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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作为第一生产要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在

全球范围内配置与流动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人才的国际流动，已

成为各国各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日益成为最为重要的

组成部分。

与此相伴而生的“绿卡”制度，也即我国所称的“外国人永久

居留证”，一直是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人才竞争，吸引

和留住高层次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于 2004 年开始实施《外

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标志着中国“绿卡”制度正

式实施。

中国“绿卡”政策实施近 12 年来，一方面随着十八大报告、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等将人才对外开

放列为重要内容，我国人才对外开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开放战略，对我国人才对外开

放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如何吸引更多国际人才为我所用，

正在对我国“绿卡”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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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卡”制度实施情况

根据 2004 年颁布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

规定，有四类人可以授予中国“绿卡”：

一、是在我国有关单位任职的外国籍高层次人才；二、是在中

国有较高数额直接投资的外国籍投资者；三、是对我国有重大突出

贡献或国家特别需要的人员；四、是夫妻团聚、未成年人投靠父母、

老年人投靠亲属等家庭团聚人员。

此后的 2012 年，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

等 25 个部委出台《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

规定持有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证（中国“绿卡”）的外籍人员，

除政治权利和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外，原则上

和中国公民享有相同权利，承担相同义务。

《办法》针对外籍人才来华工作普遍关注的就业、签证居留、

通关、投资、职称、子女教育、社保、住房公积金、购房、办理金

融业务、购物、旅行、驾照等方面问题，逐条规定可凭中国“绿卡”

享受相关国民待遇。

《办法》的出台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永久居留制度，起到了积极

作用，为我国积极应对国际人才竞争，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引进

机制，营造良好的外籍人才工作生活环境，提供了政策保障。

据报道，从 1985 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

理法》到 2004 年正式实施《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

这二十年间，中国共授予 3000 多名外国人在华定居的权利，获得

永久居留权的却只有 50 人。

自我国加入 WTO 后，永久居留权放宽门槛的进度才大幅加快。

随着《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的出台实施，我国首

次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实施永久居留证制度。统计数据显示，自实

行“绿卡”制度以来，截至 2011 年底，中国“绿卡”年均发放量

仅有 248 张，持有绿卡的外国人 475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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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才国际化引进现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人才对外开放越发

重视。习近平、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数次强调人才开放的重要性，

相关部门按照要求，抓紧制定出台相关吸引国际人才、促进人才流

动的政策措施，我国人才对外开放进入崭新阶段。

在来华留学教育方面，我国高度重视来华留学教育，来华留学

工作取得显著成绩。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来华留学人员

数量超过 30 万，2014 年达到 37.7 万，同比增长 5.9%，总体上数

量保持上升趋势。

从洲际分布来看，亚洲和欧洲是来华留学人员主要来源地。

2014 年，亚洲来华留学人员数达 22.5 万，占比为 60%；其次欧洲

为 6.7 万，占比为 18%；再次是非洲为 4.2 万，占比为 11%；美洲

和大洋洲分别为 3.6 万、0.6 万，占比分别为 9% 和 2%。

2014 年，排名前十的来华留学人员国家的总来华留学人员数

达 20.38 万人，占当年所有来华留学人员的比重为 52.5%。排名第

一的是韩国，超过 6 万人。

在输入移民方面，我国正逐步成为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随

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就业创业环境的逐步优化，来华发展

已成为国际移民潮的新趋势。据联合国估计，2013 年居住在中国

境内的外籍人士为 84.85 万人，近十年年均增长率为 3.9%。

英国汇丰集团 2014 年 10 月公布的《外派人员调查报告 2014》

显示，在“最吸引外籍人士居住的国家或地区”排名中，中国总体

排名位列第三，仅次于瑞士和新加坡。

在国际人才引进方面，截至 2013 年底，我国“千人计划”总

共实施十批次，入选“千人计划”者达 4183 人，比 2012 年增加

861 人。但“绿卡”发放情况总体严格，数量较少，其中只有 1306

人拿到“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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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对外开放存在的主要问题

其一，我国移民政策严格，不利于引进国际人才。

中国移民的“数量赤字”和“质量赤字”问题并存，“移民红

利”尚待时日。

在移民数量上，我国远不如发达国家。最新《世界移民报告》

显示，当前移民占发达国家总人口的比例大多超过 10%，如美国为

14.3%，加拿大为 20.7%，英国为 12.4%，德国为 11.9%，澳大利亚

为 27.7%，新加坡为 42.9%。但是，我国外籍人才的比例仍然较低，

2013 年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外籍人员共约 84.85 万人，占我国人口的

