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章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导论

只有那些可以帮助组织达到目标的人力资源行动，才对组织有价值。

——菲尔普斯

  学习要点  

 ■ 人力资源的含义

 ■ 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 人力资源管理的含义

 ■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含义

 ■ 人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与战略人力资

源管理的关系

 ■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含义

 ■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特征与发展

 ■ 直线经理与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关系

 ■ 直线经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

  前沿探讨  

在电子时代生存的三大法宝：决心、能力和速度

成功的组织转型需要有一个引人注目

的愿景，即人们都相信的和愿意投入的关

于未来世界的观点。在未来的世界里，成

功是什么？我们将如何实现？努力从改变

愿景开始。但是仅仅改变愿景是不够的，

因为人才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无论你的

战略或计划多么完美，只有人参与才能带

来实实在在的改变。考虑到这个世界是变

幻莫测的，我们去拥抱未知，做出改变的

能力，才是我们和组织生存的关键。

那怎么做才能跟上如今的大环境，掌

握和寻找全新工作方式的关键呢？挑战无

非来自三个维度，转换在个人特征上那就

是：决心、能力和速度。能力在变化的世

界里，已不再仅仅是你在当前需要的能力

（假设你已经拥有了这种能力），更重要的是

包含能让你在未来角色里同样出彩的能力。

你是否准备好增强你的能力？决心是指希

望和韧劲，你是否乐意尝试新的事物？你

有兴趣参与组织美好未来的勾勒吗？速度

是指做出改变的速度，它需要快，而且这

种状况会持续：电子化生活发展的速度更

快。有些人认为，聚焦于速度是反生产的，

会陷入电子混乱中，主张应该比以往更加

多关注决策。决心、能力和速度不是绝对

清晰的界定，但是分开考虑它们的维度更

有利于使变化带来的挑战具体化。

当我们考虑行业、组织甚至我们在这

个电子时代的位置时，我们应经常问自己

一些尖锐的问题：我准备好了吗？我能不

能、想不想在这个进击中获得成功？我应

该如何做才能获得成功？如今在商业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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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经历的转变，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是

那么容易。去年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合今

年的，明年也是如此。但是一旦你接受了

必须做出改变、改变时时都在发生这样的

事实，改变对你来说将不再是挑战，反而

是一种机会。如果你具有决心、能力和速

度，改变将变成一种激励：我准备好并且

有能力为组织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相

反，如果你不具备这些条件或者你觉得改

变带给你的只有恐惧和疲倦，那你就得重

新审视你是否入对了行或者目前你在行业

中的角色是否适合你。
资料来源：Will, Skill and Velocity: Survival Skills 

for a Digital World.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017.

基于战略观点的人力资源管理设计（strategy-based HRM design）

随着战略管理的发展，人力资源管理

也上升到了战略的层次。现代人力资源管

理已逐步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一部分，这

就要求企业围绕战略目标，系统地看待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以指导整个人力资源管

理工作。高层决策者在制定战略时，应同

步思考未来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配置。

因此，了解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及其

相关理论知识是现代企业实现人力资源管

理有效性的关键。

引 例

万科：人力资源与战略匹配

在万科工作的 17 年里，万科人力资源

执行总裁解冻不可避免地会被问到，人力资

源管理在支持和推动企业战略方面，真的能

起到很大的作用吗？在万科 17 年的人力资

源管理工作经验告诉他，在一个卓越的企业

里，人力资源管理完全可以胜任企业的战略

合作伙伴的角色，尽管真正实现这一点并

不容易，因为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企业的最高管理者非常重视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这是基础。在万科，正

是万科的高管——王石、郁亮的关注，才奠定

了人力资源部在万科的战略合作伙伴地位。比

如，万科集团的人力资源部拥有一票否决制的

特殊权力，假如新项目的开设缺乏对应匹配的

人力资源，人力资源部则有权一票否决新项

目。对人力资源的高度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激发

了万科人力资源团队不断地自我完善，保证人

力资源对万科总体战略要求的满足。

第二个条件是定位——一个对自己的清

晰、前瞻的认识。2000 年前后，为了实现

万科区域的高速扩张与发展的目标，万科人

力资源部分析了万科的战略发展需求，重新

认识了人力资源管理，进而提出了三个新定

位，继而实现了长期发展（见图 1-1）。

图　1-1

三个定位是相辅相成的，恰恰是因为认

同这三个定位，万科才赋予了人力资源部特

殊的使命和相应的职权。

第三个条件是人力资源专员需要持续提高

自身的战略视野与专业能力。其一，人力资源

专员的战略把握能力要提高，不断思考公司战

略方向，从而将个人业务与公司未来战略相匹

配。其二，人力资源专员也应该不断吸纳新方

法进而提高专业功底，这样才能给集团提供更

好的战略支持。这就需要人力资源专员不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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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计划、实践。如为了实现国际化战略，人

力资源部是否具备吸纳国际人才的意识？是否

具有识别国际人才的眼光？是否具有合适的本

土文化融合国际人才？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企业

战略的实施效果（见图 1-2）。

“雇员可能是我们最大的负债，但人才

却是我们最大的机遇。”彼得·德鲁克曾告

诫我们。大量中国企业对人力资源高度重

视，如企业高薪聘请顶尖人才的新闻多得

数不胜数。就这些企业而言，第一个条件

是具备的，然而要满足后两个条件则依赖

于人力资源专员对自己的完善与思考。在

一定程度上，战略合作伙伴是企业赋予人

力资源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该角色需要

靠人力资源专员的不断努力去实现对企业

在战略高度上的支持。
资料来源：神州英才管理咨询自媒体平台。

图 1-2　HR1.0 到 HR2.0 的升级

1.1　人力资源及相关概念

1.1.1　人力资源的概念

“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这一概念最早在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1919 年

和 1921 年的著作《产业信誉》与《产业政府》中提出（张红琴，2011）。现代意义上的“人

力资源”的概念是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于 1954 年在他的《管理的实践》一 （彼得·德鲁

克，2011）一书中正式提出并加以明确界定的。他认为，与其他资源相比，人力资源是一

种特殊的资源，必须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加以开发利用，并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价

值。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西奥多·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源的概念更加

深入人心，对人力资源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虽然关于人力资源的定义有很多种，但总体上，

学者把人力资源定义为存在于人体的智力资源，是指人类进行生产或提供服务，推动整个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劳动者的各种能力的总称。企业人力资源是指人口资源中能够推动整个

企业发展的劳动者的能力的总称，它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而人才资源则指人力资源

中具有创造力的资源（Van Den Brink，Fruytier & Thunnissen，2013）。

1.1.2　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区别

“资本”一词在语义上有三种解释：一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用来雇用工人

的货币；二是经营工商业的本钱；三是谋取利益的凭借（萧鸣政，2005，P8）。马克思认为，

资本是指那些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对于“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含义，被誉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西奥多·舒尔

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劳动者身上所具备的两种能力：一种能力是通过先天遗传获得的，是

由个人与生俱来的基因所决定的；另一种能力是后天习得的，是由个人经过努力学习而形

成的（Lepak & Snell，1999）。一般而言，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

它以劳动者的质量，即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状况等来表示，

　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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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方面价值的总和。它是通过投资形成的，像土地、资金等实体性要素一样，在社会

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人力资本的投资主要有三种形式：教育和培训、劳动力迁移以及医

疗保健。与其他类型的投资一样，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存在这样一种含义：在当前时期付出

一定的成本并希望在将来能够获得收益。因此，人们在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决策时主要考

虑收益和成本两个因素，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或者至少等于成本时，人们才愿意进行人力

资本的投资，否则，人们将不会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

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以人为研究对

象，都是与人有关的概念。人力资源是资本性资源，是人力投资的结果，现代人力资源理论

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基础，两者都是在研究人力

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时产生的。除此之外，两者也有一定的区别。

第一，关注重点不同。人力资源是将人力作为财富的来源看待，从人的潜能与财富之

间的关系角度来研究人力问题，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人力资源问题进行研究。人力资本

则是通过投资形成的存在于人本身的资本，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来研究人力在效益和经济

增长中的作用，关注的重点是收益问题，即投资能否带来收益以及带来多少收益。

第二，计量形式不同。资源是存量的概念，资本则兼有存量和流量的概念，人力资源

是指一定时期内组织中的人所拥有的，能够支持组织目标实现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其存

量表现为质和量两个因素的乘积。而人力资本，从生产活动的角度看，往往是与流量核算

相联系的，表现为经验的不断积累、技能的不断增进、产出量的不断变化和体能的不断消

耗；从投资活动结果的角度看，它又与存量核算相关联，表现为投入教育和培训、迁移和

医疗保健等方面的资本在人身上的凝结。

第三，研究内容不同。如前所述，人力资源概念的外延比人力资本要宽。人力资源既

包括未经开发的自然人力资源，又包括开发后的人力资源，是一个概括性的范畴。人力资

本则是一个反映价值量的概念，是指能够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并带来新价值的资本。人力资

源问题的研究可以从开发、配置、管理和收益等方面进行，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则可以从

投资和收益等方面进行。

1.2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及发展

1.2.1　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

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HRM）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基本动力。要想获得人才并留住人才，必须有好的

人力资源管理。不同学者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定义各不相同，下面列举几种定义。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是指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对与一定物力相结合的人力进行合

理的培训、组织与调配，使人力、物力经常保持最佳比例，同时对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

进行恰当的诱导、控制和协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尽其才、事得其人、人事

相宜，以实现组织目标（张德和潘文君，2004）。

人力资源管理是对人力资源的获取、开发、保持和利用等方面所进行的计划、组织、

指挥和控制的活动，是通过协调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人与事的关系和共事人的关系，以充分

开发人力资源，挖掘人的潜力，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实现组织目标的理论、

方法、工具与技术（韩淑娟和赵风敏，2000，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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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是指组织为了获取、开发、保持和有效利用在生产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

人力资源，通过运用科学、系统的技术和方法所进行的各种相关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

制的活动，以实现组织既定目标的管理过程（董克用，2003，P42）。

人力资源管理是指形成雇佣关系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决策，其质量直接关系到企业和

员工实现其目标的能力。概括来说，人力资源管理是指运用科学方法，协调人与事的关系，

处理人与人的矛盾，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使人尽其才，事得其人，人事相宜，以实现组织

目标的过程。简而言之，是指人力资源的获取、整合、激励及控制调整的过程，包括人力

资源规划、人员招聘、绩效考核、员工培训、工资福利政策等。

1.2.2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定义及基本特征

1.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定义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SHRM）把人力资源管理视

为一项战略职能，以“整合”与“适应”为特征，探索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

关系。目前，对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定义，国内外存在不同的看法。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赵曙明等人（2008）认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有助于根据组

织战略确定一个组织的变革方向、速度和重点。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包括组织设计、确

定人员配置需求、进行能力开发、提高工作绩效等，它们应该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并与组织

战略保持一致。陈维政等人（2013）认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在于人力资源是企业持

久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人力资源战略必须与企业战略整合。杨清等人（2003）认为战

略人力资源管理就是人力资源实践活动与业务战略联系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识别

业务战略所需具备的人力资源能力和保障这些能力而专门设计的政策和实践做法。安鸿章

（1999）认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有两个特点：一是将人视作组织中最重要的资源，二是对人

力资源战略进行系统化的管理过程。

在国外，按照 Wright 和 McMahan（1992）的定义，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指的是为实现

组织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有计划的人力资源安排和活动，而 Schuler 和 Walker（1990）认

为它是人力资源管理者与直线管理者在解决与人相关的组织经营问题时共同制定的一系列

过程和行动。Tyson（1997）认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通过把各项职能活动（如招募与甄选、

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等）与战略管理过程紧密联系起来，促使人力资源管理

活动不仅与组织战略保持动态协同，而且为组织战略的实施创造适宜的环境，发挥战略伙

伴的作用，最终实现组织目标。Miller（1987）认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中所有与人

力资源有关的决策，这些决策主要是为了协助组织实施战略以获得竞争优势。

总的来说，管理学者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上逐渐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战略人

力资源管理强调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内容要与组织战略相匹配。实施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

企业更加具备充分利用组织人力资本的能力，更加致力于发展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在支持乃

至制定企业战略方面的作用，以期提升组织的竞争力。

2.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特征

C. A. Lengnick-Hall 和 M. L. Lengnick-Hall（1988）归纳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四

大特征：第一，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更加强调战略的实施，而非战略的制定；第二，与

传统的模式相比，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更加注重将战略与人进行协调；第三，战略人力资源

管理更加强调组织对于发展和变革的能动性；第四，大多数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强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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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战略之间的一致性，或称契合。总的来说，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特

征可以提炼并总结如下：

（1）战略性。战略性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本质特征，强调人力资源管理所有活动的

开始皆“聚焦”于实现组织战略目标。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不再局限于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本

身，而是自觉地与组织的战略结合起来；不是仅仅满足组织短期的发展需要，而是着眼于

未来，更加关注影响组织长期发展的战略性因素，注重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构建组织的核心

竞争力，确保组织持续、稳健地发展。在这种理念下，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在组织中的地位

发生了转变，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

改变。传统人力资源管理中大量具体、琐碎的日常事务被外包或以计算机代替，人力资源

管理的重心向战略性工作转移。

 SHRM 聚焦  　　  迪士尼为什么花了很大力气来挑选和培训清洁工

迪士尼主题公园的价值主张是“地球上

最快乐的地方”，因此为游客创造独一无二的

快乐体验，是迪士尼最重要的战略能力。

在公园内，与游客接触最多的就是清洁

工，包括问路、咨询、寻求其他帮助等。清

洁工的表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

游客的体验。因此，在清洁工的挑选和培训

等方面的投入，能够带来战略性绩效。

迪士尼的实践极力倡导人才战略观，就

是从业务战略出发，明确支撑战略的核心能

力，进而找到核心能力的支点——关键岗位，

把 A 类人才配置到这些 A 类职位上，通过大

幅倾斜的资源投入，更有力地驱动战略目标

的达成。

资料来源：布莱恩·贝克尔，等 . 重新定义人才

［M］ . 曾佳，康至军，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2）匹配性。匹配性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要求，包括外部匹配和内部匹配。外

部匹配是指人力资源战略与企业战略协调一致，与企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内部匹配是指

发展和强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各种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也就是整合人力资源管理

的各项活动，使它们保持内部一致性，从而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进一步讲，战略人力资

源管理关注人力资源战略与组织战略的契合性，重视员工目标与组织目标的一致性，强调

人力资源管理各项实践活动之间的协作性，通过战略整合来实现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组织

战略的动态匹配以及各项人力资源政策、职能活动之间的动态匹配，从而发挥组织的协同

效应和促进战略目标的达成。

（3）系统性。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性主要体现为以系统论的观点看待人力资源管理。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是组织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包含着若干子系统的大系

统。系统性意味着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协调与配合，以追求系统整体功能的最优，

同时，人力资源管理的业务边界逐渐淡化，不再只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职责，非人力资

源部门管理者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责日益突出。

（4）动态性。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性基于这样的基本假设：组织的内外部环境

是不断变化的。组织在进行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时，需要考虑到它对组织内外部环境的适

应性和灵活性。动态性对组织和管理者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组织追求的不再是“最佳

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而是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组织的内外部环境之间持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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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的适应。为此，管理者需要不断地增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弹性，以提高组织

的学习创新能力（Tang，Chen & Jin，2015）。一方面，面对外部环境的改变时，能够积

极地调整人力资源战略；另一方面，在组织内部进行战略匹配时，能够保持灵活的动态

互动过程，从而确保组织能够有效应对各种不同的发展需求和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

1.3　有关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几个重要理论基础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发展，吸收了来自各个领域的一些重要观点，包括经济学、政

