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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東北保持了1億多常住
人口總量，其中遼寧、吉林總人
口還保持增長，黑龍江總人口略
有下降。常年為政府機構提供諮
詢服務的遼寧大學人口研究所副
研究員宋麗敏分析，東北的人口
問題需分開來看，遼寧由於產
業、政策等歷史原因，問題不同
於其他兩省，突出問題在於吸引
人才動能不足和人口老齡化嚴重
導致的人口結構不合理。

倡加強勞動力技能培訓
她坦言，目前遼寧的產業結構

調整遇到瓶頸，由此帶來的人口
結構不匹配問題開始顯現。一方
面，服務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
雖不斷增強，但產業佔比小，而
佔比較大的工業對GDP增長的拉
動效用卻遠低於全國水平。同
時，隨着近年工業自動化水平的
提高，工業對勞動力的「擠出效
應」增強，造成吸引高級人才的
傳統產業優勢不再，本應創造大
量就業機會的服務業卻暫未發展

起來的局面。
由於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政

策和生育政策執行得比較徹底，東
北特別是遼寧在獲得了較高城鎮化
率的同時，也面臨着老齡化社會加
劇的威脅。宋麗敏指出，遼寧目前
的老齡化率已超全國均線5個百分
點，達到20.59%。遼寧衛計委去年
底發佈的2015年人口狀況報告顯
示，目前，遼寧人口佔比最大的群
體為45歲—49歲、已過生育期的中
年人，「二孩」政策短期內不會使
老齡化問題有所改善，如何引導現
有及潛在勞動力人口回流成為最重
要議題。
宋麗敏建議，各地政府的人才

政策要兼顧就業引導機制。她在
一項對遼寧農村勞動力人口的調
研中發現，與長三角等發達地區
這一群體流向工業生產、技術類
工種等領域相比，遼寧農村人口
多數流向了餐飲、建築工地等服
務業的較低層次領域，她建議加
強對勞動力群體的技能培訓，以
穩固目前的勞動力人口。

老齡化嚴重
勞動力不足

■■漂泊在外的東北人雖懷揣漂泊在外的東北人雖懷揣
鄉愁但堅持追夢鄉愁但堅持追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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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正縱深發展，
國企佔比較高的遼寧特別是瀋陽，企業破產、職
工下崗大規模爆發。從1986年瀋陽市防爆器械
廠成為新中國第一家破產的國企開始，「東方魯
爾」鐵西區的工人們便最早嗅到了蕭條的氣息。
之後的十多年，東北迎來下崗潮。當時主持

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下崗職工再就業工程」的東
北大學教授李堅，向記者回顧了那時大批工人出
走南方的普遍心態——1998年之前很多人依戀
體制，不願離開，但有人已開始向東莞、深圳、
蘇州等經濟發達地區遷移。到新世紀初的改革高
潮期，多數人開始萌生自主就業、創業的想法，
直到2002年大規模下崗成定局，不少有一技之
長的工人特別是高級管理人才開始南下。

東北十年流失百萬人
李堅在當時的一份調研報告中披露，1998年
國企下崗職工為610萬人，1999年為650萬人，
當年失業與下崗人員合計超1,000萬人。「在遼
寧，至少有上百萬下崗工人，而這還僅僅是登記

在冊的國企人員，大小集體
等下崗職工更沒法計算了，
保守估計至少上十萬的技術
工人流向南方。」在如此龐
大的下崗人群中，包含了需
要多年培養、難能遞補的技
工群體。
國家發改委曾表示，基於

第五、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
結果，「東北十年流失百萬
人口」。李堅認為，這反映
了東北人口在2000年之後的
流失狀態，「只是結果在這
幾年呈現出來了，而且政策
上已開始有所傾斜，或許可以認為人口流失的拐
點正在來臨。」
兼任中國社會保障學會理事和遼寧省人口學

