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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为进一步分析西安市重点产业岗位人才的地域聚集及培养情况，项目组充分运用智联大

数据，针对十五个调研产业相关全国性人才、2021 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才及外地陕籍人才的

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并编制《2021 年度西安市重点产业岗位人才分布统计报告》。 

全国性人才分布主要围绕京津冀、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成渝四大经济区及相关人

才聚集人数排名前 10 的城市开展统计（精确到百位）；2021 年应届毕业生人才分布主要围绕

全国星级排名在 6“★”及以上且开设了与调研产业相关专业的双一流院校（共计 44 所）开

展统计。另外，考虑到政府或企业外地引才的实际情况（如：引才类别及层次等），人才统计

中未包含从事一线操作、基层管理/职能/销售工作及可替代性强的技能人才（如：司机、保安

及厨师等）。 

 

 





 

 

目  录 
 

第一部分  西安市重点产业存量人才情况...................................................................................... 1 

一、全国性人才城市分布（TOP10）对比情况 ...................................................................... 1 

二、双一流院校应届毕业生城市分布对比情况...................................................................... 1 

第二部分  西安市重点产业人才全国分布...................................................................................... 2 

一、智能制造产业人才分布...................................................................................................... 2 

二、航空航天产业人才分布...................................................................................................... 5 

三、电子信息产业人才分布...................................................................................................... 9 

四、汽车及零配件产业人才分布............................................................................................ 12 

五、新材料产业人才分布........................................................................................................ 16 

六、增材制造产业人才分布.................................................................................................... 19 

七、生物医药及食品产业人才分布........................................................................................ 23 

八、计算机软件产业人才分布................................................................................................ 26 

九、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人才分布........................................................................................ 30 

十、互联网/电子商务产业人才分布 ...................................................................................... 33 

十一、建筑产业人才分布........................................................................................................ 37 

十二、现代服务产业人才分布................................................................................................ 40 

十三、现代物流产业人才分布................................................................................................ 44 

十四、文旅产业人才分布........................................................................................................ 47 

十五、养老产业人才分布........................................................................................................ 51 





2021 年度西安市■重点产业岗位人才分布统计报告 

 1

 

第一部分  西安市重点产业存量人才情况 
 

一、全国性人才城市分布（TOP10）对比情况 

1. 存量人才整体上西安市排第 6，其中航空航天靠前（位居第 3），增材制造/建筑（均位

居第 4）、大数据与云计算/文旅（均位居第 6）较为居中，其它产业相对靠后。 

2. 高学历（博士研究生）存量人才整体上西安市排第 6，其中航空航天/养老靠前（均位

居第 3），增材制造较为居中（位居第 4），其它产业相对靠后。 

3. 3 年以上工作经验人才整体上西安市排第 6，其中航空航天靠前（位居第 3）、增材制

造/建筑（均位居第 5）、大数据与云计算/计算机软件（均位居第 6）较为居中，其它产业相对

靠后；3 年以下工作经验人才整体上西安市排第 6，其中增材制造靠前（位居第 2），智能制

造/建筑/文旅（均位居第 5）、汽车及零配件（位居第 6）较为居中，其它产业相对靠后。 

 

二、双一流院校应届毕业生城市分布对比情况 

双一流院校应届毕业生人数整体上西安市排第 4，其中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增材制造（均

位居第 2）、大数据与云计算/电子信息/计算机软件（均位居第 3）靠前，汽车及零配件/现代

物流（均位居第 4）、现代服务（位居第 5）较为居中，其它产业相对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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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西安市重点产业人才全国分布 
 

一、智能制造产业人才分布 

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和桥头堡的重要承载区，凭借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优势

科技资源，智能制造产业呈快速发展态势，龙头/重点企业在智能化改造过程中形成能力并向

其它企业输出智能制造技术和产品，提升产业整体水平。 

（一）全国四大经济区的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在长江三角洲 多（251800 人），其次是珠江三角洲（167000 人）、京

津冀（160200 人），成渝 少（54400 人）。 

 

 

（二）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及学历、薪酬、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主要聚集在上海（96367 人）、北京（95016 人）、深圳（83861 人）三

座城市，郑州排在第 12 位（23680 人）。 

 
注：图中所示仅前 10 城市与实际排名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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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历分布情况 

 

 

2.年薪分布情况 

 

 

3.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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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陕籍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 

该类人才主要聚集在深圳（1860 人）、苏州（1601 人）、上海（1553 人）三座城市，其

它依次为北京、东莞、杭州、成都、广州、宁波及无锡。 

 

 

（四）双一流院校应届毕业生分布情况 

1.所在城市分布情况 

该类高校毕业生人数 多的 5 个城市为北京（829 人）、西安（559 人）、成都（449 人）、

天津（422 人）、长沙（383 人）。 

 

 