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个学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建立在以上各个领域的重要思

想之上，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资源学派的观点（包括资源基础论和以能力为基础的观点）、

人力资本理论、代理理论 / 交易成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行为学派的观点、控制 / 系统

论、制度理论等。以下就各学派主要观点进行介绍，以概括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发展 
历程。

1.3.1　资源学派的观点

由组织经济学和战略管理观点衍生而来的资源基础论（resource-based view，RBV）主

要是弥补了产业组织经济学的静态和均衡观点所带来的不足，同时也不同于传统的战略理

论（传统的战略理论更加侧重于组织所在的产业和环境的分析），它将企业战略与组织内部

的资源连接起来，从组织拥有的资源角度确立其可能在竞争中的地位（Wernerfelt，1984）。

正如学派主要倡导者 Barney（1991）所强调的，组织的资源可以成为其竞争优势的来源。

虽然传统的战略理论认为，同一产业中的组织所拥有的资源是同质的（homogeneous），资

源学派的观点却恰恰相反，认为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以及组织资

本）是不同的，即异质的（heterogeneous）。另外，由于相互竞争的企业之间很难进行资源

转移，即不同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具有不可移动性（immobility）二 ，企业可能实行一种不同于

其他组织的、利用特有资源进行价值创造的战略，构造自己的竞争优势。

为了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企业拥有的资源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即资源必须是对

企业有正向价值的，对于当前的竞争对手来讲是独特的或者是稀缺的，不易模仿的和不可

替代的（Barney，1991）。如果企业拥有的资源满足以上条件，这种资源就可以作为构造组

织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而这是不具备满足以上条件的组织资源的企业所不可能购买或者

自行创造的。关于企业的人力资源是不是这样一种资源，是否能够成为组织获取持续竞争

优势的源泉，许多学者（如 Barney & Wright，1998 ；Schuler & MacMillan，1984，Ulrich，
1991 ；Wright & McMahan，1992 等）进行了相关探讨，其中尤以 Wright 和 McMahan（1992）
的论证最为深入。作者将企业人力资源与以上四个特征相对应，首先，如果人力资源可以成

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它必须为企业提供正向价值。事实上，企业对于劳动力需求

的异质性和劳动力实际拥有技能的异质性相对应，为这一假设提供了解释。其次，关于人

力资源的稀缺性。基于人力资源能力的正态分布假设，企业所希望雇用到的那些高素质员

工总是属于少数，因此，企业利用员工遴选体系吸引与筛选优秀员工就显得尤为重要。再

次，因为企业历史发展条件的独特性、形成特定企业竞争优势之因果关系的模糊性以及不

同情形下促成竞争优势之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所以企业人力资源具有很高的不可模仿性。

　这一点不同于传统的战略观点，即资源是可移动的，企业可以购买或自行创造竞争对手所拥有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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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企业人力资源的不可替代性。由于优秀素质员工数量上的有限性，由企业高素

质员工构筑的企业竞争优势较难获得。因此，他们在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方面都是不可 
替代的。

对组织内部资源的关注使得资源基础论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这

些研究包括关于人力资源成为组织竞争优势的条件的探讨、人力资源与战略的配合以及

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等。例如，Schuler 和 MacMillan（1984）通过一些典型企业的实例分

析得出结论，认为组织可以通过利用人力资源具体措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而 Wright 
等（1992）在探讨组织人力资源成为竞争优势来源的条件时认为，组织持续竞争优势的源

泉在于人力资源本身，而不是所采用的人力资源措施，如吸引、选拔和保留等。另外，关

于组织人力资源与战略的配合及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学者发现，不存在所谓“最佳的战

略”，只要采用与组织资源相匹配的战略，就会引致组织成功（Wright，Smart & McMahan，
1995），而从长期来讲，引致组织成功的各种企业资源中，只有人力资源的影响效果最为显

著（Welbourne & Wright，1997）。三

与资源学派相关的另一个观点是以能力为基础的观点（competency-based perspective）。

它将可能创造组织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和能力扩大至包括组织文化、组织信誉与形象、组

织程序、特定的资产、知识与技能、学习能力等方面（Barney，1986 ；Nelson & Winter，
1982），只要它们对某个组织来讲是独特的，不易在不同组织之间进行转移（由于植根于特

定的组织结构、过程以及人际关系氛围）或者被取代，就可以成为组织持续竞争优势的源

泉。由于企业人力资源体系的设计直接影响到组织能力的作用发挥，采用那些提高组织能

力的人力资源措施（competency-enhancing HR system），就可以促进组织持续竞争优势的形

成（Lado & Wilson，1994；Huselid，1997）。

1.3.2　人力资本理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是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贝克尔对人力资源理论

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人力资源的微观分析上，而对人力资源要素作用进行计量分析则首

推丹尼森。由于舒尔茨的重大贡献，他被公认为“人力资本理论之父”，并于 1979 年获诺

贝尔经济学奖。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西奥多·舒尔茨完整地提出

并论证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日益成为企业管理关注的焦点。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

身上的、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收入的一种资本，包括符合组织战略目标的知识和技能等。

Youndt 等人（1996）认为，组织成员所具有的知识与技能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并且人力资

源管理活动与人力资本的提升具有正相关关系。而且，人力资本具备不同于物质资本或其

他非人力资本的显著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人力资源可以通过获取人力资本优势成为组织

的战略资产：第一，由于人力资本在时间、健康和寿命等方面的局限性，并且依附于人的

知识、技能、才干和资历具有不可完全让渡性，因此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资源具有稀缺性。

第二，人力资本的价值性，一方面是指人力资本的递增性，即人力资本在使用中因人的不

断学习而使其存量增加；另一方面是指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多重性，即人力资本的投资收

　Welbourne 和 Wright（1997）的纵向研究中比较了五种组织资源，即管理、技术、人员、产品以及奖励

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力资源对组织的短期效益影响并不显著甚至是负向的，但对组织绩效

的长期影响是唯一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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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不仅是货币收益，还包括心理收益和社会收益等。第三，人力资本具有可变性、层次性、

投资不可逆性和难以测度性，这些特征是人力资本在长时间的投资和不断使用中逐渐积累

形成的，决定了人力资本的复杂性，即增加了人力资本模仿和替代的难度。第四，人力资

本的依附性体现在其对员工个体及所处环境的依赖。因此，组织应该将人看作资本，如同

投资于机器设备一样投资于人，并通过对员工的培训、保留、激励等方式使组织的人力资

本优势最大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已超越了物质资本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

理论是人力资源理论的重点内容和基础部分。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赖以获得劳动报酬的

专业知识与技能，它是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性投资所形成的、可以带来财务增值的资本 
形式。

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是把人当成一种活的资源来加以开发与利用。因此，组织的成功

越来越取决于该组织管理人力资本的能力。人力资本，对一个组织来说是具有经济价值的

个人的知识、技巧和能力的总和。尽管并没有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反映出来，但对一个

组织的绩效而言，却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公司的人力资本可以定义为员工、承包商、供应

商以及其他与公司有关系的人解决客户问题的各种能力。公司范围里的人力资本资源是关

于对公司重要的事务的技术诀窍和体制化的记忆。人力资本包括共同的经验、技巧以及公

司所有人的总的技术诀窍。它之所以是一种资源是因为它可以为公司带来价值，但是公司

如果没有员工本身的参与，就很难产生价值。

1.3.3　代理理论 / 交易成本理论

组织经济学的两个重要理论，即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和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也被用来解决战略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问题。以经济学为基础的这两个理论

是以契约（contract）为核心，主要探讨在企业内部或外部市场进行交易的成本比较，以

及契约双方合同的效率问题。基于人性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

（opportunism）两个假设，在一定的外部环境条件下（环境不确定以及少数交易关系），就会

发生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的问题。随着外部交易成本的提高，将交易进行企业内部化就会

成为一种倾向，而代理成本主要是围绕着契约双方委托 - 代理合同的效率而来的（Jensen & 
Meckling，1976）。由此，控制成为两个理论共同的核心问题。

与交易成本直接相关的人力资源问题是对组织绩效不利的员工偷懒行为和“搭便车”

行为（Jones，1984）。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设计，如评估员工的实际贡献以及将其与奖

励挂钩等措施就是帮助组织将员工行为与组织目标的实现更好地协调起来（Jones，Neiman 
& Hillbom，1988），而正是交易成本理论在员工激励方面的贡献促进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理论在个体、群体以及组织层面上的融合与发展。与代理成本更加直接相关的人力资源问

题（如企业薪酬体系）的制定，主要反映在由工作本身的性质和企业信息系统所决定的员

工业绩的可度量程度上，体现了风险 - 奖励（risk-reward）之间平衡的观点（Eisenhardt，
1988 ；Nelson & Winter，1982 ；Carter & Welbourne，1997）。随着组织战略的改变，工作

的性质随之发生变化（主要是不确定性和可观察程度两个方面），由此需要进行相应的人力

资源措施的变化，以便对员工工作投入、工作行为和结果实施有效的监控，即组织的战略

人力资源管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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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资源依赖理论

不同于战略管理中的资源学派观点，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主

要关注的是企业内部或企业间的权利关系（Pfeffer & Salancik，2003）。它也假设企业经营

依赖的是一系列有价值的资源，如资金、技术和技能等，但是由于获取这些资源的能力不

同，这种能力本身就成为个人或群体权利的一种重要来源（Pfeffer，1981）。随着宝贵资

源价值稀缺性的增加，控制这种资源相应的权利需求越大。企业内部各项职能政策的制定

最终取决于各种相关利益的权利关系。例如，这种权利关系影响着企业的薪酬决策，反映

为对稀缺资源控制者的报酬水平的考虑或者是以对稀缺资源的控制程度而不是实际工作业

绩而进行的绩效评估。同样，由于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总是依赖或受制于掌握关键资源的其

他组织，尽量减少由这种依赖产生的确定性、增强组织的自主性就成了组织管理过程的重

要考虑。

与战略管理机械的理性分析四 不同，资源依赖理论强调企业环境中的政治因素，认为

它是企业决策中不可克服的一种现实存在，因此，战略人力资源管理除了要考虑与组织

战略性配合的理性方面之外，还要考虑组织战略内容之外的相关政治因素可能引发的变

数。例如，Cook 和 Ferris（1986）通过对三个不景气产业中高绩效和低绩效企业的对比

及综合性实证研究发现，虽然通常认为选拔和培训对确保组织战略实现所必需的人力资

源是同等重要的，当组织经营出现滑坡考虑削减职能预算时，管理者往往首先削减培训的

费用而不是人员选拔方面的支出。对于企业来讲，如果不是选拔与培训存在着效果方面的

实质性差异，那么管理者所感觉的吸引与发展员工的效能之间的不同就是一个极为可能的 
解释。

无论如何，企业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是通过企业拥有的人力资源提高竞争优

势，而当企业意识到真正优秀的人力资源是十分重要的和稀缺的，以及提高人力资源

职能的权利基础的重要性，五 才可能真正实现人力资源与战略的配合，并以此提升企业 
竞争力。

1.3.5　行为学派的观点

作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应用最早和使用最多的理论，行为学派（behavioral perspective）
的观点主要涉及员工的行为，并将员工行为作为由企业战略到组织绩效过程的中间变量，

即由组织战略特征来确定理想的员工行为，然后制定出相应的人力资源措施，以保证员工

实际行为符合需要，从而引致组织高效（Wright & McMahan，1992 ；Hendry & Pettigrew，

1986）。行为学派观点的基本假设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可以控制和诱使理想的员工行

为，帮助企业战略的实现（Kamoche，1994）。例如，Porter（2008）战略模型中的成本领

先与差异化战略所需要的员工行为就会有所不同。成本领先战略的核心在于严格的成本控

制、费用的降低以及规模效益的追求，其相应的人力资源措施就是削减员工的人数、利用

更多的兼职人员以及采用外包的方法和进行工作简单化等，基本上是短期取向的、数量和

结果导向的、个体和单向行为的以及低风险取向的，而采用差异化战略的组织更多地依赖

员工的创新行为，因此相应的人力资源措施包括选择高技能的员工、授予员工更大的自主

　从战略管理的角度，各种职能决策可以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最佳方案。

　正如 Cook 和 Ferris（1986）在对三个下滑产业中的企业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低绩效的企业比高绩效的

企业更加倾向于先削减人力资源部门的整体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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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较少地利用控制手段并且增加对人力资源的投资等，基本是长期取向的、团队和交互

行为的以及高风险取向的（Schuler & Jackson，1987）。

类似地，也有学者试图将企业各种战略模式与员工行为及人力资源措施联系起来进行

分析，如对 BCG 战略模型的探讨（Hendry & Pettigrew，1986）等。其中，尤以 Miles 和

Snow（1984）的研究为经典。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Miles 和 Snow 通过对各种不同行业

上百家公司的广泛调查，对组织竞争战略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从大量行之有效的组织战略

和战术中总结出了三种基本的战略行为类型：防御者（defender）、探险者（prospector）和

分析者（analyzer）。其中，防御者指的是那些具有相对较窄和较稳定的产品 - 市场范围的

企业组织。这种类型的公司高层管理者通常是该领域内的专家，但是也常常试图寻求开发

本领域外的新产品。由于定位狭窄，这种类型的公司很少需要对技术、结构或生产方法进

行重大调整，而只需着眼于对当前的操作，提高效率。因此，典型防御者的战略实施者应

该着重于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建设，即其人力资源战略可以称为“建设”（building）人力资

源，即员工的“能力或技能建设”（skill building）。探险者指的是持续寻求产品和市场机会，

并且随时应对环境变化进行试验的一类企业。这些组织常常主动寻求变化，然而，由于它

们强烈地关注产品和市场创新，组织并不一定高效。探险者常常包括多样化的生产线和多

种技术、产品或地域分散的结构以及注重产品研发、市场调研和开发工程方面的技能。为

了更加迅速地弥补组织创新的需要，即时获取所需人力资源成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重点，

因此探险者的整体人力资源战略可以归纳为“获取”（acquiring）人力资源。采取分析者战略

的企业主要占据两类产品 - 市场领域—— 一个相对较稳定，另一个是变化的。在稳定的领

域，这些公司采用正式的结构实行程序化的高效经营，而在创新领域，处于关键位置的管

理者则密切关注竞争者的变化，从中挖掘新的视点，并迅速采纳那些看起来有希望的方案。

分析者具有有限的产品线，寻求少量的相关产品和 / 或市场机会，对稳定产品进行成本 -

效益分析和对新产品采用项目管理技术，并且采取混合性（通常是矩阵式）结构以及注重生

产效率、过程控制和营销技能。由于兼具以上两者的特征，分析者主要是在两种经营类型

界面之间进行人和管理过程的协调，以辅助企业的整体管理，因此，“分配”（allocating）人

力资源是分析者的人力资源管理特征，它们常常必须同时既“购买”（buy）又“制造”（make）
人力资源。

可以说，行为学派的观点着重于对符合企业战略的员工行为的探讨，然而，到目前为

止，关于哪些具体的人力资源实践对哪些理想行为最为有效的研究还很缺乏。另外，对于

员工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对这些理想行为的影响（Schuler & Jackson，1987）、产生这些行

为的内部认知过程（Lado & Wilson，1994）以及各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之间的内部配合问

题，即如何形成一体化的解决方案，还需进一步的研究（Snell，1992）。

1.3.6　控制 / 系统论

应用于探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另一个观点是控制 / 系统论（cybernetic perspective。
Boulding，1956）。如果将组织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由投入 - 转化 - 产出三个部分