會常務理事的李堅，長期關注勞工問題。他認
為，東北地區的外來人口比例遠低於南方各地，
而外來人口比例與經濟活躍度呈正相關。他建

議，管理部門首先要推行「勞工友好型」的人口
政策，應低門檻引入、加強社會化服務與職業保
護，「當下對外來勞動力的競爭已經到來，東北
千萬不要再等到渴到不行才覺醒。動輒成十上百
萬的勞動力人口湧入是能夠自己創造飯碗的，我
們在產業政策之外，還應有所作為。」

東北人口外流，
如今已引起國家到
地方的高度重視。
遼寧省長陳求發過
去一年中先後五次
召開人才教育與培
訓相關會議，調研
高等、職業教育現
狀，如此規格近三十年未見，可
見政策之亟需、情況之急迫。當
各級政府密集調整產業、人才等
相關政策時，一則「瀋陽最嚴網
約車控令公佈」的消息引來輿論
關注，其中透視出的政策悖論值
得深思。
去年11月初，堪稱嚴甚北上廣

深的「瀋陽網約車細則」宣佈對
外徵求意見，但不少人卻從這份
姍姍來遲的文件中解讀出不同的
聲音——這一被認為是吸納勞動
力的新興行業卻在瀋陽產生了政
策「擠出效應」，與北上廣深以
戶籍限制外來人口的嚴格相比，
瀋陽的細則在此基礎上增加了更
為繁瑣的審批程序。

一邊在加大力度吸引人口回
流，同時政府也在大幅減少審批
流程、優化營商環境，而另一邊
卻自壘城牆，形成與地方情況極
不相符的政策約束。一位80後網
約車司機向筆者吐露心聲，雖然
他的條件符合新政要求，但也決
定年後就和圈子裡的十多位朋友
一起到北京遠郊租房謀生了。同
樣是「開車掙錢」，他認為一個
寬鬆的環境更能帶來奮鬥的希
望。
我們不禁要問，當越來越多青

年人誓要逃離大城市、回鄉創業
時，東北是否有足夠的自信去迎
接他們？是否有足夠寬鬆的政策
去迎接再一次的「闖關東」？

■東北人口外流的結果開始顯現。圖為長春舉辦
的人才招聘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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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去年主要經濟指標一覽
省 份 經濟 GDP GDP GDP 城鎮人均 人均可支配 城鎮登記

總量 總量 增速 增速 可支配收入 收入增速 失業率
(億元/人民幣) 全國排名 (%) 全國排名 增速(%) 全國排名 (%)

遼 寧 22,037.88 14 -2.5 31 4 31 3.78

吉 林 14,886.23 22 6.9 25 6.5 26 3.5

黑龍江 15,386.09 21 6.1 29 6.3 28 4.5

東北人口困局成因
■人口老齡化嚴重

■ 上世紀下崗潮導致大量技
工流失

■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內地
包尾

■ 稅負重、政策不穩定導致
營商環境不佳

■資源枯竭型城市比重高

近20年來，東北人帶着異鄉人的標籤南下，足跡

遍佈北京及東南沿海城市，越來越多人感歎身邊的東

北人變多了，這也形成了與上世紀上百萬人「闖關

東」相逆向的人口外流現象。根據2000年—2010年

的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測算，有超百萬的東北人在這十

年中流向北京、長三角和珠三角等發達地區和城市。

同時，隨着東北振興國家戰略的推進，對高素質勞動

力特別是科技型人才的需求凸顯，人口外流的結果開

始顯現，導致戰略的實施遭遇困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機會少收入低 產業轉型迫眉睫

東北人才東南飛
振興戰略遇困局

■■黑龍江居民走過冰凍的江面黑龍江居民走過冰凍的江面，，背後背後
是正排放廢氣的煙囪是正排放廢氣的煙囪。。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隨着工業自動化水平的提高隨着工業自動化水平的提高，，工業對勞工業對勞
動力的動力的「「擠出效應擠出效應」」增強增強。。 本報遼寧傳真本報遼寧傳真