2.所在院校分布情况 

该类毕业生人数 多的前 5 个院校为西安交通大学（296 人）、大连理工大学（277 人）、

重庆大学（277 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72 人）、东北大学（26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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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西安交通大学 296 湖南大学 17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9 

大连理工大学 277 山东大学 165 北京大学 57 

重庆大学 277 哈尔滨工业大学 153 华东师范大学 53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272 浙江大学 137 兰州大学 52 

东北大学 264 上海交通大学 135 复旦大学 42 

西北工业大学 263 清华大学 118 上海财经大学 41 

北京理工大学 253 东南大学 96 北京师范大学 39 

天津大学 239 中国人民大学 93 中国农业大学 36 

华中科技大学 229 中国科学院大学 92 国防科技大学 23 

南京大学 222 武汉大学 92 中国传媒大学 0 

华南理工大学 222 厦门大学 89 北京协和医学院 0 

吉林大学 193 同济大学 83 上海中医药大学 0 

南开大学 18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82 北京中医药大学 0 

中南大学 183 中山大学 78 第二军医大学 0 

四川大学 177 北京邮电大学 59 合计 5601 

 

二、航空航天产业人才分布 

航空航天作为西安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以航空基地为重要平台快速发展。当前，产业

积累了强大的航空产业资源，航空产业总量、航空专业人才数量、航空科技创新能力均为全

国翘楚。 

（一）全国四大经济区的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在京津冀 多（87600 人），其次是长江三角洲（83300 人）、珠江三角

洲（46700 人），成渝 少（334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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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及学历、薪酬、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60224 人）、上海（34508 人）、西安（23587 人）三

座城市，郑州排在第 17 位（5314 人）。 

 
注：图中所示仅前 10 城市与实际排名对应。 

 

1.学历分布情况 

 

 

2.年薪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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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三）陕籍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 

该类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798 人）、上海（583 人）、深圳（494 人）三座城市，其它依

次为苏州、成都、广州、东莞、天津、杭州及南京。 

 

 

（四）双一流院校应届毕业生分布情况 

1.所在城市分布情况 

该类高校毕业生人数 多的 5 个城市为北京（483 人）、西安（337 人）、上海（124 人）、

天津（124 人）、大连（1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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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在院校分布情况 

该类毕业生人数 多的前 5 个院校为西北工业大学（223 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1

人）、大连理工大学（115 人）、西安交通大学（114 人）、北京理工大学（94 人）。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西北工业大学 223 湖南大学 43 北京大学 1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91 山东大学 40 复旦大学 14 

大连理工大学 115 清华大学 40 北京师范大学 13 

西安交通大学 114 中国人民大学 39 东南大学 12 

北京理工大学 94 南开大学 39 武汉大学 12 

天津大学 85 中南大学 38 中国农业大学 11 

哈尔滨工业大学 72 中国科学院大学 37 中山大学 7 

东北大学 68 厦门大学 33 上海财经大学 7 

四川大学 58 华南理工大学 30 国防科技大学 2 

华中科技大学 58 同济大学 27 北京协和医学院 0 

上海交通大学 57 浙江大学 25 北京中医药大学 0 

吉林大学 53 中国传媒大学 21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0 

重庆大学 48 北京邮电大学 21 第二军医大学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 华东师范大学 19 上海中医药大学 0 

南京大学 44 兰州大学 17 合计 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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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子信息产业人才分布 

西安电子信息产业以打好产业基础高端化、产业链条现代化攻坚战为主线，重点围绕半

导体、高端软件、智能终端、智能网络四大领域，打造“芯—软—端—网”为一体的电子信

息产业集群。 

（一）全国四大经济区的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在珠江三角洲 多（1054800 人），其次是长江三角洲（947000 人）、

京津冀（716000 人），成渝 少（280300 人）。 

 

 

（二）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及学历、薪酬、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主要聚集在深圳（599364 人）、上海（322630 人）、北京（311446 人）

三座城市，郑州排在第 14 位（73061 人）。 

 
注：图中所示仅前 10 城市与实际排名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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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历分布情况 

 

 

2.年薪分布情况 

 

 

3.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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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陕籍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 

该类人才主要聚集在深圳（12088 人）、苏州（7983 人）、上海（6059 人）三座城市，其它依次为

北京、东莞、广州、成都、杭州、无锡及惠州。 

 

 

（四）双一流院校应届毕业生分布情况 

1.所在城市分布情况 

该类高校毕业生人数 多的 5 个城市为北京（2675 人）、成都（1330 人）、西安（846 人）、

广州（694 人）、南京（666 人）。 

 

 

2.所在院校分布情况 

该类毕业生人数 多的前 5 个院校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918 人）、北京理工大学（564

