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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外企业从疫情中复苏并为未来做准备，中
国的科技产业再次向好，未来一年的关键词是“缓
慢转型”。

这一进展的关键是国产科技产品的使用。 一个原因
是，在当前充满变数的时期，企业需要削减成本，
并认识到这些产品更符合中国市场要求，尤其是在
垂直行业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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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这一点在本土人工智能的推进上尤为明显，自 2016 年中国政府启动
五年人工智能计划以来，该领域进展迅速。 第二个计划（即三步走
战略）的目标是到 2030 年，将中国建设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
导者。中国还计划建立一个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技术研究园区，进一
步实施这一计划，而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等互联网巨头也都宣布了
投资意向。

不过，推动中国科技行业迈向全球高地的不仅仅是这些行业巨头，还
有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在中国，这类企业的数量正在攀升。2020 年
的一份报告显示，自 2016 年以来，非上市公司已融资 300 亿美元，
而在近 100 家估值至少 10 亿美元的私营企业中，大多数是人工智
能创业公司。

引领这一变革的先锋是本土的高级专业人员，他们看到了市场内在的
机会，利用其专业知识、本土网络和资源来创业，以发掘这个肥沃的
市场。 随着技术在国内的进步以及技术知识基础的不断增强，该行
业可能会转向新的方向，推动该地区的招聘机会。

据称，中国拥有全球近60%的大数据专家。

字节跳动的4.1级和阿里巴巴P8级
的应聘者年龄在35岁以下已经不

再是稀奇的事情。

由于目前的需求量巨大并且紧急，因此
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都将目光转向来自
欧洲和美国的海外人才；对顶尖人才的

争夺非常激烈。

https://www.cnbc.com/2017/07/21/china-ai-world-leader-by-2030.html
https://www.cnbc.com/2017/07/21/china-ai-world-leader-by-2030.html
https://www.forbes.com/sites/cognitiveworld/2020/02/09/why-the-race-for-ai-dominance-is-more-global-than-you-think/?sh=16cd26d0121f
https://www.fdiintelligence.com/article/78415
https://www.ft.com/content/f6c84f50-264e-4d1e-ac4d-bb0ade75c115
https://www.ft.com/content/f6c84f50-264e-4d1e-ac4d-bb0ade75c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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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境的变化

随着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和演变，企业青睐越来越年轻的
专业人才，愿意推动和引领他们走向成熟，甚至包括一些
高级职位。字节跳动的 4.1 级和阿里巴巴 P8 级的应聘者
年龄在 35 岁以下已经不再是稀奇的事情。

一个原因是，企业认为年轻人才更容易把握技术进步的脉
搏。 此外，企业还认为，他们可以接受培训并被塑造成
公司所需的专业人才。他们学习速度更快，身体更健康，
因此更能经受住中国严苛的商业环境的考验。

在中国，996 政策已是老生常谈，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即员工需要从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九点，每周工作六天。 
这在科技创业公司尤甚。在这里，从商业角度来说，睡得
太久相当于死去。

对大数据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尽管对全球大数据价值的估计各不相同 — 一些研究认
为 2020 年大数据价值为 1380 亿美元，另一些则预测
到 2022 年将达到 2740 亿美元 — 但毫无疑问，这是
中国要抢占的又一个前沿领域。

无论是教育、交通、健康还是零售业，大数据被用于日
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据称中国拥有全球近 60%
的大数据专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大数据分析的中心”，为应对疫情带
来的经济影响，本地出口商正在利用这些数据来开拓中

然而有证据表明，年轻的科技人才十分排斥这种工作模
式，因此希望吸引高技能年轻人的公司正在摒弃旧的工作
模式。 一个典型例子是字节跳动，该公司推出了 “大小周”
政策，允许员工每周交替工作 6 天和 5 天。 

这种承诺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加班时间的做法只是中国更
灵活的工作文化的开始。其他举措包括 ：更多远程办公的
可能性，以及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如提供零食、下午茶
和健身等福利。 此外，希望吸引海外人才的科技公司在努
力营造更开放的企业文化，同时赞助更多行业活动以推广
企业品牌。

国市场。 结果，正如许多公司看到的那样，尽管专业人才
看起来很多，但仍然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