组成，那么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的控制过程来进行分析。企业

人力资源系统的投入即组织从外部环境获得的人力资源的技能与能力，转化过程则是由

组织系统中人力资源具体的行为来体现的，而产出表现为组织绩效和员工工作满意度的

水平（Wright & Snell，1991）。在这个过程中，符合组织战略的员工技能与能力是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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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方面，因此如何获得、选拔以及保留具有所需技能与能力的人力资源成了控制的 
核心。

开放系统论另一方面的含义要求组织各项人力资源活动之间进行协调，尤其是要考

虑如何在传统的职能链之间进行协调。事实上，控制 / 系统论是一个关于持续的外部环

境监控和组织内部调整的动态模型。从整个开放系统的角度看，实施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需要更多地从外部环境信息反馈入手，进行更加及时的内部调整（Wright & McMahan， 
1992）。

1.3.7　制度理论

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Scott，1987 ； Meyer & Rowan，1977 ； Zucker，1987）
认为，除了组织内部因素的影响之外，组织结构、过程以及各种实践的制定还离不开社

会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制度（institution），即人们对社会现实公认的合法性

（legitimacy）过程，即组织为外部环境所接受，如符合职业机构的认定标准、国家的有关规

定等（DiMaggio & Powell，2000）。对这些法定要素的接受增加了组织与制度环境的相似

性（isomorphism），从而增强了组织的生存机会。除组织外部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规范性

（normative）和强制性（coercive）要求之外，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也促进组织之间的模仿

（mimetic），即向成功组织学习，进而增强了组织之间的相似性。然而，制度相似过程与组

织有效性及效率的提高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如果组织模仿的确提高了组织效率，原因

可能在于相似的组织之间可以更好地沟通、人才共享以及提高一些管理模式规范化的效率

等（DiMaggio & Powell，2000）。

组织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过程同样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包括国家政府对组织外部

劳动力市场的有关规定、关于员工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等，是企业在考虑其人力资源战略

与具体措施时必须遵守的强制性外部约束。同时，遵纪守法和对社会负责的组织合法化过

程也是组织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人力资源措施的制定在分析内部资源

因素与竞争效率要求的同时，还必须权衡这些外在因素对企业带来的影响。总之，与资

源依赖理论类似，制度理论对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在于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并

非都是“基于组织战略目标的理性决策 ” 六，它还总是受到社会环境的合法性过程要求的 
影响。

另外一个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相关方面是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化”过程。

由于组织惯性（inertia）的存在，在缺乏足够动力的情况下，过去一直使用的人力资源管

理措施很难轻易改变。尽管某些人力资源实践被认为是先进而有效的，但并不一定能够

在所有组织中得到及时的采用。因此，率先采用先进人力资源措施的组织可以将这些人

力资源措施作为组织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Schuler & MacMillan，1984）。类似的逻

辑有不同时间成立的组织会采用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即受到组织年龄的影响。例

如，Eisenhardt（1988）在研究零售店的薪酬体系时发现，究竟是采用工资制还是佣金制受

到这些商店成立时间的影响，组织成立时间的历史条件不同，决定了所采用的薪酬体系不

同——越新（即成立越晚）的组织，越倾向于采用工资制。

除了以上七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外，学者还尝试用其他一些理论来探讨战略人力资源管

　Wright & McMahan (1992), pp.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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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关的问题，如人口生态（population ecology）理论（Hannan & Freeman，1984）等。同

时，利用多个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或从不同角度分析同一现象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如 Taylor、
Beechler 和 Napier（1996）的国际企业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利用了资源基础论与资源依

赖理论来解释跨国企业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以及子公司内部能力培植以获取持续竞争优

势。又如，Lepak 和 Snell（1999）以交易成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以及资源基础论的观点

为基础构建了人力资源结构框架（HR architecture），而组织可以据此采用不同的人力资源

策略。近期发展起来的有关人力资源管理强度（HRM strength）的研究从实施过程的角度强

调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最终结果，将该领域研究推向人力资源的受益者，也就是员工，从

而考察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施和落地（Bowen & Ostroff，2004 ；唐贵瑶，魏立群和贾建锋，

2013）。

1.4　构筑企业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1.4.1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概述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把人力资源管理提升到战略的地位，将人与组织系统地联系起来，

建立统一性与适应性相结合的人力资源管理（Schuler，1992）。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系

统，强调和组织的使命、核心价值观、愿景与战略等协调一致，而且在组织战略目标的指

导下和业务流程、组织架构与组织文化等相互匹配，并力求获得各项职能之间的协同效应。

在组织中构建并实施有效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可以确保组织战略的灵活性与可执行

性，进而引导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及盘活人力资源能力，使之“聚焦”于组织战略，从而真

正形成具有高增值性、难以模仿性与不可替代性的人力资源队伍，不断提升组织的竞争优

势，持续创造组织价值，并实现组织目标。

在明确了企业的使命、核心价值观、愿景和战略后，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本身通过人力

资源战略与规划、工作设计与工作分析、胜任素质、招募与甄选、职业生涯管理、培训与

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员工激励、劳动关系管理以及员工流动管理等基本功能或职

能进行运作，各个职能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各

职能之间较为重要与显著的关系表现为：工作设计和工作分析应该根据业务流程和组织架

构展开，是其他各项职能的“基石”；根据工作设计与工作分析的结果，可以预测出组织所

需的人力资源数量、质量以及结构（Salancik & Pfeffer，1978）；人力资源的净需求量确定

以后，据此制订招聘计划，然后选取合适的方法或手段进行招募，人员招募结束后，经过

甄选确定合适的人选；对录用人员实施职业生涯规划，经过一定的培训后，配置于相应的

职位；在人员使用过程中，必须根据组织战略目标对其绩效进行管理及考核，这是整个战

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职能，是员工加薪、晋升、培训与激励等人力资源管理决策的基本

依据；依据绩效考核结果，对员工实施绩效加薪等薪酬管理工作，也是员工激励的一个主

要途径；完善的员工激励措施与合理的员工流动政策无疑对改善劳动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外包与

电子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也持续发展，并已成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不可分割的、重要而

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人力资源外包与电子化人力资源管理还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重

要支撑及技术平台，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实施“保驾护航”。通过将传统的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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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性的工作外包出去，人力资源部门可以把精力投入到对企业更有价值的层面，比如人

力资源战略与规划，进而真正成为企业战略决策的参与者与合作伙伴；电子化人力资源管

理的实施则可以将那些稳定的、机械性的、重复性和人事行政事务性的工作交由机器“代

劳”，使人力资源管理者真正从烦琐的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将精力集中于重要的战略性项

目，进而使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由原来的“边缘化”事务部门转变为核心的战略性部门。

 SHRM 聚焦  互联网大数据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互联网使得人力资源管理基于数据并用

数据说话的决策方式成为可能，它使人力资

源价值计量管理成为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能

的有效途径。

数据化 HR 体现在：大数据为人力资源管

理提供前瞻性的分析与洞察，可对人力资源的

动态变化、未来趋势进行预测；为人力资源的

决策与计量管理提供充分的基础数据支撑；基

于大数据建立人力资源共享平台，进行人力资

源职能优化和产品服务的设计与交付。

典型实践如谷歌基于大数据平台分析和

重新定义 HR 的职能，基于大数据的员工管理

模式（见表 1-2）。

表 1-1　谷歌 HRM 的十大模式

氧气项目 HRM 实验室

人才保留公式 人才预测模式

人才数据多样性管理 高效招聘公式

优秀人才绝对值 环境设计法

提升学习机制 用数据影响员工观念

资料来源：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网。

1.4.2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运作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在运作中有两个基本要求，即战略匹配性（strategic f it）和战

略弹性（strategic f lexibility）。其中，战略匹配性包括纵向匹配和横向匹配。纵向匹配又包

括三个层次：人力资源整合计划、组织架构及组织文化与战略的匹配；人力资源具体实践

活动与人力资源整合计划的匹配；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匹配。横向匹配也包括三个层次：

人力资源整合计划与组织架构及组织文化的匹配；人力资源各种实践活动间的匹配；个体

成员间的匹配。战略弹性是指战略适应竞争环境变化的灵活性。战略匹配是一个动态过程，

战略弹性用来反映在这一动态过程中，战略对竞争环境变化的反应和适应能力，一个战略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必须兼具战略匹配性和战略弹性。

1. 战略匹配性

战略匹配性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要求，企业要通过战略整合来保持企业战略和

人力资源战略的一致性。盖斯特（Guest，1997）提出了五种类型的战略匹配。

（1）战略性互动匹配，即寻求组织人力资源实践与外部环境的匹配，使组织中的人力

资源战略及相应实践与环境互动。

（2）突发性匹配，即确保组织中的人力资源政策及实践能够适应外部环境一些因素的

突发性变化，如市场因素、法律因素的变化等，并及时对其做出反应。

（3）一个理想的实践组合的匹配，即提炼企业可以采用的最佳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并

使组织努力接近这种最佳人力资源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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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为整体性的匹配，即强调实践之间恰当组合的重要性。它主张有效的人力资源

管理的关键在于发现人力资源管理各项实践的适当组合，认为各项实践的组合产生的效用

远大于单个或部分效用。

（5）“捆绑”式匹配，即寻求互补的人力资源实践之间的捆绑结合，力图找到最有效果

的，也就是最匹配的那种捆绑结构。这种匹配强调组织各项人力资源实践之间的匹配，以

获取“捆绑”式人力资源实践的组合结构。

这五种战略匹配类型中，前两种匹配涉及组织与环境间的匹配，即外部匹配；后三种

则是关于组织内部的匹配，即内部匹配。外部匹配是指人力资源战略和企业战略之间的一

致性，以及与企业的发展阶段的一致性，考虑组织的动态性并完全吻合组织的特点。要实

现外部匹配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①战略具有许多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风

格；②战略形成的过程非常复杂；③组织的动态性决定了企业战略具有不断演化的性质，

从而使企业战略很难有非常精确的表达；④人力资源管理关注的是承诺、激励员工等，很

难评价其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内在联系。企业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使外部

匹配变得相当有挑战性。

内部匹配是通过发展和强化人力资源的各种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而实现的。

“捆绑”式匹配就是一起开发和执行几个互补的人力资源活动，从而使它们保持内部一致

性，并达到互相加强的目的。实现内部匹配的困难主要是：①组织和战略的复杂性，使人

力资源跨越各种范围和活动来相互整合变得困难；②高层管理者在进行创新时，人力资源

活动常常被忽视，例如引入按业绩付酬的制度，却没有业绩管理流程与之相配套；③很难

确定和环境相适应的“捆绑”；④人力资源工作人员对达到整合的要求理解不充分。

 SHRM 聚焦  战略和组织相匹配的人才策略

战略和组织的转变让任正非于 2013 年提

出“少将连长”的概念，并试点推行，少将

连长是指一线销售、经验丰富、具有资源整

合能力的员工。针对重要的老客户和优质客

户，必须要匹配以精锐全能的“海军陆战队

员”，辅以配置合适资源。

任正非反思，“一线员工处于传统金字塔

的最底层，而他们恰恰是我们面对复杂项目、

面对极端困难突破的着力点”。由此在华为的

新战略中，将原本不重要的一线销售人员定

义为最重要的人才资源。这种创新的“战略

性”人才策略是绝大多数组织缺乏的，这也

正是任正非最卓越的地方：战略思维并不是

追求完美和全面改善，关键在于要抓住主要

矛盾，集中资源力量，一击破之。

资料来源：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网。

2. 战略弹性

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战略的弹性和匹配性将受到检验，一个有机的人力资源系统、

一个拥有丰富人才的人力资源库才是组织真正需要发展的。从战略的角度看，最佳的人力

资源管理运作方式强调协调组织内外部环境动态的变化。在动荡的外部环境中，企业竞

争也表现出动态化趋势，对抗的关键在于对顾客需求的快速响应和对市场趋势的准确预

测。在这种动态竞争环境中，企业不得不采取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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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国企业迫切需要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能力和竞争力，具体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见 
图 1-3）。

图　1-3

 SHRM 聚焦  TCL 应对 HR 国际化的挑战

“人才国际化”，一是人才构成国际化，

二是人才素质国际化，三是人才活动空间国

际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深

入，企业间的竞争开始聚焦到核心竞争力上，

尤其是企业人力资源核心竞争力。以 TCL 为

例，由于对海外市场开拓力度的加大，TCL
集团更加关注员工的综合素质及其对海外市

场的适应能力。并且，随着集团海外业务的

增长，各分支机构对本地化人才的需求必将

随之增加。目前，TCL 集团外籍员工占集团

总人数比例为 17%，未来 3 ～ 5 年，这一比

例将进一步提高。这给 TCL 集团人才的选拔、

培训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挑战。

人才国际化战略与国际化人才息息相关。

TCL 集团从 1999 年正式开始以投资的形式进

入国际市场，这是对集团人力资源管理的创

新挑战。为应对复杂的经营背景和完全不同

的管理环境，TCL 在招聘、培训、团队建设

等方面独创了其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之路。

为了提升管理人员的素质，适应人才国

际化的需求，TCL 采用内部提升与外部引进

并重的人才战略方案。从内部看，对已有的

管理人员进行国际化企业经营能力与跨文化

管理的专业培训，并适时派遣部分管理人员

前往海外事业部门进行任职管理；从外部看，

用全球化的视野，从国际上寻找具有国际化

经营和管理能力的人才，补充到关键岗位上。

此外，在国内也搜寻有一定潜质和经验的专

才，进行国际化人才的储备建设，自此形成

人才的梯队化建设。

构建具有全球化视野的研发团队

TCL 还创建研究院，积极从海内外雇用

众多研发人才加盟 TCL 集团工业研究院，推

动集团各产业的技术创新和长远发展。同时，

在多媒体显示技术领域、基础软件平台开发

领域，TCL 树立了领先的行业地位，引领相

关技术领域的发展，组织制定了工信部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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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D 显示器件的行业标准等。

2015 年 TCL 提拔了四位高管，包括华星

光电总裁的王国、TCL 通讯国际业务的总经

理 Zibell、TCL 集团副总裁黄伟及华星光电代

理 CEO 金旴植。其中三位是外籍人士，选拔

多为外籍人才，是对其跨文化协调能力和工作

经验的肯定，更是 TCL 国际化发展的体现。

资料来源：［1］职业培训教育网。［2］宋殿辉 . 
人力资源管理与国际化战略的匹配——以 TCL 为例

［J］ .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5（24）：31-37.