人）、西安交通大学（457 人）、华南理工大学（448 人）、南京大学（439 人）。 



2021 年度西安市■重点产业岗位人才分布统计报告 

 12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918 中国人民大学 253 浙江大学 160 

北京理工大学 564 中国科学院大学 252 华东师范大学 134 

西安交通大学 457 中山大学 24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32 

华南理工大学 448 东北大学 23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23 

南京大学 439 中国传媒大学 232 北京师范大学 109 

清华大学 422 中南大学 231 复旦大学 104 

北京邮电大学 419 东南大学 227 中国农业大学 92 

四川大学 412 湖南大学 220 同济大学 86 

华中科技大学 396 大连理工大学 216 上海财经大学 57 

西北工业大学 389 厦门大学 209 国防科技大学 35 

吉林大学 349 上海交通大学 202 北京中医药大学 3 

山东大学 322 北京大学 197 北京协和医学院 0 

天津大学 297 哈尔滨工业大学 176 上海中医药大学 0 

重庆大学 292 兰州大学 161 第二军医大学 0 

南开大学 276 武汉大学 161 合计 10653 

 

四、汽车及零配件产业人才分布 

近年来，西安围绕建设“百万辆新丝路汽车名城”目标，加快产业发展速度，形成了以

中高档 SUV、新能源/电动物流车为主导，发动机、变速器、蓄电池等零部件并重的产业体系，

以及研发、制造、销售、物流等要素聚集完整的产业链。 

（一）全国四大经济区的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在长江三角洲 多（617300 人），其次是京津冀（404300 人）、珠江三

角洲（250000 人），成渝 少（220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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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及学历、薪酬、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200589 人）、上海（208471 人）、西安（56556 人）

三座城市，西安排在第 13 位（56556 人）。 

 

 

1.学历分布情况 

 

 

2.年薪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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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三）陕籍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 

该类人才主要聚集在上海（2724 人）、北京（1835 人）、苏州（1569 人）三座城市，其

它依次为深圳、宁波、广州、重庆、杭州、成都及天津。 

2724

1835
1569 1430

762 723 612 583
418 409

上海 北京 苏州 深圳 宁波 广州 重庆 杭州 成都 天津
 

 

（四）双一流院校应届毕业生分布情况 

1.所在城市分布情况 

该类高校毕业生人数最多的 5 个城市为北京（942 人）、上海（444 人）、长春（423 人）、

西安（382 人）、成都（37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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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在院校分布情况 

该类毕业生人数 多的前 5 个院校为吉林大学（423 人）、北京理工大学（334 人）、东北

大学（262 人）、大连理工大学（230 人）、西安交通大学（226 人）。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吉林大学 423 天津大学 147 浙江大学 46 

北京理工大学 334 中国传媒大学 137 中山大学 45 

东北大学 262 华中科技大学 127 武汉大学 45 

大连理工大学 230 哈尔滨工业大学 114 复旦大学 44 

西安交通大学 226 中南大学 11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9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212 中国人民大学 108 北京师范大学 37 

重庆大学 201 上海交通大学 100 中国科学院大学 28 

湖南大学 199 清华大学 88 东南大学 26 

南京大学 197 中国农业大学 6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2 

南开大学 196 兰州大学 58 北京中医药大学 0 

同济大学 190 华东师范大学 58 北京协和医学院 0 

山东大学 169 北京邮电大学 56 第二军医大学 0 

四川大学 165 上海财经大学 52 国防科技大学 0 

华南理工大学 163 厦门大学 50 上海中医药大学 0 

西北工业大学 156 北京大学 50 合计 4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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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材料产业人才分布 

近几年，西安新材料产业继续保持高速上升态势，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产业布局趋于合

理，形成高新区电子信息材料、经开区金属新材料、航空航天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西咸新

区高分子材料等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创新的局面。 

（一）全国四大经济区的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在长江三角洲 多（203000 人），其次是京津冀（197900 人）、珠江三

角洲（169100 人），成渝 少（113500 人）。 

 

 

（二）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及学历、薪酬、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主要聚集在上海（53130 人）、广州（36110 人）、北京（32510 人）三

座城市，西安、郑州分别排在第 11 位（19220 人）及 14 位（17420 人）。 

 
注：图中所示仅前 10 城市与实际排名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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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历分布情况 

 

 

2.年薪分布情况 

 

 

3.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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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陕籍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 

该类人才主要聚集在上海（596 人）、苏州（501 人）、北京（366 人）三座城市，其它依

次为深圳、武汉、成都、东莞、杭州、宁波及广州。 

 

 

（四）双一流院校应届毕业生分布情况 

1.所在城市分布情况 

该类高校毕业生人数 多的 5 个城市为北京（550 人）、成都（226 人）、天津（214 人）、

南京（205 人）、武汉（188 人）。 

 

 