中国可能会通过教育和职业培训来弥补短缺，目前一些大
学开设了大数据课程，并有可能与领先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然而，由于目前的需求量巨大，而且必须即时满足，因此
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都将目光转向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海外
人才 ；对顶尖人才的争夺非常激烈。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big-data-market-worth-229-4-billion-by-2025--exclusive-report-by-marketsandmarkets-301022839.html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54266/global-big-data-market-forecast/#:~:text=The%20global%20big%20data%20and,analytics%20as%20a%20research%20method.
https://www.dsxhub.org/china-dominates-the-big-data-with-60-of-the-worlds-experts/
https://www.kornferry.com/insights/articles/long-work-hours-employee-engagement


    中国科技行业报告   |      5

如果您想更深入地讨论此报告，或者您想讨论您的求职
或招聘需求，请发邮件至：

在LinkedIn与我建立联系

在LinkedIn与我建立联系

Lulu.Guan@hays.cn 

Margaret.Liu@hays.cn

Lulu Guan,
部门经理
瀚纳仕上海

Margaret Liu,
高级顾问
瀚纳仕北京

对远程办公的看法有所转变

在中国，弹性办公的应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特别是在
疫情初期，远程办公受到了质疑。《2021 年瀚纳仕亚洲
薪资指南》显示，目前只有 34% 的公司提供这种选项，
远低于 57% 的亚洲平均水平。这证明远程办公在中国
仍然未被充分利用。部门经理担心员工会因为家庭事务
而分心，而员工则认为老板会干涉和不信任他们。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远程办公已成为科技行业的一
种常规现象，而员工在习惯了远程办公之后，也不愿意
失去这一特权。因此，一些公司现在将该福利作为留住
员工的一种方式，尤其是那些要么通勤时间过长，要么
家人在其他城市的员工。

为了留住高级专业人员，科技公司很可能会提供股票期
权和提高薪酬，以及更广泛的职责范围。此外，想要留
住中高层员工的企业越来越普遍地实施透明的职业发展
路径，显示出对人才发展和晋升的重视。

没错，未来一年的关键词是“缓慢转型”，但毋庸置疑，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数据安全地位的
提升，科技行业将很快踏上快车道。

想要在该行业有所作为的专业人士需要意识到，他们不
仅可以提高薪资，还可以在人才短缺的行业实现晋升。 
重要的是，他们要主动出击，通过自我学习不断提高，
并通过与行业内的公司和管理人员对话来跟上趋势。

毫无疑问，随着行业的持续发展，未来会一片光明。 
他们需要做的就是走出去寻找机会。

https://www.linkedin.com/in/lulu-guan-5379a982/
https://www.linkedin.com/in/margaret-l-25143775/
mailto:Lakshmi.Murlidharan@hays.com.sg 
https://www.hays.cn/en/salary-guide
https://www.hays.cn/en/salary-guide
https://global.chinadaily.com.cn/a/202010/29/WS5f9a1aa0a31024ad0ba81c9a.html
mailto:Margaret.Liu@hays.cn
mailto:Lulu.Guan@hays.cn


关于瀚纳仕

1,300+  
关于瀚纳仕

260+  
遍布全球的办公室

33  
个国家

53  
年的专业经验

瀚纳仕是全球领先的专业人才招聘公司，业务遍及全球33个国家。凭借我们在亚太地区六个市场的12个办事处，我们不断提升 
我们在亚洲的地位。我们的业务持续增长，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更多的公司实现他们的目标，支持更多的人才找到适合的工作，
从而改变他们的生活。

我们在亚洲的所有市场，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获得了世界领先的ISO 9001:2015认证。

我们庞大的求职者数据库使我们的顾问能够利用弹性搜索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搜索数以百万计的候选人，在最快的时间内找到最 
适合的人才。此外，我们还与领英（LinkedIn）合作，提供有关活跃求职者市场的实时数据、未来求职者的行为趋势分析， 
以及数百万潜在求职者的额外人才库。我们很自豪能成为LinkedIn上最受关注的招聘机构，并拥有400多万关注者。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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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
北京
T: +86 10 8648 7900
E: beijing@hays.cn

上海
T: +86 21 2322 9600
E: shanghai@hays.cn

苏州
T: +86 512 8780 7725
E: suzhou@hay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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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86 20 3811 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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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info@hays.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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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81 6 6457 7272
E: osaka@hays.co.jp

横滨
T: +81 45 326 3130
E: yokohama@hays.co.jp

马拉西亚
吉隆坡
T: +60 3 2786 8600
E: kualalumpur@hays.com.my

双威
T: +60 3 7611 8600
E: sunway@hays.com.my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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