1.5　直线经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

在密歇根大学的 MBA 课堂上，一位教授最喜欢抛给学生一道选择题：

谁应该为公司里的人力资源活动负责？

A. 各部门管理者

B. 人力资源人士

C. 各部门管理者和人力资源人士合作

D. 咨询专家

E. 没有人，自生自灭

大部分学生都会选 C。教授会告诉他们，C 是错误的，正确的答案是 A。

教授告诉学生：“从根本上讲，各部门管理者对公司的产出和流程负有最大的责任。他

们负责为股东提供经济利益，为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为员工提供工作的价值。为了达成

这些产出，各部门管理者必须承担起人员管理的责任。”

1.5.1　直线经理的定义

直线经理是指诸如财务、生产、研发、销售等职能部门的经理，肩负着完成部门目标，

进行部门管理的职责。他们不仅需要执行上级命令，指导下属工作，还需要与同级部门保

持密切合作，整合内部资源，协调外部关系，工作任务非常繁重。不同领域、不同规模、

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均由特定的直线经理组成，企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直线经理的贡献。

然而，对直线经理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却并非易事。

Whittaker 和 Marchington（2003）认为，直线经理在工作场所中直接接触员工，因此

他们的行为、决策更加及时妥帖，他们的解决方案更加符合企业实际，他们更多、更直

观地贡献于组织目标和绩效的实现。根据 Larsen 和 Brewster（2003）的研究，传统的官

僚组织结构极其重视直线经理的作用，相较之下，在新的组织结构（如虚拟组织结构、网

络组织结构）中，直线经理的角色定位更加模糊，工作内容更加复杂。与此同时，国外已

有众多研究表明，当前，人力资源管理职责正慢慢向直线经理转移，在时代发展的要求

下，直线经理必须掌握更多的人力资源管理技能才能更好地应对日常管理事务，实现组织 
绩效。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张传庆和田旭（2012）认为直线经理是企业中接触员工最多、

最频繁的群体，人力资源部门制定的政策和措施的成功实施依赖于直线经理。同时，直线

经理参与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毕叶（2003）认为

直线经理是直接贡献于组织目标实现的基层单位的管理者，他们直接面对一线员工并实现

直线管理，如生产经理、销售经理、办事处主任等。江文和刘昕（2013）认为人力资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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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正越过人力资源部的界限，成为各级管理者的共同责任，特别是对于直线经理，他们负

责组织的重要职责，例如生产、销售等，他们在贯彻和执行人力资源管理的政策和措施时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总之，直线经理是在 HR 经理的指导和监督下，运用各种规章制度和管理工具，为实

现部门或团队目标，制定和实施各种人事决策、人事建议、人事操作，并对员工进行激励、

沟通、授权、考核、培训等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部门或团队负责人。好的直线经理必须具

备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并掌握现代化人力资源管理工具和方法，在把“管理”作为

其本职工作的同时，始终将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作为其管理职能的一部分，使部门或

团队在完成工作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1.5.2　直线经理与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关系

在国外，直线经理掌管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责，这一现象已成为一个普遍

的趋势。这些被转移的职责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具体包括人力资源相关管理活动的

预算、员工招聘和甄选、员工培训和发展、积极工作环境的创建以及薪酬和福利的制定

等。从根本上说，人才管理是直线经理的责任。要打造人才驱动的组织，需要业务领导

者抛弃“与人有关的问题是浪费时间和精力的杂事儿”的认识误区，真正承担起管人带

队伍的责任，将人才视为驱动业务目标达成的杠杆资源（Alfes，Truss，Soane，et al.，
2013）。

很多学者把直线经理与 HR 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Ulrich 等

人（1995）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他认为直线经理虽然可以直接进行价值创造，在企业

的管理中拥有威信和权力，但他们应该将人力资源管理融入自己的工作中，才能达到更

加优异的组织绩效。HR 具备一定的管理技巧和技术，在当今时代的要求下，其角色要

逐渐向战略伙伴、行政专家、员工支持者和变革推动者转变，其中一条重要途径就是

寻求与直线经理的合作。所以两者之间应该密切地合作，形成一种“伙伴”关系。之

后，对于直线经理与人力资源管理者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追逐的热点话题之一。江

文（2013）认为直线经理的态度、行为、实践对人力资源管理真正融入组织显得至关重

要，因此，直线经理在承担相应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同时，要主动寻求专业人员在制定人

力资源政策、解决人力资源问题上的帮助。Maxwell 和 Watson（2006）指出，在多数情

境下，直线经理与人力资源专业人员的合作已经成为从事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主要运营 
模式。

Kulik 和 Bainbridge（2006）两位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了直线经理与 HR 在人力

资源管理过程中的具体分工，对于直线经理来说，晋升决策的制定、绩效管理、指导和

规范员工的行为、工作设计、职业生涯规划、招聘与甄选员工以及制订继任者计划是其

所参与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侧重方面，而薪酬福利的管理、人力资源的规划、领导力

的发展、组织文化的创建以及对于员工的培训工作都是人力资源管理专员的重点工作 
内容。

1.5.3　直线经理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执行中的作用

一项来自瑞典的研究表明，对 3 122 人持续 10 年的研究发现，跟着好主管（即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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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员工设定明确目标等的主管），患心脏病的风险至少降低 20%。如果与好主管一起共事 4
年，至少会降低 39% 的风险！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一项持续 5 年的研究表明，对一

个年轻人的职业生涯最有影响的，极有可能是他遇到的第一位经理。在对 67 名大学毕业生

的职业发展进行了持续跟踪之后，研究者发现第一年的期望和绩效与后来的绩效和成功都

持续相关。他们由此提出建议，“必须由企业中最好的管理者担任来自校园的新雇员的最初 
上司”。

Nancy 和 Leda（2004）认为，当今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发展必然使直线经理承担更

多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这些变化包括：①新技术的普遍应用为直线经理进行人力资源管

理工作提供了可能；②组织内外变革周期缩短，绩效革命、员工授权、兼并收购等要求直

线经理必须熟悉人力资源管理工作；③工作内容的变化也驱使直线经理必须更多地渗透到

人力资源管理中，以满足业务增长的需求。随着组织分权化趋势的加强，直线管理者被赋

予越来越多的责任和权力。Hoogendoorn 和 Brewster（1992）指出，这种责任和权利包括

财务预算、资源分配以及人才管理等。为此他们更倾向于承担本部门内更多的人力资源管

理职能。

对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专业人士来说，直线经理高质量地参与活动能够使他们从

日常繁杂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使得他们把精力集中在更有意义的战略人力资源的管理工

作中。对直线经理来说，参与人力资源管理活动能够使得他们掌握更多的人力资源管理

的技巧，从而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以致进一步影响组织的绩效水平。而且，直

线经理掌握的人力资源管理技能越多，他们的管理技能越高，管理视角越全面，职业前

景就会越好。对企业来说，直线经理的参与能够促进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以及管理政策

的成功实施，提高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质量，为企业带来决策速度提高、成本减少等 
优势。

然而在我国，直线经理大包大揽，不让人力资源部门插手薪酬、激励、绩效评估等工

作的现象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是因为直线经理与 HR 之间没有形成“战略性合作伙伴关

系”。因此，适当地对人力资源部门授权是改善该现象的重要途径。最佳雇主通过“对管

理层的充分授权”，从而获得更多的执行回报。曾有一份“重量级”的研究成果揭示：在对

1 200 家组织进行研究之后发现，薪酬制度的成功实施，应该依靠一线经理而非 HR 部门，

一线经理是组织内部推动薪酬制度实施的关键。

通过国外研究可以发现，在直线经理同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

系”中，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侧重于规则制定，直线经理侧重于规则执行（Holt Larsen & 
Brewster，2003）。

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从选人、用人、育人、留人四个方面阐述了直线经理与人力资源

部门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

（1）选人方面。直线经理要明确岗位任职要求，协助 HR 完成工作说明书。同时，直

线经理要有人员储备意识，留意人员流动情况，协助 HR 做好招聘计划。

（2）用人方面。直线经理要妥善处理与员工的关系，帮助员工制定目标，公正公平地

进行绩效考核，对员工绩效进行辅导。HR 要负责整个绩效管理系统的系统开发、监督实施

和评估维护工作（Green & James，2003）。

（3）育人方面。直线经理需要识别员工培训需求，在日常工作中给予员工帮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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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并确保员工把培训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HR 负责筛选培训需

求、组织实施培训、评估培训效果等工作。所有的工作都需要两者的紧密合作（Gibb， 
2003）。

（4）留人方面。直线经理主要负责激励因素，如给员工安排有挑战性的工作（McCarthy，
Darcy & Grady，2010）。HR 主要负责保健因素，如福利体系的制定。在激励上两者要相互

协助，HR 可以为直线经理提供激励技巧的培训和咨询，直线经理可以为 HR 提供岗位价值

评估和薪资调整的建议。

随着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丰富，直线经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其与人力资源管理者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已经渗透到工作的各个环节

中（Purcell & Hutchinson，2007）。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综合性，直线

经理的参与能够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流程，规范员工角色内行为，为企业的绩效做出突出 
贡献。

  学术观点  

对于直线经理来说，晋升决策的制定、

绩效管理、指导和规范员工的行为、工作设

计、职业生涯规划、招聘与甄选员工以及制

订继任者计划是其所参与的人力资源管理工

作的侧重方面。

资料来源：Kulik C T, Bainbridge H T J. HR and 
the Line: The Distribution of HR Activities in Australian 
Organisations［J］ . Asia Pacif 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6, 44 (2): 240-256.

在薪酬和福利方面，近来有向直线经理占

据主导地位发展的趋势；在人员培训与发展计

划上，两者合力做出决定，其中，人力资源部

门更为主导；在人员雇用与甄选上，两者责任

共享，但人力资源部门有责任增加的趋势。

资料来源：Panayotopoulou L, Papalexandris N.  
Examin ing  t he  L ink  be tween  Human  Resou rce 
Management Orient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J］ . 
Personnel Review, 2004, 33(5): 499-520.

  本章小结  

本章内容通过介绍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

概念及相关理论知识，为读者理解和掌握战

略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一个框架。

不同于传统的人事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

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更强调人力资源管理

的各项内容要与组织战略相匹配，具有战略

性、动态性、系统性、匹配性等基本特征。由

传统的人事管理到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战

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在发展中吸收了各个领

域的一些重要观点，形成了资源基础论、人

力资本理论、行为学派论、制度理论等理论 

基础。

此外，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个系

统，更强调与组织的使命、核心价值观、愿

景和战略等协调一致，在运作中要求具有战

略匹配性和战略弹性，两者相辅相成。其

中， 战 略 匹 配 性 包 括 纵 向 匹 配 和 横 向 匹

配；战略弹性则强调组织应对不确定情况的

战略灵活性。总而言之，战略人力资源管

理的运作强调与组织内外部环境动态变化

相匹配的“捆绑”式的最佳人力资源管理 

实践。

随着组织分权化趋势的加强，直线经理

掌管着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责，这种

现象甚至已成为普遍趋势。直线经理的参与

能够提高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质量，使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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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管理者把精力集中在更有意义的战略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因此，两者应建立“战

略性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促进组织战略目标

的达成。

  战略导图  

  关键术语  

人力资源

人力资本

人力资源管理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复习思考题  

1.  简述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2.  简述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特征。

3.  简述有关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几个重要理

论基础。

4.  简述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构建的影响 
因素。

5.  简述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在运作中的两

个基本要求。

  文献导读  

1.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Roles of Strategic HRM and 
Technical Turbulence

  　　为了应对激烈的竞争环境，保持企业

的存活与增长，进行创业活动（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成为诸多公司的选择。创

业导向（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反映了

一个企业更新现有商业模式和寻求机会进

入新市场环境的倾向。研究表明，其对组

织的新产品创新绩效存在积极的作用。但

如何通过有效的创业活动，获得新产品创

新绩效还存在“黑箱”。

  　　Tang、Chen 和 Jin（2015）基于资源基

础观（resource-based view）提出企业的战

略人力资源管理将正向调节公司创业与新

产品绩效之间的关系。作为组织独特而难

以模仿的资源，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包含了

一系列与组织战略、组织目标相关的招聘、

培训、绩效和薪酬管理等措施。实施战略

人力资源管理将有效提高企业的动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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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组织竞争优势的来源。同样基于资源

基础观，企业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创

业导向和新产品绩效的调节关系将受到企

业外部环境的影响，并将组织外部面临的

技术动荡性（technical turbulence）程度引

入模型，构建了一个三重调节模型，并使

用 151 个样本对假设进行了验证。

资料来源：Tang G， Chen Y， Jin J.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 Roles of 
Strategic HRM and Technical Turbulence［J］ . Asia 
Pacif 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15， 53（2）： 
163-184.

2.  On Becoming a Strategic Partner ： The Role 
of Human Resources in G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尽管人力资源被誉为一个公司最有价

值的资产，但许多组织关于人力资源和人

力资源部门的决策并没有体现这一点。比

如，当组织面临成本的削减，首先就将目

光转向了公司对人的投资上，如培训、工

资和总人数等。

  　　Barney 和 Wright（1998）构建了一个

涵盖价值（value）、稀缺（rareness）、可模

仿性（imitability）、组织（organization）四

方面内容（即 VRIO）的框架来衡量人力资

源职能在组织培育可持续竞争优势过程中

应扮演的角色，进而回答如何更好地发挥

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部门的价值的问题。

同时该框架也为人力资源从业者提供了诸

多启示，尤其强调了 HR 高管在管理公司

人力资产中的重要作用，HR 高管需要明确

人在公司以及竞争优势中的价值，明确公

司人力资源管理措施的经济结果，明确如

何将本公司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活动与

竞争对手做比较，明确人力资源职能在组

织能力发展和能力储备中的角色。

资料来源：Barney J B， Wright P M. On Becoming  
a Strategic Partner ： The Role of Human Resources 
in G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J］ . Human Re-
source Management (1986-1998), 1998, 37 (1): 31.

  应用案例  

腾讯人才管理“真经”：人选对了，其他就几乎都对了

腾讯是一家惊人的公司。自 2004 年上市

以来，总收入、毛利和年度盈利这三项主要

经营指标每年都保持两位数增加。

腾讯优异的业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独

有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腾讯把人力资源视

作产品，以产品管理的模式来管理人才。腾

讯集团人力资源副总经理兼企业发展事业群

人力资源总监陈菲女士在谈到公司 HR 管理

最大的特色时，强调了以人为本的基础价值

观——重资产（员工）、小团队（扁平化、行

动敏捷、调配灵活、经营意识和闭环管理）、

大文化（开放、平等和尊重）。

与传统企业相比，腾讯的 HR 管理借鉴

产品管理模式，把 HR 本身当成一款产品来运

作——产品策划（充分做用户需求调研）、产

品设计（满足用户需求）、产品试用（HR 政策

先在自己部门试用）、产品优化（通过试用不

断改进）、产品评审及发布（HR 政策发布）、

快速迭代（继续改善），总之要适应公司业务

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

员工最宝贵

一家互联网企业经过近 20 年的蓬勃发

展，员工人数也达到一个庞大的数字。目

前， 腾 讯 拥 有 超 过 2.4 万 名 员 工， 其 中

30% 以上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60% 是技

术人员，平均年龄约 29 岁，男女比例大约 
为 3∶1。

腾讯 HR 核心政策是以人为本。马化腾说

过，对于腾讯而言，业务和资金都不是最重要

的，业务可以拓展和更换，资金可以吸引和调

配，唯有人才是不可轻易替代的，人才是腾讯

最宝贵的财富。“具体而言，普通员工是 HR
的大客户，HR 既是员工的服务者又是专业支

持者，帮助他们不断成长进步。”陈菲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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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老板也是 HR 的客户，HR 的作用是帮助

各级领导打造优秀文化，建立高效组织和形成

顺畅流程，同时 HR 充分理解业务，根据业务

发展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人力资源综合解决 
方案。”