2.所在院校分布情况 

该类毕业生人数 多的前 5 个院校为四川大学（155 人）、吉林大学（139 人）、武汉大学（135

人）、南京大学（132 人）、南开大学（12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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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四川大学 155 厦门大学 64 西北工业大学 27 

吉林大学 139 复旦大学 64 湖南大学 24 

武汉大学 135 华南理工大学 63 兰州大学 24 

南京大学 132 北京大学 63 同济大学 23 

南开大学 129 北京中医药大学 63 上海交通大学 21 

大连理工大学 104 中山大学 5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7 

北京理工大学 96 华中科技大学 53 哈尔滨工业大学 15 

中南大学 93 重庆大学 48 北京邮电大学 7 

天津大学 85 东北大学 45 中国农业大学 6 

中国人民大学 76 浙江大学 44 上海财经大学 4 

东南大学 73 北京协和医学院 37 中国传媒大学 3 

清华大学 72 华东师范大学 36 第二军医大学 0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71 山东大学 33 国防科技大学 0 

西安交通大学 6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2 上海中医药大学 0 

北京师范大学 67 中国科学院大学 28 合计 2395 

 

六、增材制造产业人才分布 

未来，西安增材制造产业将加快打造全球硬科技之都的关键项目，依托国家增材制造创

新中心，孵化一批企业，打造从材料到核心装备、从技术应用到 3D 打印产品，涉及航空航天、

汽车、医疗等多领域的全产业链，形成数百亿元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一）全国四大经济区的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在京津冀 多（171200 人），其次是长江三角洲（167400 人）、珠江三

角洲（128600 人），成渝 少（756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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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及学历、薪酬、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120081 人）、广州（73917 人）、天津（51131 人）

三座城市，郑州、成都分别排在第 12 位（11823 人）及 14 位（10811 人）。 

 
注：图中所示仅前 10 城市与实际排名对应。 

 

1.学历分布情况 

 

 

2.年薪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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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三）陕籍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 

该类人才主要聚集在深圳（950 人）、苏州（714 人）、北京（593 人）三座城市，其它依次为杭

州、上海、成都、广州、惠州、太原及东莞。 

 

 

（四）双一流院校应届毕业生分布情况 

1.所在城市分布情况 

该类高校毕业生人数 多的 5 个城市为北京（414 人）、西安（257 人）、天津（91 人）、

长沙（87 人）、沈阳（7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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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在院校分布情况 

该类毕业生人数 多的前 5 个院校为西北工业大学（198 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23 人）、北

京理工大学（95 人）、东北大学（73 人）、西安交通大学（59 人）。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西北工业大学 198 厦门大学 38 华东师范大学 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23 吉林大学 37 中山大学 7 

北京理工大学 95 华中科技大学 37 浙江大学 7 

东北大学 73 上海交通大学 37 复旦大学 6 

西安交通大学 59 清华大学 34 东南大学 5 

哈尔滨工业大学 52 四川大学 31 同济大学 4 

中南大学 49 中国科学院大学 31 武汉大学 4 

天津大学 48 山东大学 29 中国传媒大学 0 

华南理工大学 48 湖南大学 26 上海财经大学 0 

南京大学 48 兰州大学 18 北京协和医学院 0 

大连理工大学 47 北京邮电大学 17 北京中医药大学 0 

北京大学 46 北京师范大学 14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0 

南开大学 43 中国农业大学 14 第二军医大学 0 

重庆大学 42 国防科技大学 12 上海中医药大学 0 

中国人民大学 4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1 合计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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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物医药及食品产业人才分布 

生物医药方面：作为西安市“硬科技”产业之一，已涉及到基因测序、细胞治疗、再生

医学及医用机器人等产业前沿领域；食品方面：西安市在始终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的同时，

引进先进管理理念，树立品牌意识、形成品牌效应，积极引育一批带动力强的食品龙头企业，

以加快形成产业集群，打造千亿级食品工业园区。 

（一）全国四大经济区的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在长江三角洲 多（490800 人），其次是京津冀（427700 人）、珠江三

角洲（272300 人），成渝 少（160600 人）。 

 

 

（二）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及学历、薪酬、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259121 人）、上海（174310 人）、广州（97838 人）

三座城市。 

 



2021 年度西安市■重点产业岗位人才分布统计报告 

 24

1.学历分布情况 

 

 

2.年薪分布情况 

 

 

3.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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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陕籍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 

该类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2842 人）、上海（1886 人）、深圳（1132 人）三座城市，其

它依次为苏州、成都、广州、杭州、天津、南京及重庆。 

 

 

（四）双一流院校应届毕业生分布情况 

1.所在城市分布情况 

该类高校毕业生人数 多的 5 个城市为北京（1647 人）、上海（1153 人）、天津（183 人）、

长沙（112 人）、成都（111 人）。 

 

 

