明显，人才净流入占比为
17.9%，明显高于总体求职者的 12.9%。从人才流入流出占比看，95后流
入东部地区占比为 60.4%，略高于总体人才的 58.5%；其流出占比 42.4%，
低于总体人才的 45.6%，东部地区更能留住 95 后人才；中部地区 95后人
才流入占比为 18.1%，略低于总体人才的 19.4%，流出占比为 26.3%，略
高于总体的 24.1%，95 后人才加快流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 95 后人才流
入流出占比均高于总体；东北地区95后和总体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3.9%、
5.0%，流出占比分别为 7.2%、9.3%，东北地区人才流动性较低。从人才
净流入占比看，今年东部地区 95 后和总体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 17.9%、
12.9%，95 后在东部地区集聚效应更高；中部分别为-8.2%、-4.7%；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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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6.4%、-3.8%；东北分别为-3.3%、-4.4%，中西部 95后人才净流
出明显大于总体，东北地区略低于总体水平。东部地区经济发达，GDP 占
比超过一半，人均产值更高，相对总体，充满活力和抱负的 95 后年轻人
更倾向经济活力高、发展潜力大的东部地区。

图表：95 后人才更倾向东部集聚 图表：东部地区更能留住 95 后人才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泽平宏观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泽平宏观

2）分线看，95 后更向往一、二线城市，一二线城市 95 后人才净流
入占比分别为 9.1%、3.4%，远高于总体的 5.4%、0.4%。从人才流入流出
占比看，今年，一线城市 95 后流入占比为 21.2%，高于总体的 19.0%，
人才流出占比为 12.1%，低于总体的 13.6%；二线城市 95 后人才流入占
比为47.0%，高于总体的 44.9%，人才流出占比为43.6%，低于总体的 44.5%；
说明相对于总体人才来说，95 后更愿意留在一、二线城市。而 95 后人才
流入三、四线城市占比均低于总体人才，流出占比均高于总体人才，说
明相对于总体人才来说，95 后人才更倾向流出三四线城市。从人才净流
入占比看，今年，一线城市95后和总体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9.1%、5.4%，
二线城市占比分别为 3.4%、0.4%，95 后在一二线城市集聚效应明显高于
总体人才；三线城市分别为-3.3%、-1.0%；四线城市分别为-9.1%、-4.8%，
三四线城市 95 后人才净流出明显大于总体。工作机会多、收入高、经济
活力充足的一线城市仍吸引年轻 95 后，同时年轻人也向发展潜力和生活
性价比更高的二线城市集聚。但去年，一、二线城市人才净流入占比分
别为 10.2%、8.2%，三、四线城市人才净流入占比为-6.1%、-12.4%，今
年一二线城市对 95后人才的吸引力较去年有所下降，而三、四线城市的
人才流出趋势有所减慢。

图表：一二线城市人才集聚、三四线净流出 图表：95 后更愿意留在一二线城市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泽平宏观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泽平宏观

3）分城市群看，95 后更倾向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95 后人才集
聚，成渝和长江中游净流出，其中五大城市群合计净流入占比为 14.3%，
远高于总体的 10.2%。从人才净流入占比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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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后人才的集聚效应强于总体，净流入占比分别为 8.5%、5.0%、3.2%，
高于总体人才的 7.4%、4.1%、-0.4%；95 后人才在成渝、长江中游净流
入占比分别为-0.7%、-1.7%，占比高于总体的-0.3%、-0.6%。95 后和总
体净流入五大城市群占比为 14.3%、10.2%，95 后更倾向往五大城市群集
聚。中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它们以 11%的土地聚集 42%人口，创造 53.5%
的 GDP，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是经济最活跃地区，经济占比合计达
23.6%，95 后年轻人更倾向有经济活力的地区。

图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95 后人才集聚 图表：长三角、京津冀更能留住 95 后人才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泽平宏观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泽平宏观

3 重点城市：95 后在一线城市之间、城市群内流

动为主流

我们选取 95 后人才吸引力前十城市（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杭
州、南京、苏州、成都、武汉、佛山）作为观察对象，根据一、二线城
市对其划分。

1）北京的 95 后人才净流入占比高出总体 3 个百分点，主因北京出
台毕业生人才引进新政等；95 后人才从北京净流向上海、从广州净流向
深圳，主因上海落户条件相对宽松、深圳经济发展潜力和创新动力高于
广州。

从人才净流入占比看，一线城市北深上广 95后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
为 4.0%、1.9%、2.3%、0.9%，其中北深上 95 后人才净流入占比均高于总
体的 1.0%、1.4%、2.1%，广州略低于总体的 1.0%，95 后人才向一线城市
聚集程度基本高于总体；北京对 95 后人才集聚程度更高，人才净流入占
比高出总体 3个百分点，2021 年 7 月北京出台《北京市引进毕业生管理
办法》，降低毕业生引进的学历与年龄门槛，同时实施“计划单列”政策，
清北复交等国内 7 所名校毕业生都有机会直接在北京落户，有助于北京
引进一批高学历人才，优化人才结构。