与传统企业在 HR 管理上采取的科层式模

式相比，腾讯的产出相对无形，产品需要在使

用过程中不断去体验，衡量的是有效性，体现

的是一种用户体验。在这一过程中，腾讯秉承

互联网公司的特点，坚持以人为本，将 HR 政

策与公司业务紧密结合，强调去中心化、扁平

化管理，在保障信息畅通的同时保证每位员工

都得到充分尊重和授权。由此，腾讯开发出了

独特的选拔人、培养人、使用人、激励人的 
做法。

在人才招募方面，腾讯面试流程与谷

歌、亚马逊等公司的招聘有异曲同工之妙。

面试过程中，不仅要和直接领导、工作伙

伴、跨事业群合作的人员接触，还要双方互

评、双向选择，目的是综合评估候选人的

基础素质和综合能力及团队融合度。为了

体现对人才的尊重，公司所有中级及以上干

部的面试都是由集团总裁刘炽平和高级人力

资源副总裁奚丹亲自面试的。在腾讯，面

试不仅是为了选拔人才，更是借鉴经验的 
机会。

在毕业生招聘方面，腾讯推陈出新，只为

找到思想与能力并存的实力派。陈菲坚持“腾

讯是以产品为主的公司，特别看重员工的产品

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策划能力、运营能力

和客户意识等，所以我们在毕业生招聘这个

阶段就注意选出一些有潜力做产品经理的人

才，加以双导师计划和轮岗培训，让这些人尽

快成长”。选聘技术能手也是腾讯在毕业生招

聘时的一个特色。在全球范围内，腾讯针对

硕士、博士、博士后，选拔具有技术特长的 
人才。

在培养员工方面，腾讯会根据不同阶段

进行相应的重点培养（见图 1-4）。当发现新

员工特别多而管理岗位又缺乏人才的时候，企

业就会在这个年度提出辅导年计划——鼓励

各级管理者对下属承担“知人善用、发展他

人”的责任，从马化腾、刘炽平开始，每位

管理者都要身体力行。HR 部门在计划的后半

年还会考核员工满意度以便检验计划的执行 
效果。

-

图 1-4　腾讯学院培训体系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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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层、中层和高层干部的后备培养，

腾讯分别制订了计划，中层干部后备计划叫

“飞龙计划”，基层干部后备计划叫“潜龙计

划”，高层后备干部也有专门的培养计划。同

时，针对专业技术人员晋升专家的后备培养

计划也有安排（见图 1-5）。

图　1-5

腾讯还有产品领军人物培养计划。腾讯

人才管理的实践发现，人选对了，其他就几

乎都对了。如果产品项目一把手不行，怎么

用劲都不对。这个计划从公司现有的中级干

部中产生。挑选标准包括过去的成功经历、

经营意识、管理能力、创业激情等。

调动员工激情

整个互联网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新锐公

司不断涌现，如何让公司所有员工尤其是老

员工保有工作激情？这是腾讯 HR 考虑的也是

公司核心管理层考虑的重点。腾讯通过机制

保证员工热情，具体如下。

第一，从组织架构上进行创新，保证员

工热情。从游戏事业群（互动娱乐事业群）开

始，公司采取工作室的模式，事实证明这对

激发员工的创业热情行之有效。此种互动模

式关键在于三个主要角色就能形成一个闭环，

保证了敏捷度。同时，这也是公司营造的一

个良好创业环境，员工与其在外创业，不如

在工作室里创业，毕竟每个工作室都有用人

权、考核权、财务权、激励权以及是否追求

资源权，权限跟工作室成果和盈利状态正相

关。这种“工作室创业模式”被公司逐步推

广来激发员工创造力和创业热情。陈菲说，

如果产品属于前沿，大家都在探索阶段，公

司可以安排试错，有时也会安排两个团队一

同试错。但是，不是任何产品都需要试错，

要看产品性质。对于一些市场竞争特别激烈，

不赢就会出现严重后果的产品，腾讯不会安

排试错。关系重大的一些产品，比如安全和

金融产品，也不会安排试错。

工作室这种成功模式，最大的作用是激

发了公司创新的内在活力。目前，在全球行

业排名中，腾讯游戏已经从第 8 位一跃到第 1
位。甚至，现在腾讯的一些安全产品和浏览

器产品都跃升到榜首。

第二，人才活水，推出于前两年。为解

决老员工的职业倦怠问题，在公司内部盘活

人才，公司提出了“人才活水”。只要同时

满足员工本人发起和有单位接收这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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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在单位必须在 3 个月之内无条件放人。

在微信事业群中，大约 60% 的员工通过内部

人才市场获得，极大地支撑了这个事业群的

快速发展。“人才活水”政策最大的特点是在

整个公司内盘活人才，人尽其才。

文化的力量

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以文化引领员工才

是最佳做法。文化是公司里经过长时间形成

的一种共识和规范，它引导大家的一致行动。

在腾讯，80 后、90 后的年轻员工特别

多，管理这些员工用权力和权威鲜有人买账。

此外，空降的人才也非常多，既有来自跨国

企业如谷歌、Facebook、甲骨文、微软、三

星的精英，也有来自咨询公司、投行、媒体

的优秀人才，大家文化背景不同、经历各异，

怎么把这些人凝聚在一起？腾讯的做法除了

提供平台之外，主要还是靠文化，通过打造

一种开放、平等和尊重的文化，靠文化的魅

力解决个性差异和融合问题。

以开放为例，腾讯有毕业后从普遍员工

一直升到副总级的干部。只要员工有足够强

大的能力，腾讯就会提供平台，让他们各施

所长。腾讯的空降人才也会在这种团结一致

的文化中发展得如鱼得水。

腾讯内部有一个乐问实名制 BBS 平台，

员工可以在上面提出任何关于业务、管理等

问题，大家讨论非常热烈。陈菲说，有一次，

一位员工吐槽一个产品不好用，马化腾也参

与了讨论过程，跟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想办法。

中国互联网企业整体虽然比较年轻，处

于朝阳发展轨道，但在管理方面，腾讯时刻

保持警醒，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挑战。陈菲说，

在 HR 方面，公司当下特别注意的是杜绝大企

业病。大企业决策慢、层级多、流程长、沟

通成本高、对市场变化的响应时间长，这样

就会摧毁公司的创新根基。腾讯应对这一挑

战的主要方法，还是“打造扁平化组织”和

“干部能上能下”。

资料来源：《哈佛商业评论》。

讨论题

1. 你认为腾讯现今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哪

些方面？

2. 腾 讯 的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有 什 么 独 到 
之处？

3. 腾讯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你有什么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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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战略规划

除非公司制定有效的战略规划并且其人力资源开发规划与之相连，否则其人力资源开

发的努力就无法实现它最大的潜力。

—— L. 詹姆斯·哈维

  学习要点  

 ■ 人力资源战略的含义及其形成

 ■ 人力资源战略与企业战略的关系

 ■ 人力资源战略在企业战略管理中的功能

 ■ 人力资源战略与企业战略的整合

 ■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

 ■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与其他人力资源管理

职能的关系

 ■ 人力资源的供需平衡

  前沿探讨  

用户更加友好型人员分析

尽管数十年来有许多研究开发了各

种实用的工具，人力资源方面的可用数据

也呈现指数式增长，人力资源和人才管理

对组织绩效的作用也得到大家的共识，但

为什么人力资源分析进展仍然如此缓慢？

近期已有学者提出，人力资源分析可以

用 LAMP 模型在人力资本矩阵方面进行 
改良。

逻辑（logics）。清楚地说明人才和战略

成功之间的关系，以及预测个人和组织行

为中的原则与条件。例如，在提供数据之

外描述人口多样性对创新的影响，或者晋

升通道中对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瓶颈。

分析（analytics）。采用合适的工具和

技术——统计分析、研究设计等将数据转

化为严谨、深刻的见解。例如，通过计算

员工敬业度和工作绩效的相关关系来理解

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以此确定敬业只

是高绩效的影响因素之一。

测量（measures）。 从 数 据 系 统 中 建

立准确可靠的数据和数据目录作为分析的

原材料，并避免精确分析中的“无用数据 
输入”。

过程（process）。使用正确的沟通渠道、

时机和技术激发决策者依照数据显示的发

展方向行动。例如，在员工敬业度分析完

成之后尽快呈递给上级，但是在规划阶段

中这些数据分析发挥的作用会更大。

除此以外，人力资源经理和其他部门

经理应当考虑实现人力资源矩阵和信息分

析所需要的必要条件，进而使之获得决策

者和其他人的支持，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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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合适的时间和背景下得到分析资料。

 ■ 参与这些分析工作并相信这些分析是有

价值的，他们有能力应用它。

 ■ 相信这些分析结果是可靠的并能向他们

展示真实世界。

 ■ 认识到这些分析在证明他们的时间和注

意力方面的影响足够巨大。

 ■ 理解这些分析在促进决策和行动方面有

重要影响。

资料来源：John Boudreau. HR Must Make People 
Analytics More User-Friendly ［J］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7. 

基于战略观点的人力资源规划体系（strategy-based HR planning system）

随着市场的日益规范，企业的不断发

展壮大，很容易出现一个瓶颈——缺少人

才，想要进一步发展壮大、长治久安，必

须依靠源源不断的人才输入，而产生人才

短缺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解决方案也是一

个系统过程，不仅需要依据企业战略进行

人力资源规划，更需要整个人力资源体系

的支持。所以人力资源战略规划被越来越

多的企业所重视。对许多人才短缺的企业

来说，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及早进行战

略人力资源规划，建立战略人力资源体系，

是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保障。

引 例

手忙脚乱的人力资源经理

一家在 5 年之内由小小的手工作坊

发展成为国内著名的食品制造商——D 集

团，最初从来不制订计划，要是缺人了

只能去人才市场。随着企业日益正规，D
集团开始制订年初计划：收入量、利润

额、产量、员工定编人数等，并根据企业

实际情况和员工定编情况在年初招聘新员

工。可是，因为一年中不时有人升职、有

人平调、有人降职、有人辞职，年初又有

编制限制不能多招，而且人力资源部也不

知道应当多招多少人或者招什么样的人，

结果人力资源经理一年到头地往人才市 
场跑。

近来，由于 3 名高级技术工人退休

和 2 名跳槽而使得生产线瘫痪，集团总经

理紧急召开会议要求人力资源经理在 3 天

之内招到顶替空缺的人员，使生产线重新

运转。人力资源经理 3 天不眠不休，奔走

于各地人才市场和面试现场之间，最后招

到 2 名已退休的高级技术工人，勉强恢复

生产。人力资源经理刚刚喘口气，地区经

理又打电话跟他说分公司已经超编了，不

能接收前几天才分过去的 5 名大学生，人力

资源经理不由怒气冲冲地说：“是你自己说

缺人，我才招来的，现在你又不要了 !”地

区经理也上火了：“是啊，我两个月前缺人，

拖了好几个月才给我，早就不需要了。”人

力资源经理解释：“招人是需要时间的，我

又不是孙悟空，你一说缺人，我就变出一个 
给你 ?”

很多企业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以前没

觉得缺人是什么大事情，什么时候缺人了，

什么时候再去招聘，虽然招来的人不是十

分满意，但对企业的发展也没什么大的影

响，所以从来没把时间和金钱花在这上面。

即使是在企业规模日益扩大以后，也只是

每年初做人力资源定编计划，而对于人力

资源战略性储备或者人员培养都没有给予

足够的重视，认为中国人多的是，不可能

缺人。中国企业的这种战略无意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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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们不需要对组织的人力资源进行长远

的规划，即使有战略，竞争战略的模糊性

和易变性也使规划无从进行。所以企业在

经营中会经常面临人力资源短缺或盈余的

问题，使得人力资源经理叫苦不迭，天天

跑人才市场，招聘成本剧增，即使这样，

企业有时也会因关键员工的缺失给企业造

成停工等重大影响。

2.1　人力资源战略概述

2.1.1　人力资源战略的含义

人力资源战略是一个相对较晚出现的概念，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界定，得出

了不同的结论，至今人力资源战略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舒勒（1992）认为，人

力资源战略是阐明和解决涉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战略问题的计划和方案。戴尔（Dyer，
1984）提出了一个决策性的人力资源战略概念，他把组织的人力资源战略定义为“从一系

列人力资源管理决策中出现的模式”。戴尔和霍德（Dyer & Holder，1988）提供了一个更

综合的人力资源战略概念，将人力资源战略看作是人力资源目标和追求战略目标的方法的

综合。当一个业务战略形成并被接受之后，支撑战略目标的关键人力资源目标就已经形成，

为完成这些目标所必需的方法（例如计划和政策等）也同时被设计出来并得到执行。例如，

如果一个组织的战略是选择成为一个低成本的制造商，主要的人力资源目标就是高绩效和

低员工数。这必将导致员工人数的减少和员工培训费用的增加，这种人力资源目标和方式

的综合就是组织的人力资源战略。舒勒和沃克认为，人力资源战略是人力资源经理和直线

经理共同解决与人有关的业务问题的一整套活动和过程。经理必须制订一些有指导意义的

方案以解决这些与人相关的业务问题，这些方案和计划将集中（focus）、启动（mobilize）
和指导（direct）人力资源行为以成功解决对公司至关重要的业务问题（business issue），这

些计划和方案形成了人力资源战略的核心。库克（Cooker）认为，人力资源战略是指员工

发展决策以及对员工来说重要的、具有长期影响的决策，是根据企业战略制定的人力资源

管理与开发的纲领性的长远规划，并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来实现企业战略目标。尤里奇

（Ulrich，1995）认为，人力资源战略是公司高层管理团队建立的一种策略、组织和行动方

案，试图完善人力资源的功能。

以上对人力资源战略的定义或理解是从两个角度来考虑的：一个角度是把人力资源管

理战略看作一种决策方案，是导向性的；另一个角度是把人力资源战略看作解决问题的行

动和过程，是行动性的（宋培林，2011）。虽然不能就人力资源战略概念形成一个统一的界

定，但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人力资源战略的特征如下：一是强调与企业战略的匹

配（外部匹配），支撑企业战略的实现；二是强调人力资源实践间的匹配（内部匹配），以系

统的观点审视人力资源实践；三是人力资源战略是员工发展决策以及对员工有重要意义的、

能够长期影响员工的决策（Wright & Snell，1998）。

本书将人力资源战略（human resource strategy）定义为组织为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和

内部管理的需要，根据组织的战略目标，制定出人力资源管理目标，进而通过各种人力资

源管理职能活动实现组织目标和人力资源目标的过程。它强调人力资源对组织战略目标的

支撑作用，从战略层面考虑人力资源的内容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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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人力资源战略与企业战略的关系

1. 企业战略决定人力资源战略

早期的人力资源战略形成模式是将企业的长期需求、人力资源相关问题（柔性经营、

员工竞争力、士气及承诺等）进行统筹考虑，即在企业战略和人力资源战略之间形成一种

单向的关系，即垂直关系（包晨星和风里，2009）。与其他职能部门的战略一样，人力资源

战略建立在企业战略的基础上，并能够反映企业今后的需求。戴尔在 1984 年提出，“组织

战略是组织的人力资源战略的主要决定因素”，并列举实证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其中一项研

究结果是拉贝尔在调查 11 家加拿大企业的最高管理层人力资源战略的形成过程时发现的，

他发现组织战略被提及的频率最高，被调查者大部分认为组织战略是组织人力资源战略的

决定因素。

由此可以看出，人力资源战略被定位于企业的职能战略层次，是在企业战略基础上形

成的，通过发挥其对企业战略的支撑作用，促进企业战略的实现。战略必须与人力资源一

致（人力资源战略必须与公司战略一致），因为战略与人力资源合作有三个优点：公司的执

行能力增强；公司适应变化的能力增强；因为能产生“战略一致性”，因此使公司更能满足

顾客需求，并接受挑战。

2. 人力资源战略影响企业战略的执行

在早期对人力资源战略形成的描述性研究中，戴尔的结论是组织战略和人力资

源战略相互作用，组织在整合两种战略的过程中要求从人力资源角度对计划的灵活

性、可行性及成本进行评估，并要求人力资源系统开发自己的战略。人力资源战略的

产生是为了适应组织的成长期望和组织对期望的准备，如果组织有较高的组织期望但

人力资源战略还不成熟，就会采取以下行动：第一，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以提高执行