2.所在院校分布情况 

该类毕业生人数 多的前 5 个院校为北京中医药大学（756 人）、上海中医药大学（655

人）、北京协和医学院（457 人）、第二军医大学（332 人）、四川大学（10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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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北京中医药大学 756 中国科学院大学 57 华东师范大学 36 

上海中医药大学 655 中南大学 57 北京理工大学 35 

北京协和医学院 457 湖南大学 53 西北工业大学 32 

第二军医大学 332 山东大学 5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6 

四川大学 109 华中科技大学 49 华南理工大学 13 

吉林大学 92 东南大学 4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1 

南开大学 92 兰州大学 45 上海交通大学 8 

天津大学 91 西安交通大学 44 上海财经大学 7 

中国农业大学 81 中山大学 44 北京邮电大学 6 

清华大学 81 武汉大学 44 大连理工大学 5 

中国人民大学 77 北京大学 43 中国传媒大学 5 

复旦大学 73 厦门大学 42 哈尔滨工业大学 5 

浙江大学 65 同济大学 42 国防科技大学 2 

东北大学 61 重庆大学 39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2 

南京大学 59 北京师范大学 38 合计 3961 

 

八、计算机软件产业人才分布 

随着国家支持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丝路科创中心,计算机软件产业成为支持西安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重要产业，目前，西安市软件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结网尺度已初步

形成了以高新区为依托的全球-地方发展格局。 

（一）全国四大经济区的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在京津冀 多（720400 人），其次是长江三角洲（633100 人）、珠江三

角洲（504200 人），成渝 少（2128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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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及学历、薪酬、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518871 人）、上海（277839 人）、深圳（218768 人）

三座城市。 

 

 

1.学历分布情况 

 

 

2.年薪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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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三）陕籍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 

该类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7614 人）、上海（5957 人）、深圳（4249 人）三座城市，其

它依次为杭州、成都、广州、苏州、南京、武汉及天津。 

 

 

（四）双一流院校应届毕业生分布情况 

1.所在城市分布情况 

该类高校毕业生人数 多的 5 个城市为北京（2419 人）、成都（1055 人）、西安（643 人）、

上海（476 人）、天津（44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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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在院校分布情况 

该类毕业生人数 多的前 5 个院校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704 人）、北京理工大学（513

人）、清华大学（412 人）、西安交通大学（357 人）、东北大学（354 人）。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704 天津大学 23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26 

北京理工大学 513 重庆大学 228 哈尔滨工业大学 124 

清华大学 412 中国人民大学 224 武汉大学 123 

西安交通大学 357 南开大学 214 厦门大学 110 

东北大学 354 浙江大学 201 东南大学 88 

四川大学 351 湖南大学 200 同济大学 83 

北京邮电大学 336 中山大学 185 中国农业大学 81 

大连理工大学 30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73 复旦大学 73 

西北工业大学 286 中国传媒大学 159 上海财经大学 51 

吉林大学 284 北京师范大学 150 国防科技大学 33 

华南理工大学 249 中国科学院大学 137 北京中医药大学 2 

华中科技大学 245 华东师范大学 135 上海中医药大学 1 

山东大学 244 上海交通大学 133 北京协和医学院 0 

南京大学 238 兰州大学 129 第二军医大学 0 

北京大学 232 中南大学 127 合计 8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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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人才分布 

未来，西安将围绕工信部实施百万企业上云工程、《西安市大数据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2017-2021 年）》，对接大数据与云计算重点工程，依托三大运营商及产业龙头/重点企业大力

发展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 

（一）全国四大经济区的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在京津冀 多（556000 人），其次是长江三角洲（487200 人）、珠江三

角洲（414800 人），成渝 少（190300 人）。 

 

 

（二）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及学历、薪酬、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491732 人）、上海（222428 人）、深圳（200107 人）

三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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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历分布情况 

 

 

2.年薪分布情况 

 

 

3.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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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陕籍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 

该类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6252 人）、深圳（3604 人）、上海（3414 人）三座城市，其它依次为

成都、杭州、广州、苏州、东莞、武汉及天津。 

 

 

（四）双一流院校应届毕业生分布情况 

1.所在城市分布情况 

该类高校毕业生人数 多的 5 个城市为北京（2486 人）、成都（799 人）、西安（469 人）、

天津（451 人）、上海（437 人）。 

 

 

2.所在院校分布情况 

该类毕业生人数 多的前 5 个院校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507 人）、北京理工大学（473

人）、北京邮电大学（418 人）、清华大学（409 人）、北京大学（29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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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507 天津大学 192 中国科学院大学 101 

北京理工大学 473 西北工业大学 187 复旦大学 95 

北京邮电大学 418 湖南大学 174 哈尔滨工业大学 94 

清华大学 409 华中科技大学 166 上海交通大学 92 

北京大学 293 南京大学 162 国防科技大学 85 

四川大学 292 中山大学 155 中国农业大学 83 

西安交通大学 282 武汉大学 144 东南大学 79 

山东大学 278 重庆大学 142 同济大学 74 

南开大学 25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4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66 