从来源和去向地看，流出北京的 95后人才中 7.7%流向上海，流出上
海的 9.8%流向北京，北京和上海互为人才外流目标城市第一位；其中，
北京流向上海与上海流向北京的 95 后人才比值为 1.19，这表明 95 后人
才从北京净流向上海，即 95后从北京流向上海的人才多于上海流向北京
的人才。2021 年上海放宽了高学历和留学生人才落户条件，硕士学位人
才在沪工作年限从 5年降至 1年、留学生落户取消第一份工作限制，2022
年上海人才落户条件再次放宽，高层次人才、重点机构急需人才、高技
能人才、创新创业人才、专业人才和其他特殊人才等 5 类人才可直接落
户上海，申办公示期由 15天减少至 5天，相对北京来说落户政策更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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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更简化，更能吸引年轻优秀人才来沪就业。95 后人才从深圳流出的
前十大城市合计占比 53.0%，高于流入城市合计的 39.2%，流出深圳的城
市更加集中；其中深圳流入人才中有 11.4%来自广州，广州流入人才中有
9.8%来自深圳，深圳和广州互为来源城市第一位，其中，深圳流向广州
与广州流向深圳的 95 后人才比值为 0.77，这表明 95 后人才从广州净流
入深圳，即从广州流向深圳的人才多于深圳流向广州的人才。一方面，
广州、深圳地理位置较近，文化相近，人才流动方便；另一方面，深圳
经济发展潜力和创新动力高于广州，2022 年上半年深圳 GDP 达 1.5 万亿，
同比增长 3%，同期广州 GDP 和同比增长率均低于深圳，分别为 1.3 万亿
和 1%，且深圳每百万人专利授权数量为 12616 个，远高于广州的 8316 个。

图表：95 后人才更倾向往一线城市集聚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泽平宏观

图表：一线城市 95 后人才流入流出 TOP10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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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北京 深圳 上海 广州

流入 流出 流入 流出 流入 流出 流入 流出

1 成都 上海 广州 广州 北京 北京 深圳 深圳

2 天津 天津 东莞 东莞 郑州 杭州 佛山 佛山

3 郑州 深圳 长沙 北京 杭州 深圳 东莞 东莞

4 西安 成都 北京 上海 成都 苏州 长沙 北京

5 广州 杭州 武汉 佛山 广州 南京 成都 上海

6 重庆 广州 成都 惠州 深圳 广州 北京 珠海

7 上海 石家庄 上海 长沙 南京 成都 南宁 武汉

8 石家庄 西安 郑州 武汉 西安 武汉 武汉 杭州

9 武汉 郑州 重庆 苏州 武汉 合肥 郑州 惠州

10 保定 南京 佛山 杭州 苏州 郑州 重庆 成都

合计占比 30.7% 43.9% 39.2% 53.0% 34.7% 50.0% 38.7% 56.4%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泽平宏观

2）二线城市中，南京、苏州对 95 后人才集聚程度更高，人才净流
入占比分别高出总体 0.1、0.2 个百分点；95 后人才更多在长三角、珠三
角、川渝经济带等城市群内部流动，此外由于武汉地处主要经济带中心、
九省通衢，其人才来源地丰富，前十大流入城市来自 9 个不同省级行政
单位。

从人才净流入占比看，前十强二线城市杭州、南京、苏州、成都、
武汉、佛山的 95 后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 1.5%、1.0%、1.1%、0.1%、0.4%、
0.7%，基本与总体持平。

从来源和去向地看，杭州、南京流入流出城市前三均含北京、上海，
且流入流出合计占比均接近 8.0%、16.6%，说明两地发展所需人才主要在
一线城市中，同时也具有从一线城市抢夺人才的能力；苏州流入流出城
市前二均为上海、南京，合计占比分别为 10.0%、17.2%，其中上海对苏
州虹吸效应明显，从苏州流向上海 95 后人才占比为 10.1%；此外，依托
于经济增长强动力和地理位置优势，长三角地区人才互动频繁，杭州、
南京、苏州流出城市均有 6个位于长三角城市群，分别辐射北部的合肥、
南通和南部的宁波、嘉兴等城市。成都则得益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大力建设，加速与重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间的人才交流，成都流入
流出城市前二为重庆、北京，合计占比分别达 15.8%、17.4%。武汉地处
长江与京广铁路大动脉的十字交汇点，有“九省通衢”之称，95 后人才
来源地遍布各地，前十流入流出城市均属于 9 个不同的省级行政单位，
流出武汉的城市相对集中，其中流出前四大城市为北京、深圳、上海、
广州，均为一线城市，合计占比 27.8%。佛山今年跻身 95 后人才吸引力
第十位，与珠三角城市群人才交流频繁，流入城市有 5 城位于珠三角城
市群，合计占比达 38.3%，流出城市有 8城位于珠三角城市群，合计占比
达 58.6%，流出城市相对集中；其中，佛山流向广州和广州流向佛山的
95 后人才比值为 0.74，这表明 95 后人才从广州净流入佛山，即 95后从
广州流向佛山的人才多于佛山流向广州的人才。一方面，佛山毗邻广州，
两地经济文化交流便利，政策正在积极推进“广佛同城化”；另一方面，
佛山自身制造业和对外贸易发达，经济增长活力更足，对人才有一定吸
引力。2022 年上半年佛山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1%，进出口总
额同比增长 12.6%，而同期广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进
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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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5 后更倾向南京、苏州等强二线城市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泽平宏观