能力；第二，根据所缺乏的准备条件调整组织目标；第三，利用现在的人力资源配置

优势改变战略目标。在这三种情况下，人力资源战略和组织战略相互提供信息并相互 
影响。

人力资源战略是整个企业战略的一部分，但在实践中，企业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往往

是分别制定的，如果人力资源战略不能构建在企业战略的基础上，在现实中就会出现企业

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之间相冲突的状况（Ji，Tang，Wang，et al.，2012）。例如，企业在实

行成本领先竞争战略时，会采取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措施来实现成本最小化的目标，而当企

业为了降低成本而进行裁员的时候，又会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强调对员工的收入稳定、个

人发展以及为社会就业负责的承诺相悖。又如，企业战略可能通过鼓励产品的创新在市场

上保持竞争优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采取的却是成本导向战略，这时企业的人力资源管

理对企业整体目标的实现所起的作用就不是促进，而是阻碍。如果企业采取的是产品领先

和技术创新战略，企业的人力资源状况却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战略，那么企业战略在很大程

度上也会受到人力资源的制约（Tang，Chen & Jin，2015）。

桑德斯和伦格尼克·霍尔等（Sanders，Lengnick-Hall，et al.，1998）在人力资源战略

形成的“相互依赖”模型中认为，处于战略形成过程中的组织如果能全面考虑人力资源和

组织战略，那么其组织绩效将会远远好于那些将两种战略看作存在竞争关系或仅仅把人力

资源战略当成获取并提高组织竞争优势的一种途径的组织。研究证实，越来越多的企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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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融入组织战略的形成过程中。对两种战略进行整合的大中型企业的比例已从 20%
上升到 45%。勒温和米切尔（Lewin & Mitchell，1995）指出，人力资源战略和企业战略的

协调，可以帮助企业利用市场机会，提升企业的内部组织优势，帮助企业实现战略目标。

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源研究者呼吁将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组织战略结合起来，注重发

挥众多人力资源措施的协同作用，确保与组织的整体需求保持一致。

2.1.3　人力资源战略在企业战略管理中的主要功能

1. 在战略制定阶段为组织战略分析提供相关信息

在战略制定阶段，战略制定小组在审视和分析原来的战略后，要对企业环境（机会和

威胁）进行详尽的 SWOT 分析（Jackson，Joshi & Erhardt，2003）。外部环境中的许多机会

（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都是与人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企业对人力资源重要性认识的

加深，企业已经不仅在为获得顾客进行竞争，同时也在为获得高素质员工进行竞争。人力

资源管理部门在外部分析环节上所起的作用是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密切关注外部环境——相

关的机会和威胁，尤其是那些与人力资源职能直接相关的方面：潜在的劳动力短缺、竞争

对手支付给相同职位员工的薪酬、竞争对手获取优秀员工的途径以及对人员雇用产生影响

的立法工作等。

对企业的内部优势（strength）和劣势（weakness）进行分析同样需要人力资源部门的

参与，现在许多公司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人力资源是它们最重要的财富之一。如果不考虑

自己的员工队伍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就可能会导致企业选择它们自己本来没有能力去实

现的战略。比如，一家企业选择如下战略：通过计算机自动化控制设备来替代原来的设备，

以期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成本。尽管这种选择看上去不错，但是企业很快就发现事实

并非如此。它发现员工根本就不会用这些新设备，因为该公司的员工队伍中有大约 25% 的

人实际上是功能性文盲，根本无法适应公司战略的要求，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在战

略制定阶段人力资源部门必须做好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状况分析，做出合理的符合企业战略

的人力资源需求分析。

例如，康奈尔大学的斯科特 A. 斯内尔（Scott A. Snell）教授对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分

类进行了研究，这对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状况分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斯内尔将企业内部的

人力资源分为核心人才、通用人才、独特人才和辅助型人才。在此基础上，斯内尔总结了

不同类型人力资源的特点，并针对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源提出了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见表 2-1）。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企业在制定人力资源战略乃至整体战略时，必须对内部人

力资源状况加以分析，以便为战略决策提供准确的人力资源信息。

表 2-1　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源所具有的特点及其适用的工作方式和雇用模式

项　　目 核 心 人 才 通 用 人 才 辅助型人才 独 特 人 才

价值
高战略价值：直接与

核心能力相关

高战略价值：直

接与核心能力相关

低战略价值：操

作性角色

低战略价值：与核心

价值间接联系

独特性
独一无二：掌握了公

司特殊的知识和技能

普遍性：普通知识

和技能

普遍性：普通知 
识和技能

独一无二：特殊的知识

和技能

工作方式 知识工作 传统工作 合同工 伙伴

雇用模式 以组织为核心 以工作为核心 交易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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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核 心 人 才 通 用 人 才 辅助型人才 独 特 人 才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以责任为基础的人力

资源管理系统

以生产率为基础的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以服从为基础的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合作的人力资源管理

系统

工作设计
授权、提供资源；因

人设岗

清晰定义；适度

授权

准确定义；圈定

范围

以团队为基础；资源

丰富 / 自主

招聘
根据人才（学习能力）

聘用；内部提拔

外部招募；根据

业绩

人力资源外包；

为特别的任务招聘
能够合作；根据成绩

开发

在职培训；具有公司

特色；局限于公司的具

体情况；关注短期效果

局限于规章、流程
在职培训；根据

公司具体情况
定制培训

考核
关注对战略的贡献；

开发

培训效果；关注

绩效
服从性

以团队为核心；目标

的完成情况

薪酬
外部公平（高工资）；

经验付薪；持股
外部公平

按 小 时 或 临 时 
工作付薪

以团队为基础的激励；

合同、年薪、为知识付薪

2. 人力资源战略支撑企业战略的实施

人力资源战略和其他的职能战略（市场战略、研发战略等）位于企业战略的第三层

次——职能战略层，只有充分发挥它们对企业战略的支撑作用，才能促进企业战略的实现

（Rathi & Lee，2015）。人力资源战略又是由工作设计与工作分析、招募甄选、培训与开发、

绩效管理以及薪酬管理等模块构成的，为了促进企业战略的实现，必须确保这些模块与总

体的人力资源战略及企业战略保持一致。例如，当企业采用差异化的经营战略时，这种战

略思想的核心在于通过创造产品或者服务的独特性来获得竞争优势，强调产品的设计和研

究开发。此时的人力资源战略则是强调创新性和弹性，形成创造性氛围，采用以团队为基

础的培训和考评、差异化的薪酬策略等（Tang，Chen & Jin，2015）。在评价绩效时采用行

为导向的评价方法，并且把绩效评价作为员工发展的手段。实践中，许多组织虽然拥有绩

效反馈和薪酬计划，但若人力资源规划鼓励的是一些与组织期望相反的行为，组织则无法

得到期望的行为和绩效（Ji，Tang & Chen，2012）。

2.1.4　人力资源战略与企业战略的整合

1. 人力资源战略与波特的竞争战略相匹配

根据波特的战略理论，战略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三个基本点是成本领先、差异化和聚

焦战略（Porter，1996）。成本领先战略强调以最低的单位成本价格为价格敏感用户生产标准

化的产品；差异化战略旨在为对价格相对不敏感的用户提供某产业中独特的产品与服务；聚

焦战略指专门提供满足小用户群体需求的产品和服务（陈维政，余凯成和程文文，2004）。波

特的战略理论意味着根据产业类型、公司规模及竞争类型等因素，不同的企业应采取不同

的组织安排、控制程序和激励机制。不同的战略可以分别在成本领先、差异化及聚焦方面

取得竞争优势。

（1）成本领先战略。企业由于具有成本优势，可以凭借低价格和高市场占有率获得

或保持竞争优势。但成本领先战略一般必须与差异化战略结合使用，相对于竞争对手来

说，产品或服务是在差异化的基础上创造相等价值，以领先于产业平均收益水平（Amit，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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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成本优势的价值在于这种优势的可维持性，如果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那么领先

者的成本优势乃至竞争优势将丧失殆尽。企业采用成本领先战略的优势如下。

第一，形成进入障碍。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低，为行业的潜在进入者设置了较高的进

入障碍。那些生产技术尚不成熟、经营上缺乏规模经济的企业难以进入此行业。

第二，增强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企业的成本低，可以提高自己与供应者讨价还价的

能力，降低投入因素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企业成本低还可以提高自己对购买者讨价

还价的能力，以应对强有力的购买者。

第三，降低替代品的威胁。企业的成本低，在与竞争对手竞争时，仍旧可以凭借其

低成本的产品和服务吸引大量的顾客，降低或缓解替代品的威胁，使自己处于有利的竞争

地位。

第四，保持领先的竞争地位。当企业与行业内的竞争对手进行价格战时，由于企业的

成本低，可以在竞争对手毫无利润的水平上保持盈利，从而扩大市场份额，保持绝对竞争

优势的地位。

总之，企业采用成本领先战略可以使企业有效地面对行业中的五种竞争力量（进入威

胁、替代威胁、买方议价能力、供方议价能力以及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以其低成本的优

势获得髙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利润。

成本领先战略尤其适用于成熟的市场和技术稳定的产业。在下述情况下实现产品差异

化的途径很少：购买者不太在意品牌间的差别，存在大量讨价还价的购买者。

采取成本领先战略也有一定的风险性，如竞争者可能会进行效仿，这会压低整个产业

的盈利水平；由于市场环境变化，企业原来的成本驱动因素会发生改变，进而影响成本，

使企业丧失成本优势；产业技术上的突破可能会使这一战略失效；购买者的兴趣可能会转

移到价格以外的其他产品特征上等。因此，企业在采用成本领先战略时，应及早注意这些

问题，采取防范措施。

（2）差异化战略。企业形成这种战略主要是依靠产品和服务的特色，而不是产品和服

务的成本（Boehe & Barin，2010）。但是应该注意，差异化战略并不是说企业可以忽略成

本，只是强调这时的主要战略目标不是成本问题。差异化不能保证一定会带来竞争优势，

尤其在标准化产品可以充分满足用户需求，或竞争者有可能迅速地模仿时。采用差异化战

略的企业最好能设置防止竞争者迅速模仿的障碍以保证产品具有长久的独特性（Dickson & 
Ginter，1987）。成功的差异化战略能够使企业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产品，并通过使用户高

度依赖产品的差异化特征而获得用户的忠诚。企业采用这种战略可以很好地防御行业中的

五种竞争力量（进入威胁、替代威胁、买方议价能力、供方议价能力以及现有竞争对手的

竞争），获得超过行业平均水平的利润，这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形成进入障碍。由于产品独具特色，顾客对产品或服务有很高的忠诚度，从而

形成对该行业新进入者的强有力的进入障碍。同时，潜在的进入者要与该企业竞争则需淡

化这种产品的独特性。

第二，降低顾客对价格的敏感程度。由于产品的差异化，顾客对该产品或服务具有某

种程度的忠实性，当价格发生变化时，顾客对价格的敏感程度不高。生产该产品的企业便

可以运用产品差异化战略在行业竞争中形成一个隔离带，避免竞争者的伤害。

第三，增强讨价还价的能力。由于产品的差异化，购买者别无选择，对价格的敏感程

度又降低，企业可以运用这一点削弱购买者讨价还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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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防止替代品的威胁。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具有特色，能够赢得顾客的信任，可以

在与替代品的较量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企业成功地实施差异化战略，通常需要特殊类型的管理技能和组织架构。例如，企业

需要从总体上提高某项经营业务的质量，树立产品形象，保持先进技术和建立完善的分销

渠道。为实施这一战略，企业需要具有很强的研究开发能力，并且拥有市场营销能力的管

理人员。同时在组织架构上，成功的差异化战略需要有良好的组织架构以协调各个职能领

域，有能够确保激励员工创造性的激励体制和管理体制。

企业追求差异化战略时有可能遇到的其他风险包括：差异化的技术在购买者看来并不

能够降低他们的成本或者提高效益；过度的差异化使得产品的价格相对于竞争对手来说太

高，或者差异化属性超出了购买者的需求等。因此，企业在进行差异化的过程中需要开展

广泛的研究开发、产品形象的设计、高质量的原材料的选择和争取顾客等工作，同时还应

该认识到，并不是所有顾客都愿意为产品差异化支付更高的价格。

（3）聚焦战略。采用聚焦战略的公司将经营战略目标集中于特定消费者群体、特定地

域市场或特定规格的产品，从而能够比服务于更广泛市场的竞争者更好地为特定的细分市

场服务（Wernerfelt & Karnani，1987 ；Rust，Lemon & Zeithaml，2004）。聚焦战略与其他

两种基本的竞争战略不同，成本领先战略与差异化战略面向更广阔的市场范围，在整个行

业的范围内实施战略，聚焦战略则围绕一个特定的目标市场进行密集型的生产经营活动，

要求能够比竞争对手提供更有效的服务。企业一旦选择了目标市场，便可以通过产品差异

化或成本领先的方法，形成聚焦战略。也就是说，采用聚焦战略的企业，基本上就是特殊

的差异化或特殊的成本领先企业。如果采用聚焦战略的企业想要实现成本领先，则可以在

专用品或复杂产品上建立自己的成本优势，这类产品难以进行标准化生产，也就不容易形

成生产上的规模经济效益。聚焦战略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重点集中的企业由于其

市场面狭小，可以更好地了解市场和顾客，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

企业实施聚焦战略的关键是选好目标市场。通常企业要尽可能地选择那些竞争对手最

弱和最不易受替代产品冲击的目标市场。在下列条件得到满足时，不管是以低成本为基础

的聚焦战略，还是以差异化为基础的聚焦战略，都会变得有吸引力。一是目标市场足够大，

可以盈利；二是小市场具有很好的成长潜力；三是小市场不是主要竞争厂商成功的关键，

很少或没有竞争厂商在相同的目标市场上开展专业化经营；四是采取聚焦战略的公司拥有

有效服务小市场的资源和能力；五是采取聚焦战略的公司凭借其建立起来的顾客商誉和服

务来防御行业中的竞争者；六是在整个行业中有很多细分市场，一家企业难以为所有细分

市场服务，从而企业能够选择与自己的优势和能力相称的有吸引力的市场。

另外，企业在实施聚焦战略的时候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以较宽的市场为目标的竞争者也可能采用同样的聚焦战略，竞争对手从企业的目标市

场中找到了可以再细分的市场，并以此为目标实施聚焦战略，从而使原来采用聚焦战略的

企业失去优势。第二，由于技术的进步、替代品的出现、价值观念的更新、消费者偏好的

变化等多方面的原因，目标市场与总体市场之间在产品或服务方面的需求差别变小，企业

原来赖以形成聚焦战略的基础也不存在了。第三，较宽范围的竞争对手与采取集中战略的

企业在成本上的差异日益缩小，抵消了企业为目标市场服务的成本优势，导致聚焦战略的

失败。第四，众多的竞争者可能会认识到这一经营战略的有效性，并模仿这一战略，瓜分

细分市场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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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Gomez-Mejia 和 Balkin 等人（1992）提出了与波特的