东北大学 252 兰州大学 141 上海财经大学 60 

华南理工大学 244 浙江大学 136 北京中医药大学 4 

吉林大学 235 厦门大学 132 北京协和医学院 3 

中国人民大学 230 北京师范大学 129 第二军医大学 2 

中国传媒大学 202 中南大学 115 上海中医药大学 2 

大连理工大学 193 华东师范大学 112 合计 7635 

 

十、互联网/电子商务产业人才分布 

近年来，西安互联网/电子商务产业已呈现爆发式的增长态势。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企业

应用不断深入，相关服务业快速发展，并逐步向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等传统经济领域渗

透，成为引领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重要推动力。 

（一）全国四大经济区的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在长江三角洲 多（1851300 人），其次是京津冀（1751400 人）、珠江三

角洲（1525800 人），成渝 少（5783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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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及学历、薪酬、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1310685 人）、上海（694993 人）、深圳（617050 人）

三座城市。 

 

 

1.学历分布情况 

 

 

2.年薪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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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三）陕籍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 

该类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15533 人）、上海（8507 人）、深圳（7794 人）三座城市，其

它依次为杭州、苏州、广州、成都、东莞、天津及南京。 

 

 

（四）双一流院校应届毕业生分布情况 

1.所在城市分布情况 

该类高校毕业生人数 多的 5 个城市为北京（6724 人）、成都（1850 人）、上海（1718

人）、广州（1378 人）、天津（128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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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在院校分布情况 

该类毕业生人数 多的前 5 个院校为清华大学（1190 人）、北京理工大学（1168 人）、成

都电子科技大学（1013 人）、中国人民大学（894 人）、北京邮电大学（865 人）。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清华大学 1190 东北大学 550 湖南大学 351 

北京理工大学 1168 武汉大学 526 复旦大学 319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1013 天津大学 525 上海财经大学 299 

中国人民大学 894 中国传媒大学 518 中国农业大学 283 

北京邮电大学 865 厦门大学 514 中国科学院大学 252 

四川大学 837 华中科技大学 509 同济大学 242 

山东大学 769 北京师范大学 489 东南大学 222 

南开大学 755 大连理工大学 484 哈尔滨工业大学 171 

华南理工大学 742 华东师范大学 45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58 

南京大学 716 重庆大学 417 国防科技大学 28 

北京大学 693 上海交通大学 404 北京中医药大学 12 

吉林大学 637 西北工业大学 396 北京协和医学院 2 

中山大学 636 中南大学 382 上海中医药大学 1 

西安交通大学 58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58 第二军医大学 0 

浙江大学 557 兰州大学 358 合计 2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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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建筑产业人才分布 

建筑产业作为西安市重要产业之一，未来将支持和鼓励具备装配式构件生产、安装能力

的建筑企业和钢结构工程等企业发展，积极鼓励和促进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现代科学

技术和建筑业高度融合，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向建筑市场注入 新科技元素，加快产业

企业转型升级步伐。 

（一）全国四大经济区的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在长江三角洲 多（1392200 人），其次是京津冀（1219600 人）、成渝（817600

人），珠江三角洲 少（782800 人）。 

 

 

（二）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及学历、薪酬、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629122 人）、成都（437266 人）、上海（389015 人）

三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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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历分布情况 

 

 

2.年薪分布情况 

 

 

3.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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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陕籍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 

该类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6260 人）、上海（4196 人）、深圳（3600 人）三座城市，其它依次为

成都、苏州、广州、重庆、杭州、天津及武汉。 

 

 

（四）双一流院校应届毕业生分布情况 

1.所在城市分布情况 

该类高校毕业生人数 多的 5 个城市为北京（2948 人）、西安（2373 人）天津（1527 人）、

成都（1488 人）、长沙（1427 人）。 

 

 

2.所在院校分布情况 

该类毕业生人数 多的前 5 个院校为西安交通大学（1569 人）、四川大学（1477 人）、大

连理工大学（1412 人）、重庆大学（1287 人）、华南理工大学（120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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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西安交通大学 1569 中国人民大学 556 北京大学 215 

四川大学 1477 中国传媒大学 519 上海财经大学 182 

大连理工大学 1412 中南大学 518 北京邮电大学 173 

重庆大学 1287 厦门大学 437 上海交通大学 165 

华南理工大学 1204 同济大学 379 复旦大学 145 

东北大学 1016 北京理工大学 379 中国科学院大学 142 

湖南大学 907 武汉大学 34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28 

天津大学 870 清华大学 30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68 

山东大学 854 中国农业大学 294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11 

吉林大学 833 东南大学 287 国防科技大学 2 

西北工业大学 804 哈尔滨工业大学 258 北京中医药大学 0 

南开大学 657 华东师范大学 236 北京协和医学院 0 

兰州大学 638 北京师范大学 234 第二军医大学 0 

南京大学 618 浙江大学 234 上海中医药大学 0 

华中科技大学 589 中山大学 218 合计 21168 

 