图表：重点二线城市 95 后人才流入流出 TOP10 城市

排名
杭州 南京 苏州 成都 武汉 佛山

流入 流出 流入 流出 流入 流出 流入 流出 流入 流出 流入 流出

1 郑州 上海 北京 上海 南京 上海 重庆 北京 长沙 北京 广州 广州

2 上海 北京 上海 北京 上海 南京 北京 重庆 成都 深圳 深圳 深圳

3 北京 深圳 合肥 苏州 深圳 北京 西安 上海 深圳 上海 东莞 东莞

4 武汉 宁波 郑州 杭州 杭州 无锡 绵阳 深圳 广州 广州 长沙 北京

5 广州 苏州 苏州 无锡 郑州 杭州 贵阳 广州 郑州 杭州 南宁 中山

6 成都 广州 西安 深圳 北京 南通 深圳 武汉 北京 成都 中山 珠海

7 深圳 嘉兴 成都 合肥 南通 深圳 广州 绵阳 上海 南京 成都 上海

8 南京 南京 杭州 成都 无锡 常州 上海 德阳 重庆 长沙 天津 惠州

9 长沙 金华 武汉 广州 西安 广州 郑州 西安 西安 郑州 重庆 江门

10 西安 成都 深圳 常州 成都 成都 武汉 昆明 杭州 重庆 肇庆 肇庆

合计占比 30.2% 46.6% 30.3% 49.1% 34.1% 47.9% 35.7% 43.7% 36.3% 47.0% 48.2% 64.8%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泽平宏观

4 启示：充分尊重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推动公

共服务的均等化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人才更是第一资源，在老龄化、少子化
背景下，多数城市面临年轻人口萎缩、人口快速老化问题，近年来各城
市纷纷加入“抢人大战”，抢人才也是抢年轻人口。95后人才多数是职场
新人，年轻且有活力，其流动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此前我们推
出的《中国人口大迁移：2021》报告中分析了人口迁移对经济社会的影
响：人口流入可以增加年轻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压力；增加人才供
给、促进创新发展；增强城市竞争力；扩大消费需求。人口流出会加重
老龄化，加重养老负担，严重拖累财政、制约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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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
立足各地比较优势顺势而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是促进人民生活
水平大体相当，决不能是追求各地区经济总量均衡，也不可能要求各地
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 12 月在《求是》
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尊
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
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
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
经济布局。近年中国城镇发展战略逐渐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
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都市圈建设为突破口，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但
任重道远，共识还未形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
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
设”。

二是进一步深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人口自由迁徙的枷锁。2014
年 7 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放
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
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 500 万以上特大城市人口规模。2016 年 1
月 22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开高校毕业
生、技术工人、留学归国人员等落户限制。2022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发
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具体涉
及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至 500 万的 I 型
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 500 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
户政策、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等内容。

三是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推动完善产业结构和公共服务、交
通设施等布局，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方面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合理
规划和引导紧凑连续的多中心城市产业布局，加快现有园区转型，因地
制宜，完善城市功能。另一方面要优化公共服务、交通设施等布局，加
快规划调整，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常住人口总量和结构，分区分
级布局公共服务。进一步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大力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路
网密度，推进轨道交通系统制式多元化发展，改善出行效率。未来的城
市规划要尊重人口流动规律，不能车多了限号，人多了往外撵人。规划
编制应以人为本，完善市民参与机制，充分了解市民对城市发展的期待
和需求。



研究报告

16

免责声明
本微信公众号为泽平宏观的自媒体平台，仅记载微信公众号的观点与见解，不代表任职机构的立场。

本微信公众号所载内容并非给他人所做的操作建议，本微信公众号所载内容仅供参考之用，接收人不应单

纯依靠资料的信息而取代自身的独立判断，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风险。本微信公众号不对任何

因使用公众号所载任何内容引致或可能引致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泽平宏观公众号对本免责声明条款具有修改和最终解释权。


	1解密95后求职人才特征
	2榜单概览：向往发达城市，更倾向长三角、珠三角
	2.1中国95后人才吸引力城市50强：京深沪居前
	2.2细分指标解读：一二线城市吸引高学历人才、粤苏创新活力高
	2.3人才流动趋势：95后更向往发达城市，一二线城市人才集聚、三四线人才流出

	3重点城市：95后在一线城市之间、城市群内流动为主流
	4启示：充分尊重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