竞争战略相匹配的三种人力资源战略（见表 2-2）。

表 2-2　与波特的竞争战略相匹配的三种人力资源战略

企业战略 组织的一般特点 人力资源战略

成本领先战略

 ● 持续的资本投资

 ● 严密地监督员工

 ● 严格的成本控制，要求经常、详细的控制报告

 ● 低成本的配置系统

 ● 机构化的组织和责任

 ● 产品设计以制造便利为原则

 ● 有效率的生产

 ● 明确的工作说明书

 ● 详细的工作规划

 ● 强调具有技术上的资格证明与技能

 ● 强调与工作有关的特定培训

 ● 强调以工作为基础的薪酬

差异化战略

 ● 营销能力强

 ● 产品的策划与设计

 ● 基础研究能力强

 ● 公司以质量或科技领先著称

 ● 公司的环境可吸引高技能的员工、高素质的科研 
人员或具有创造力的人

 ● 强调创新和弹性

 ● 工作类别广

 ● 松散的工作规划

 ● 外部招聘

 ● 团队基础的培训

 ● 强调以个人为基础的薪酬

聚焦战略 结合了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组织的特点 结合了上述人力资源战略的特点

当企业采用成本领先战略时，主要是通过低成本来获取竞争优势，因此应该严格控制

成本和加强预算。为了配合低成本的企业战略，此时的人力资源战略强调的是有效性、低

成本生产，强调通过合理的高结构化的程序来减少不确定性，并且不鼓励创造性。在采用

成本领先战略时，企业一般采用结果导向的绩效评价办法，并且把绩效评价当成控制手段

（Marler & Fisher，2013）。

当企业采用差异化的竞争战略时，这种战略思想的核心在于通过创造产品或者服务的

独特性来获得竞争优势。因此，这种战略的一般特点是具有较强的营销能力，强调产品的

设计和研究开发，企业以产品质量著称。此时的人力资源战略强调创新性和弹性，形成创

造性氛围，采用以团队为基础的培训和评价、差异化的薪酬策略等，在绩效评价时一般采

用行为导向的评价方法，并且把绩效评价作为员工发展的手段。

当企业采用聚焦战略时，企业战略的特点是综合了低成本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相应的

人力资源战略的特点是上述两种人力资源战略的结合。

2. 人力资源战略与企业文化相匹配

企业文化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实施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要素。企业文化类型不同，可能

对企业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施起到不同的作用，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差异化影响。

Ferris 等人（1999）指出，社会环境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动

态过程，进而影响企业绩效。他们进一步指出，企业文化和一些政治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担

当着重要角色。作为一个组织“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全体成员共同的价值

观和信念（Schein & Edgar，2004），企业文化是能充当监控组织成员恰当行为和态度的一

种社会力量（O’Reilly & Chatman，1996）。企业文化研究的焦点是了解组织特性以及该特

性如何推动集体承诺（Schneider，2000）。另外，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措施可以被看作是

高层管理人员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期望（House，Rousseau & Thomashunt，1995），人力

资源管理的实施实质上就是一个信息传达的过程，通过该过程，告诉员工什么行为是“重

要的”“被期望的”以及“该受到奖赏的”（Bowen & Ostroff，2004）。同一个组织里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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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往往互相交流和学习，因此在集体政策和程序下表现出相同的行为模式。这种活动模

式和员工行为随之形成一个大部分员工有着共同想法和信念的环境，从此集体文化应运

而生（陈传明和张敏，2005）。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能够通过培养某种特定的企业文化，从

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员工必定会形成某种思想态度，也就是

说，企业的价值观和理念能通过被特定人力资源管理塑造的员工行为而植根在员工的思

想态度中（陈维政，忻蓉和王安逸，2004 ；唐贵瑶，陈扬，于冰洁和魏立群，2016）。例

如，依赖创新增强竞争力的企业，一般会把创造与发展定为其在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中

的重要战略目标。企业期望并动员员工获得新的知识，开展创新活动，主动发现并解决 
问题。

根据企业文化的竞争价值模型（Quinn & Spreitzer，1991），企业文化可以分为以

下四种：团体型文化、发展型文化、等级型文化和理性型文化。其中，发展型文化和等

级型文化是差别最为明显的两种文化。具体说来，发展型文化强调员工的企业行为，以

及创新和发展的承诺。企业鼓励员工去冒险和获取新的资源以达到创新的目的，同时还

强调定期回顾并检查公司的战略和目标。相对而言，等级型文化着重于已形成的程序和

规章制度。发展型文化是以企业的发展为导向的，而等级型文化却过分地强调持久与 
稳定。

由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观点是把人力资源与组织战略结合起来，所以战略人力资源

管理的本质是关注组织的“内部整合”（internal f it）和“外部适应”（external f it ；Wright & 
McMahan，1992）。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内部整合”强调人力资源系统的内部协调与一致。

这种“内部整合”不仅是公司人力资源功能有效执行的必要条件，还是建立与企业战略相

匹配的文化的基础。实施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还会促进公司建立符合其战略焦点的企业文化。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外部适应”要求人力资源政策与措施反映和促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

现。如果组织拥有雄心勃勃的市场竞争和发展目标，组织会要求员工主动地对外部变化做

出反应和大胆创新，这与发展型企业文化中强调的迅速适应和灵活反应相一致。相反，如

果一个公司采取保护性策略并注重制度规则和稳定，相应的人力资源措施就会强调严格的

规章制度，导致等级型企业文化的形成。所以根据组织的不同定位，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

实施可能导致某种企业文化的形成。

企业文化是一套基本的价值观和信念，是企业管理和实践系统的基础，体现了组织的

基本原则（Denison，1990）。Barney（1986）指出，企业文化是公司谋求提高组织效能的

核心和竞争优势的源泉。实证研究也发现，企业文化与组织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例如，

Gross（1995）研究了四种文化特征，即适应性（adaptability）、使命（mission）、参与性

（involvement）和一致性（consistency），他发现文化确实对组织效能产生正面影响。Carmeli
和 Tishler（2004）发现，文化作为组织的一种无形的要素，对组织绩效有着显著影响。

Pothukuchi 等人（2002）对跨国企业的研究表明，组织绩效与企业文化特性之间存在紧密

关系，而这种关联比国家文化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大。最近，Zhou、Tse 和 Li（2006）在对

中国企业的研究中发现，某些特定的文化在组织的变革进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影

响公司的后续绩效。

具体而言，如果公司能建立一种推动创新和发展型的企业文化，那么公司的绩效也会

提高（Klein & Sorra，1996 ；Schneider、Gunnarson & Niles-Jolly，1994）。中国企业正面

临国内甚至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一些公司正在积极地重组资源和系统以适应快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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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而另一些公司，特别是国有企业，还需要以市场为导向更加有效地发展（Wei & 
Lau，2005）。因此，如果人力资源政策以发展变革与个人创新为目标，那么企业的文化特

征会表现为更加重视发展，并强化员工行为以公司发展为目标，相应地带来更好的业绩。

相反，等级型文化会在那些不积极进行组织变革并且阻碍企业创新和进取精神的公司中形

成，业务拓展由此受到限制，公司绩效也由此受到损害。

企业文化分类。企业文化主要是指一个企业长期形成并为全体员工所认同的价值信念

和行为规范。每个企业都会有意或无意地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它来源于企业经营管理者

的思想观念、企业的历史传统、工作习惯、社会环境和组织架构等。企业文化可以根据两

个轴向分成四大类（见图 2-1）。

图 2-1　企业文化的分类

资料来源：陈维政，余凯成，程文文 . 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高级教程［M  ］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第一，发展式企业文化。其特点是强调创新和成长，组织架构较松散，运作上相当非

正规化。

第二，市场式企业文化。其特点是强调工作导向和目标的实现，重视按时完成各项生

产经营目标。

第三，家庭式企业文化。其特点是强调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企业像一个大家庭，

员工像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彼此间相互帮助和相互关照，最受重视的价值观是忠诚和 
传统。

第四，官僚式企业文化。其特点是强调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凡事皆有章可循，重视

企业的结构、层次和职权，注重企业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SHRM 聚焦  　　　阿里巴巴和华为的企业文化是如何落地的

企业文化落地最关键的是解决员工的“内

生动力”，即变“要我做”为“我要做”，自

觉向组织目标靠拢，自觉按照企业文化所倡

导的方向迈进，使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保持

高度一致，而与企业文化相匹配的人力资源

战略，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阿里巴巴软激励营造开放的文化氛围

文化建设一直是阿里巴巴（简称阿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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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中之重。可以说，企业文化使阿里能

够掀起一场互联网革命。在阿里巴巴的企业

文化建设过程中，阿里的人力资源战略特别

是软激励的有效运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尊重员工意愿，提供表达空间

“阿里味儿”是阿里巴巴强化企业文化的

一个阵地，在这上面，员工可以直言部门主管

的待遇不公，可以质疑公司的某项政策规定，

甚至是集团高管走马上任也会被反对“围攻”。

用一位阿里员工的话来说，可以讨论任何事情

而无论层级，发表任何观点而无论对错，即便

是高管的观点也经常被员工“减芝麻”。

阿里坚持的原则是“即使是毒草，也要

让它长在阳光下”。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培

养中，阿里的每位员工都能以一个平等、客

观的姿态参与到工作的讨论和执行中。也正

是这些做法使阿里开放、透明的企业文化被

员工真正地接纳和吸收，有效地调动了员工

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2. 实施赛马机制，激发创新冲动

阿里充分满足了员工的施展空间和创新

冲动。“赛马”就是很好的例子，员工只要有

好的想法和创意就可以提交给阿里的项目委

员会，经过审批之后，员工可以放手去做，

集团会为其配备人手、资金，甚至还有期权，

阿里很多好的项目都是通过“赛马”成立的。

“放任”的结果往往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有些案例甚至让阿里内部员工也有点难以置

信，比如一位刚刚入职的员工“不务正业”，

耗时 8 个月痴迷于与自身业务关联不大的技

术难题，部门主管也欣然接受，而这对于双

方来说都是一种“冒险”：员工毫无突破，高

管难辞其咎。但最终，员工的技术方案被纳

入全球性的技术标准里。

3. 自由晋升和转岗，不拘一格

在职位晋升和调整机制上，阿里也同样

奉行“自由”原则。比如阿里员工的晋升并

不是由主管决定的，而是员工结合一年的工

作情况自己来判断决定的，如果认为自己到

了晋升的某一个层次和水平就提交晋升申请，

由各个部门的资深同事来进行考核，员工做

述职报告，评委来投票决定。再比如，员工

转岗也无须征得部门主管同意，只要接收方

同意，原部门主管就要无条件放行。这是阿

里包容精神最直接的体现。

当然，自由不是无原则地放任。为了将

自由且活跃的“分子”纳入整个组织的有机

体中，使员工自主性与企业的需求相匹配，

阿里设定了一定的限定条件。比如，晋升请

求是自己提出的，但是判断的标准是透明公

开、具体且细微的；转岗是没有主管限制的，

但是存在一些硬性条件：首先是在现有部门

至少待够一年，其次是绩效考核达到一定的

水平。

可见，阿里巴巴激励机制的关键点在于

充分尊重员工发展的意愿，并为员工提供自

由发展的平台，而这种“软激励”是阿里“开

放、创新”文化的真实写照，是阿里持续进

行变革创新的重要推动因素。

华为双重激励建设艰苦奋斗的团队

目前，华为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

决方案供应商。在华为，文化口号非常多，如

“胜者举杯相庆，败者拼死相救”“狭路相逢勇

者胜”“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

但艰苦奋斗的核心理念始终未变。华为的核

心价值观是扎根于每个华为人内心深处的核

心信念，是华为走到今天的内在动力，更是

华为面向未来的共同承诺。

1. 物质激励：增强员工归属感

华为采取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相结合的

方式对员工进行物质激励。公司视员工为宝

贵的财富，尽力为员工提供优越的工作、生

活、保险、医疗保健条件，为员工提供业界

有竞争力的薪酬，只要员工在某方面取得了

进步就能得到一定的奖励，做到“内外公平”。

尤其是华为推行的全员持股制度，是对员工长

期激励的有效办法，这一制度的推行使企业与

员工的关系得到了根本改变，由原来的雇用关

系转变为合作伙伴关系，公司的发展与自身的

利益息息相关，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进一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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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进一步提高。

2. 精神激励：为员工提供动力之源

华为的精神激励主要有荣誉激励和职

位激励。华为曾经专门成立过荣誉部，负责

对员工进行考核、奖评，对员工点点滴滴的

进步给予奖励。另外，员工的晋升制度也颇

具吸引力，晋升看能力，不看资历，只要你

有能力，就有可能在华为大显身手。精神激

励为员工提供了真正的动力之源，因为华

为带给他们的不仅是高薪，而且是更加宽

广的发展舞台以及自由发挥的空间，而这些

正是刚刚大学毕业怀揣着远大理想的年轻人

所需要的，他们需要一个舞台来证明自己，

为了证明自己，他们可以奋不顾身、不屈 
不挠。

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激励，激发了员工

的创业热情，为华为建设一支团结、高效、

艰苦奋斗的团队提供了保障，也对华为“狼

性文化”的形成发挥了关键作用。

资料来源：一诺金融资讯。

2.2　人力资源战略的规划

2.2.1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含义及要点

1.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含义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力资源管理同样如此。蓝姆和舒布洛克的研究表明，相对

比较正式地使用人力资源计划的公司，相比于那些人力资源战略目标不太清楚的公司，其

人力资源规划的作用更明显。因此，要保证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整个系统正常运转，就必须

认真做好人力资源战略规划。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human resource planning）就是根据组织的发展战略、目标以及组

织内外环境的变化，科学地预测、分析组织的人力资源需求和供给状况，制定必要的管理

政策和措施，以确保组织在需要的时间和职位上获得所需的人力资源的过程（陈维政，余

凯成和程文文，2004）。简单地讲，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就是对组织在某个时期内的人员供给

和人员需求进行预测，并根据预测的结果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实现人力资源的供需平衡。

2.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内容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内容，也就是它的最终结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人力资源总体战略规划。人力资源总体战略规划是对计划期内人力资源规划结果

的总体描述，包括预测的需求和供给分别是多少，做出这些预测的依据是什么，供给和需

求的比较结果是什么，企业平衡需求与供给的指导原则和总体政策是什么等。人力资源总

体战略规划具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分别是人力资源数量规划、人力资源素质规划和人力

资源结构规划。

人力资源数量规划是依据企业未来业务模式、业务流程、组织架构等因素确定未来企

业各部门人力资源编制以及各类职位人员配比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企业未来人力资源

需求计划和供给计划。

人力资源素质规划是依据企业战略、业务模式、业务流程和组织对员工的行为要求，设

计各类人员的任职资格，包括人员素质要求、行为能力要求以及标准等。人力资源素质规划

具体包括企业人员的基本素质要求，人员基本素质提升计划以及关键人才招聘、培养和激励 
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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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结构规划是指依据行业特点、企业规模、未来发展战略重点以及业务模式，