十二、现代服务产业人才分布 

现代服务业作为西安五大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坚持高端优质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加

快培育和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金融、检验/检测及会展等优势产业进一

步发展壮大，正在向万亿级产业迈进。 

（一）全国四大经济区的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在长江三角洲 多（979800 人），其次是京津冀（822200 人）、珠江三

角洲（603000 人），成渝 少（345900 人）。 

822200

979800

603000

345900

京津冀

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成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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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及学历、薪酬、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510081 人）、上海（421251 人）、深圳（269355 人）

三座城市。 

 

 

1.学历分布情况 

 

 

2.年薪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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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三）陕籍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 

该类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5183 人）、上海（4562 人）、深圳（2976 人）三座城市，其

它依次为苏州、成都、广州、杭州、天津、东莞及武汉。 

 

 

（四）双一流院校应届毕业生分布情况 

1.所在城市分布情况 

该类高校毕业生人数 多的 5 个城市为北京（2291 人）、上海（1624 人）、成都（761 人）、

广州（512 人）、西安（49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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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在院校分布情况 

该类毕业生人数 多的前 6 个院校为上海财经大学（831 人）、中国人民大学（783 人）、

四川大学（459 人）、山东大学（442 人）、南京大学及北京理工大学（各 376 人）。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上海财经大学 831 湖南大学 219 兰州大学 122 

中国人民大学 783 清华大学 211 中国传媒大学 103 

四川大学 459 天津大学 211 同济大学 103 

山东大学 442 中山大学 203 东南大学 97 

南京大学 376 大连理工大学 197 中国科学院大学 85 

北京理工大学 376 西北工业大学 194 哈尔滨工业大学 76 

华南理工大学 309 东北大学 19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71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302 华中科技大学 19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61 

西安交通大学 301 中南大学 190 中国农业大学 46 

南开大学 274 重庆大学 187 北京中医药大学 13 

北京大学 271 浙江大学 182 北京协和医学院 7 

复旦大学 267 北京邮电大学 178 上海中医药大学 4 

厦门大学 260 上海交通大学 160 国防科技大学 2 

华东师范大学 259 北京师范大学 157 第二军医大学 0 

吉林大学 255 武汉大学 153 合计 9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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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现代物流产业人才分布 

近年来，西安市现代物流产业规模持续增长，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未来，将做强空港型

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联内通外的物流通道，发展制造业物流，拓展第三方物流和供

应链物流服务，建设智慧物流发展示范区，推进“两港五园十一中心”物流节点体系建设。 

（一）全国四大经济区的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在长江三角洲 多（235800 人），其次是珠江三角洲（214700 人）、京

津冀（129800 人），成渝 少（70400 人）。 

 

 

（二）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及学历、薪酬、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主要聚集在上海（88025 人）、深圳（67124 人）、广州（58858 人）三

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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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历分布情况 

 

 

2.年薪分布情况 

 

 

3.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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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陕籍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 

该类人才主要聚集在上海（1379 人）、深圳（1014 人）、苏州（836 人）三座城市，其它

依次为北京、杭州、东莞、广州、成都、天津及宁波。 

 

 

（四）双一流院校应届毕业生分布情况 

1.所在城市分布情况 

该类高校毕业生人数 多的 5 个城市为北京（496 人）、天津（216 人）、上海（187 人）、

西安（176 人）、济南（161 人）。 

 

 

2.所在院校分布情况 

该类毕业生人数 多的前 5 个院校为山东大学（161 人）、南开大学（141 人）、中国人民

大学（117 人）、西安交通大学（108 人）、南京大学（10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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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山东大学 161 湖南大学 60 中山大学 25 

南开大学 141 清华大学 57 北京大学 23 

中国人民大学 117 重庆大学 54 哈尔滨工业大学 16 

西安交通大学 108 兰州大学 53 东南大学 15 

南京大学 106 北京邮电大学 5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5 

东北大学 105 华东师范大学 48 浙江大学 11 

四川大学 103 上海财经大学 45 中国科学院大学 10 

华南理工大学 101 厦门大学 4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 

中国传媒大学 95 北京师范大学 38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2 

大连理工大学 82 上海交通大学 36 北京中医药大学 0 

吉林大学 79 复旦大学 31 上海中医药大学 0 

天津大学 75 中南大学 30 北京协和医学院 0 

华中科技大学 70 中国农业大学 30 第二军医大学 0 

西北工业大学 68 武汉大学 28 国防科技大学 0 

北京理工大学 61 同济大学 27 合计 2227 

 