■■丁營選擇留在北京丁營選擇留在北京
創業創業。。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目前，需要面對的一個事實是，振興東北需要
的勞動力和專業人才正面臨巨大缺口，特別

是遼寧已成為目前全國第一個人口負增長的省
份，且人口老齡化率已超全國均線，經濟與人口
問題相互作用，令不少漂泊在外的東北人懷揣鄉
愁和情懷，面對回流的選擇卻踟躕未決。

哪裡機會多 人才流哪裡
5年前，從英國留學歸來的遼寧人高嘉蔓，放

棄了父母在老家安排好的一份安穩工作，孑然一
身去到千里之外的上海打拚。如今，29歲的她
在上海從事教師工作，但每天光上下班就要花費
2個多小時，如果是在老家上下班，只需要20分
鐘。儘管如此，高嘉蔓還是喜歡上海色彩斑斕的
生活、富有挑戰性的工作以及海派文化，並不願
意回東北老家。
在東北，像高嘉蔓這樣選擇離開家鄉外出打
拚的人並不在少數。特別近幾年，隨着東北經濟
的整體下滑，越來越多的人出走他鄉，追求更好
的發展前景。最近，東北大學和大連理工大學發
佈了2016年畢業生就業情況，報告顯示，兩所
大學的本科畢業生選擇留在遼寧就業的分別只有
27.6%和25.55%。
哪裡經濟強、機會多、前景好，人才就會向

哪裡集聚。「孔雀東南飛」現象近年來在東北再
次凸顯。更值得關注的是東北地區人才的結構問
題，特別是高校畢業生和中高端技術、管理人才
的流失現象。
25歲的戴寧是遼寧人，即將從東北一所名牌
大學的經濟學研究生院畢業。他選擇了去北京一
家央企就業。「其實我不想走，但想留留不下

啊！」戴寧說，「現在東北沒有給我這個專業提
供合適的就業崗位，我只能走。」

生活壓力大 未考慮回家
「85後」的大連人丁營在北京打拚了8年，如今

他已開起了自己的機票代理門店。丁營曾先後在大
連、瀋陽、北京三地做生意，最後選擇留在北京創
業。他說，一個很深的體會是，如他一樣的年輕人
在東北的二三線城市餬口容易，但市場環境欠缺、
機會有限，對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來說遠不能滿
足職業成長的需要，更不是長久之計。
「來了北京，你會感覺是逼着人去想辦法留下來，

有挑戰也有吸引力，最大的吸引力還是高收入和開
放的環境。我身邊哪裡的人都有，在北京奮鬥幾年，
如果有機會無論就業還是創業，都會選擇留下繼續
發展。」丁營堅信，無論多麼有利的政策傾斜，終
究要回歸到個人努力和市場環境的公平與包容上，
北京給了他需要的外部環境。

對於像丁營一樣漂泊在外的年輕人，對於家
鄉的情感很複雜，一方面家是逢年過節的思念所
在；另一方面，逃離北上廣還是逃離家鄉，是一
道難以回答的選擇題。「現在還沒考慮回去。」
丁營篤定地說，儘管存在很大的生活壓力，但對
他而言，留在北京意味着「更多的職業選擇和無
限量的未來」。
年輕人逃離東北，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東北

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近年來，東北不少曾經依靠
重工業、資源開發繁榮起來的城市正逐步萎縮，
資源枯竭型城市頻現，經濟轉型迫在眉睫；在經
濟數據上，亦出現了城鎮失業率高於全國均線、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徘徊在全國榜尾、經濟活躍
度差的情況；此外，稅負高、政策不穩定導致的
營商環境不佳，令民間「投資不過山海關」的詬
病始終不斷；加之新老產業接續、新市場環境成
熟度不夠，年輕人留不下甚至「聞風」出走的現
象自然不可避免。

記者 于珈琳 整理

困東北人口東北人口 局局

下崗潮技工走 人口政策待變

■■遼寧一煤礦工人仍在維持老舊遼寧一煤礦工人仍在維持老舊
的蒸汽機的運轉的蒸汽機的運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