0.06%，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 10.8%，低于世界平均

水平 3.2%，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1.6% 和最不发达国家

的平均水平 1.2%。

在移民质量上，我国目前总体上处于优质移民输出阶段，“质

量逆差”问题较为突出。以我国向美国的移民为例，人才移民特征

显著，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人才输出国。2010 年，45.4% 的

25 岁以上在美华裔拥有学士学位，而美国本土人口这一比例仅有

28.5%。在美国整体外国出生的人口中，这一比例也仅为 27.1%；

26.1% 的华裔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而美国本土人口仅有 10.3%，

美国整体外国出生人口的这一比例为 11.1%。

其二，“绿卡”门槛太高，不利于引入和留住国际人才。

我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制度，被认为是最严格的“绿卡制

度”。有专家学者就指出，一方面中国的“绿卡”门槛太高，现行

政策不利于人才引进；另一方面申请的难符合条件，真正需要引进

的人不一定愿意来。

《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提出申请在中国永久

居留的外国人基本条件，包括投资、职务、纳税、重大贡献等，同

时其他条款还做了具体说明。“高门槛”导致我国通过“绿卡”制



中国“绿卡”制度改革路径 05

总第 245 期　2016.08中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

度吸引国际移民的数量较低。

据有关资料显示，2012 年共有 1202 名外国人拿到中国“绿卡”，

而同期全球拿到美国“绿卡”的人数有 103 万人，是中国的 832 倍。

另外，以美国为例，2011-2012 年，全球每年都会有 100 多万

人获得美国“绿卡”。其中，中国人是美国的第二大移民来源国。

2003-2012 年的十年里，共有 71.4 万名中国人获得了美国“绿卡”，

占到同期全球获得美国“绿卡”人数的约 7%。美国移民政策的初

衷之一就是吸引外国人才，大量移民的到来不仅带来的是人才，也

随之带来了惊人的财富。

对策建议

2014 年 5 月，习近平在外国专家座谈会上指出：“现在，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要实

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

不拘一格用好人才，在大力培养国内创新人才的同时，更加积极主

动地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热忱欢迎外国专家和优秀人

才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为此，我国需要多方面改进

国际人才引进战略和政策。

首先，顺应国家开放战略，全方面提升人的对外开放水平。

我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战略，不断满足人口开放的需求，促进

各领域各行业人口开放，完善人口开放环境、积极吸引一批国际高

端人才，切实提升我国人口开放水平，服务我国经济对外开放。

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人才支撑。建议按照

国家“一带一路”等重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广泛开展文化交流、

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

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扩大与沿线国家留

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



06 中国“绿卡”制度改革路径

总第 245 期　2016.08中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

其次，放宽“绿卡”申请条件，促进引智引资，早日实现移民

红利。

国际移民失衡、国际人才流动逆差等问题仍旧是我国人才对

外开放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何扭转现状，尽早享受“移民红利”

是我国目前移民面临的最大挑战。其中“绿卡”制约是一个重要

原因。

当前，发达国家普遍享有“移民红利”，对它们的经济贡献非

常突出。比如，20 世纪 90 年代，移民对新加坡 GDP 增长的贡献

率一度超过 40%。在美国，移民已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其获

得的创新专利量占据了总量的 1/3。移民创建了占总量 1/4 的高科

技公司。美国市值前 50 名的上市公司中，有近一半是移民创建或

共同创建的。在硅谷，36.4% 的人口出生于国外，1/3 的初创企业

是印度裔美国人创立。

当前，我国“绿卡”制度改革至少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放宽“绿卡”申请条件，除现有的条件外，可以考虑将科

研、业务、教育等更加灵活务实的申请条件囊括进来，放宽申请条

件，让更多的海外人才申请中国“绿卡”。

二是提高“绿卡”含金量。可以考虑在现有基础上，加强优惠

力度，增加新的优惠条款内容。加快探索技术移民，加强引进国外

智力。此外，有关部门要优化“绿卡”申请服务管理工作，为海外

人才提供便利。建议相关部门加快出台或修改完善有关政策，并及

早颁布实施，为吸引更多海外人才保驾护航。

（本文来源于《瞭望》2016 第 22 期国情国策）

汪云兴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共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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