十四、文旅产业人才分布 

一直以来，西安都将文旅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未来，将加强文化建设，促

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强化产业主导地位，保持其强劲发展势头，以成为持续拉动经济发展

的重要动力。 

（一）全国四大经济区的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在京津冀 多（963000 人），其次是长江三角洲（797200 人）、珠江三

角洲（570300 人），成渝 少（308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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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及学历、薪酬、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760887 人）、上海（350065 人）、广州（222396 人）

三座城市。 

 

 

1.学历分布情况 

 

 

2.年薪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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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三）陕籍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 

该类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8825 人）、上海（3424 人）、深圳（2248 人）三座城市，其它依次为

成都、广州、苏州、杭州、重庆、天津及南京。 

 

 

（四）双一流院校应届毕业生分布情况 

1.所在城市分布情况 

该类高校毕业生人数 多的 5 个城市为北京（3275 人）、上海（816 人）、天津（495 人）、

成都（438 人）、南京（43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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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在院校分布情况 

该类毕业生人数 多的前 5 个院校为中国传媒大学（1330 人）、中国人民大学（516 人）、

四川大学（435 人）、南京大学（380 人）、南开大学（362 人）。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中国传媒大学 1330 东北大学 211 上海财经大学 90 

中国人民大学 516 武汉大学 202 西北工业大学 89 

四川大学 435 兰州大学 194 中国农业大学 85 

南京大学 380 重庆大学 19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80 

南开大学 362 厦门大学 181 东南大学 55 

华东师范大学 341 大连理工大学 175 中国科学院大学 35 

山东大学 339 复旦大学 171 哈尔滨工业大学 28 

清华大学 289 北京邮电大学 15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6 

北京师范大学 288 华中科技大学 150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3 

吉林大学 284 天津大学 133 北京中医药大学 0 

北京理工大学 258 中南大学 129 北京协和医学院 0 

西安交通大学 251 浙江大学 121 上海中医药大学 0 

华南理工大学 249 中山大学 118 第二军医大学 0 

北京大学 244 上海交通大学 117 国防科技大学 0 

湖南大学 243 同济大学 97 合计 8629 

 

 



2021 年度西安市■重点产业岗位人才分布统计报告 

 51

十五、养老产业人才分布 

目前，西安市养老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总体发展思路为：紧紧围绕解决“养老难”，

坚持问题导向，对标先进发达地区，找准补齐短板，奋力追赶超越，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

市场活力，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一）全国四大经济区的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在长江三角洲 多（122100 人），其次是京津冀（95300 人）、珠江三

角洲（54200 人），成渝 少（45800 人）。 

 

 

（二）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及学历、薪酬、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该产业全国性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13340 人）、上海（8960 人）、成都（5470 人）三座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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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历分布情况 

 

 

2.年薪分布情况 

47 29 18 29 11 37 14 17 9 13
60 44 25 55 12 39 19 31 12 15

925 430 60 150 95 95 55 50 80 115

4795

3314

1736
1463 1271

965 811 768 800 672

北京 上海 成都 广州 南京 深圳 天津 重庆 郑州 西安

40以上 30—40 20—30 10—20
 

 

3.工作经验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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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陕籍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TOP10） 

该类人才主要聚集在北京（1387 人）、上海（973 人）、南京（838 人）三座城市，其它

依次为深圳、成都、广州、杭州、无锡、东莞及郑州。 

 

 

（四）双一流院校应届毕业生分布情况 

1.所在城市分布情况 

该类高校毕业生人数 多的 5 个城市为北京（216 人）、上海（147 人）、天津（87 人）、

武汉（51 人）、济南（45 人）。 

 

 

2.所在院校分布情况 

该类毕业生人数 多的前 5 个院校为上海中医药大学（77 人）、北京中医药大学（67 人）、

华中科技大学（51 人）、南开大学（47 人）、山东大学（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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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院校 人数 

上海中医药大学 77 中山大学 21 北京邮电大学 7 

北京中医药大学 67 中国传媒大学 18 上海交通大学 5 

华中科技大学 51 西安交通大学 1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 

南开大学 47 中国人民大学 17 北京协和医学院 0 

山东大学 45 中南大学 17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0 

天津大学 40 华东师范大学 15 第二军医大学 0 

南京大学 38 北京师范大学 14 东南大学 0 

中国农业大学 37 清华大学 14 国防科技大学 0 

兰州大学 35 北京理工大学 13 哈尔滨工业大学 0 

四川大学 31 浙江大学 12 上海财经大学 0 

吉林大学 29 东北大学 11 武汉大学 0 

复旦大学 27 大连理工大学 11 西北工业大学 0 

北京大学 26 湖南大学 1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 

厦门大学 24 华南理工大学 11 中国科学院大学 0 

同济大学 23 重庆大学 8 合计 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