对企业人力资源进行分层分类，同时设计和定义企业职位种类和职位责权界限等，从而理

顺层次，以及各类职位上的人员在企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

（2）人力资源业务规划。人力资源业务规划是总体规划的分解和具体化，它包括人员

补充计划、人员配置计划、人员接替和晋升计划、人员培训与开发计划、工资激励计划、

员工关系计划和退休解聘计划等内容（见表 2-3）。

表 2-3　人力资源业务规划的内容

规 划 名 称 目　　　标 政　　策 预　　算

人员补充计划
类型、数量、层次及人员素质

结构的改善

任职资格、人员的来源

范围、人员的起薪
招聘选拔费用

人员配置计划
部门编制、人力资源结构优

化、职位匹配、职位轮换

任职资格、职位轮换的

范围和时间

按使用规模、类别和人员

状况决定薪酬预算

人员接替和晋升计划
后备人员数量保持、人员结构

改善

选拔标准、晋升比例、

未晋升人员安置
职位变动引起的工资变动

人员培训与开发计划
培训的数量和类型、提供内部

的供给、提高工作效率

培训计划的安排、培训

时间和效果的保证
培训与开发总成本

工资激励计划
劳动力供给增加、士气提高、

绩效改善

工资政策、激励政策、

激励方式
增加工资奖金的数额

员工关系计划
提高工作效率、员工关系改

善、离职率降低
民主管理、加强沟通 法律诉讼费用

退休解聘计划 劳动力成本降低、生产率提高 退休政策及解聘程序 安置费用

资料来源：董克用 . 人力资源管理概论［M ］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原则

（1）充分考虑内部、外部环境的变化。人力资源计划只有充分地考虑了内外部环境的

变化，才能适应需要，真正做到为企业发展目标服务。内部变化主要体现在销售、开发，企

业发展战略、公司员工的流动变化等；外部变化是指社会消费市场、政府政策、人才市场的 
变化等。

（2）确保企业的人力资源保障。企业的人力资源保障问题是人力资源计划的核心问题，

它包括人员的流入预测、流出预测、内部流动预测、社会人力资源供给状况分析、人员流

动的损益分析等。

（3）保障企业和员工的长期利益。企业的发展和员工的发展是互相依托、互相促进的关

系。优秀的人力资源计划，能够使企业每个员工实现长期利益，并促进企业和员工共同发展。

4.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程序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开发能够使理想的文化、行为和能力出现在组织中，为了达到预

期的目的，应该按照一定的程序来进行，具体流程如图 2-2 所示。可以看出，人力资源规

划程序一般包括四个阶段：准备阶段、预测阶段、实施阶段和评估阶段。

（1）准备阶段。信息资料是制定人力资源规划的重要依据。因此，本阶段的工作主要

是收集和调查人力资源规划所需要的各种信息资料，并为后续阶段的实务方法和工具做准

备。这些信息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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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程序

1）企业战略。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必须与企业的经营战略保持一致，为企业的整体战略

服务。企业的经营战略也会对人力资源战略规划提出不同的要求。因此，在制定人力资源

战略规划时，人力资源部必须收集并深入研究与企业战略相关的信息。

2）企业外部环境。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必然受到企业外部环境的制约。例如，相

关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教育、法律等环境，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劳动力的择

业期望，竞争对手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等。因此，对企业外部环境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

是提高人力资源战略规划质量的重要环节。

3）现有人力资源的信息。搜集的信息应当包括现有人力资源的数量、素质结构、使用

状况、发展潜力及流动比率等。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企业现有人力资源的状况，需要借

助完善的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及时更新、修正和提供相关的信息。

（2）预测阶段。预测的目的是要掌握企业对各类人力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及供

给情况，得出人力资源的净需求数据。在进行供给预测时，内部供给预测是重点，外部供

给预测应侧重于关键人员。人力资源需求和供给预测具有较强的技术性，是人力资源规划

中最关键的一部分，也是难度最大的一部分，直接决定了规划的成败。关于如何预测人力

资源需求和供给，我们会在下一节中做较详细的介绍。

（3）实施阶段。在供给和需求预测完成后，就要根据两者之间的比较结果，根据人力

资源的总体规划和业务规划，制定并实施平衡供需的措施，使企业人力资源的供需达到平

衡，关于在每种比较结果下应当制定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说明。在制

定相关的措施时，需要注意应当使人力资源总体战略规划和人力资源业务规划与企业的其

他计划相互协调，只有这样，制定的措施才能得以有效实施。例如，如果财务预算没有增

加相应的费用，那么人员的招聘计划就无法实施。

（4）评估阶段。对人力资源战略规划进行综合评估，这是整个规划过程的最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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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预测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因此人力资源战略规划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开放

的动态系统。企业可以广泛听取管理人员和员工对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意见，充分调动广

大管理人员和员工参与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积极性。在发达国家的大中型企业中，人力资

源战略规划的评估工作通常是由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完成的。该委员会一般由一位副总裁、

一位人力资源部经理以及若干专家和员工代表组成。

2.2.2　战略视角下的人力资源需求、供给预测和平衡

1. 战略视角下的人力资源需求预测

战略视角下的人力资源需求预测是指企业基于未来（5 年或者 10 年）的战略发展目标，

对企业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所需的人力资源的数量、质量以及结构进行估计。其主要任务是

明确企业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目标，然后基于战略发展目标预先确定组织在什么时候需

要人，需要多少人，需要什么样的人。为此，规划人员首先要了解哪些因素可能影响到组

织的人力资源需求，然后根据这些因素的变化对组织人力资源需求状况进行分析和预测。

（1）人力资源需求分析。人力资源需求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影响人力资源需求的因素

入手。①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规划。组织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规划直接决定了组织内部的职

位设置情况及人员需求数量、质量与结构。当组织决定实行扩张战略时，未来的职位数和

人员数肯定会有所增加，如果组织对原有经营领域进行调整，那么未来组织的职位结构和

人员构成也会相应地进行调整。②长期的市场需求趋势。一般在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不变

的条件下，市场需求与人力资源需求成正比关系，当市场需求增加时，企业内设置的职位

和聘用的人数也会相应增加。③未来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状况。不同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

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内部的生产流程和组织方式，进而决定了组织内职位设置的数

量和结构。因此，当组织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发生重大变化时，组织内职位和人员情况会有

巨大变化。当企业采用效率高的生产技术时，同样数量的市场需求可能只需要很少的人员

就能满足，同时新的技术可能还要求企业用能够掌握新技能的员工来替换原有员工。但是

新技术也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职位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对某一类员工的需求。④从

长期来看企业内部人员变动状况。人员流动比率是指由于辞职、解聘或合同期满后终止合

同等原因引起的职位空缺规模。人员流动比率的大小及这一比率的内部结构状况，会对企

业的人力资源需求产生直接影响。

由于影响企业人力资源需求的因素很多，因此需求分析应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分析

和筛选出那些最关键的因素，然后根据这些因素的变化对人力资源需求状况进行预测（朱

飞和文跃然，2013）。

（2）人力资源需求预测的方法。各种复杂的内外环境的影响，使得人力资源需求预测

变得非常困难，因此在进行需求预测时必须结合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常用的定性方法有

主观判断法、德尔菲法，定量方法有趋势预测法、回归预测法、比率预测法等。

1）主观判断法。它是由管理人员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及对人力资源影响因素的未来变

化趋势的主观判断，自下而上地确定未来所需人员的方法。具体做法是先由基层管理者根

据自己的经验和对未来业务量的估计，提出本部门各类人员的需求量，再由上一层管理者

估算平衡，直至最高层管理者做出决策，然后由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制定出具体的执行方案。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预测方法，主要适用于短期的预测。如果企业规模小，生产经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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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较均衡，一般采用这种方法。

2）德尔菲法。德尔菲这一名称起源于古希腊有关太阳神阿波罗的神话。传说阿波罗在

德尔菲这个地方杀死了一条巨蟒，成了德尔菲主人。在德尔菲建有阿波罗神殿，是一个预

卜未来的神谕之地，德尔菲法由此得名。1946 年，兰德公司首次用这种方法来进行预测，

后来该方法被迅速广泛地采用。这种方法是指邀请在某一领域的一些专家或有经验的管理

人员对某一问题进行预测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的结构化的方法，有时也称之为专家预测法。

采用德尔菲法的具体操作过程，如图 2-3 所示。

1

2 1

3 2

4 3

图 2-3　德尔菲法示意图

第一步，确定预测目标，以问卷形式列出一系列有关人力资源预测的具体问题；第二

步，广泛选择和深入了解人力资源问题的专家，并向选定的专家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取

得与他们的合作；第三步，向专家发出调查问卷（表 2-4 是调查问卷的一个实例），请他们

独立思考并书面回答；第四步，将专家的意见进行归纳，并将综合结果反馈给他们；第五

步，请专家根据归纳的结果重新思考，允许他们修改自己的预测并说明原因；第六步，重

复进行第四步和第五步直到专家的意见趋于一致为止；第七步，用文字、图表等形式将专

家的预测结果发布。

表 2-4　德尔菲调查样表

预测项目：XX 公司专业技术职位 A 与职位 B 的合理人才数量比

上次（第 X 次）调查结果为：

1. 职位 A 不需要设置，因为……

2. 1∶0.5，因为……

3. 1∶1，因为……

4. 1∶1.5，因为……

5. 1∶3，因为……

中间值 1∶1，四分位点 1∶0.5 ～ 1∶1.5，极端值 1∶3，回答职位 A 不需要设置的占 5%。

你的分析估计：

请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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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趋势预测法。趋势预测法是根据企业过去若干年份的人员数量和变化趋势，来预测

企业在未来某一时期人力资源的需求量。其具体做法是：以时间为自变量，人力资源需求

量为因变量，根据历史数据，在坐标轴上绘出散点图；由图形可以直观地判断应用哪种趋

势线拟合，从而建立相应的趋势方程；用最小二乘法求出方程系数，确定趋势方程。在此

基础上，就可对未来某一时间的人力资源需求进行预测。

4）回归预测法。回归预测法是指根据数学中的回归原理对人力资源需求进行预测。其

基本思路是：确定与企业中的人力资源数量和构成高度相关的因素，建立回归方程；然后

根据历史数据，计算出方程系数，确定回归方程；这时，只要得到了相关因素的数值，就

可以对人力资源的需求量做出预测。回归模型包括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和非线性回归模型。一元线性回归是指与人力资源需求高度相关的因素只有一个；多元线

性回归是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因素与人力资源需求高度相关。如果人力资源需求与其相

关因素不存在线性关系，就应该采用非线性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与非线性回归非常复

杂，通常要借助计算机来处理。

实践中往往是多个因素共同决定企业人力资源需求量，且这些因素与人力资源需求量

呈线性关系，所以多元线性回归预测法在预测人力资源需求量方面应用比较广泛，而且比

趋势预测法准确。多元线性回归的公式为：

Y = a0 + a1X1 + a2 X2 + … + an Xn + u
该方法一般按以下步骤来进行。

第一步，确定适当的与人力资源需求量有关的组织因素。组织因素应与组织的基本特

征直接相关，而且它的变化必须与所需的人力资源需求量变化成比例。

第二步，找出历史上组织因素与员工数量之间的关系。例如，医院中病人与护士数量

的比例关系，学校中学生与教师的比例关系等。

第三步，计算劳动生产率。例如，表 2-5 为某医院 1974 ～ 1986 年每三名护士平均日

护理病例的数量。这样，每年病人数的总数乘以同一年份劳动率即得到护士的总数。

表 2-5　某医院 1974 ～ 1986 年病人与护士数量比例数

年　　份
组织因素

病人数（人）

劳动生产率

护士数 / 病人数

人员需求

护士人数（名）

1974 3 000 3/15 600

1978 2 880 3/12 720

1982 2 800 3/10 840

1986 1 920 3/6 960

注：本例为简便起见，只将劳动生产率这个单一因素作为自变量。

第四步，确立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趋势以及对趋势的调整。要确定过去一段时间中劳动

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必须收集该时期的产量和劳动力数量的数据，依此算出平均每年生产率

变化和组织因素的变化，这样就可预测下一年的变化。

第五步，预测未来某一年的人员需求量。表 2-6 列出了 1974 ～ 1998 年实际和预测的

组织因素水平（病人数 / 年）及劳动生产率。其中，1990 ～ 1998 年的病人数可以运用趋势

法、社会需求分析法预测，劳动生产率是经过对历史数据分析调整后的数值，一旦确定了

这两个变量，便可以计算出人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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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该医院 1974 ～ 1998 年护士需求量实际和预测

年　　份
组织因素

病人数（人）

劳动生产率

护士数 / 病人数

人员需求

护士人数（名）

1974 3 000 3/15 600

1978 2 880 3/12 720

1982 2 800 3/10 840

1986 1 920 3/6 960

1990 1 400 3/4 1 050

1994 1 520 3/4 1 140

1998 1 660 3/4 1 245

5）比率预测法。比率预测法是基于对员工个人生产效率的分析来进行的一种预测方

法。常用的有以下方法。

一是人员比例法。例如，某企业有 200 名生产人员和 10 名管理人员，那么，生产人员

与管理人员的比率就是 20，这表明 1 名管理人员管理 20 名生产人员。如果企业明年将生

产人员增加到 400 名，那么根据比率可以确定企业对管理人员的需求为 20 名，也就是要再

增加 10 名管理人员。

二是生产单位与人员比例法。例如，某企业有生产工人 100 名，每日可生产 50 000 单

位的产品，即一名生产工人每日可生产 500 单位产品。如果企业明年要提高产量，每日生

产 100 000 单位产品，根据比率可以确定需要生产工人 200 名，也就是要再增雇 100 名生

产工人。

比率预测法假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变的，如果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员工需

求量的影响，可用以下计算公式：

N = 
w

q× （1+R）

式中，N 为人力资源需求量；w 为计划期内任务总量；q 为目前的劳动生产率；R 为计

划期内生产率变动系数。

R = R 1 + R2  - R3

式中，R1 为因企业技术进步而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系数；R2 为因经验积累而引起

的生产率提高的系数；R3 为因员工年龄增大及某些社会因素而引起的生产率降低的系数。

2. 战略视角下的人力资源供给预测

战略视角下的人力资源供给预测是指企业基于未来（5 年或 10 年）的战略发展目标对

某一特定时间内能够供给企业的人力资源的数量、质量以及结构进行估计，战略视角下的

人力资源供给预测关注的是更加长期的供给来源和数量。人力资源供给预测主要包括内部

人员拥有（供给）量预测和外部人员供给量预测。重点是前者，而且侧重于对关键员工或核

心员工的预测。

（1）人力资源供给。

1）人力资源内部供给。企业内部人力资源供给通常是企业未来人力资源的主要来源，

所以企业人力资源需求的满足应优先考虑内部人力资源供给。

例如，员工年龄结构。员工年龄结构关系到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员工新老交替的顺利

实际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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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而且不同年龄的员工对不同的职位有不同的优势和作用，根据年龄结构是否合理，

可以做出科学的补充计划。年龄结构分析可按以下方法进行：一是计算平均年龄，若平均

年龄大于 40 岁，表明人力资源供给不足、青黄不接，应该采取更新措施；二是将年龄组的

统计资料用表格的形式或在坐标轴上以曲线图的形式表示出来，从而使企业的员工年龄结

构与分布状况一目了然，并以此作为内部人员供给的一个基本依据。

另外，企业员工的素质可划分为员工的知识技能水平、思想素质和文化价值观、员工

群体的知识技能层次结构等几个主要维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员工素质的变化会

影响内部供给，两者通过劳动生产率这个中间变量进行调节。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员

工素质越高，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内部人力资源供给相应就会增加；反之，内部人力资源

供给就会减少。员工素质状况的改善，与工资水平的提高、教育培训机会的增多以及各种

激励措施的实施都可能相关，因此对企业内部员工素质状况的分析，必须对这些影响因素

给企业长期发展带来的影响给予高度关注。

2）人力资源外部供给。影响企业外部人力资源供给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在进行人力

资源外部供给预测时主要应考虑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未来宏观经济形势。一般来说，未来宏观经济形势越好，失业率越低，劳动力

供给越紧张，招聘就越困难；相反，未来宏观经济形势越差，失业率越高，劳动力供给越

充足，招聘就越容易。

第二，政府即将出台的政策法规。政府的政策法规是影响企业外部人力资源供给不可

忽视的一个因素。各地政府为了各自经济的发展，保护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机会，都会颁布

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包括不准歧视女性就业，保护残疾人就业，严禁雇用童工，员工安

全保护法规，从事危险工种保护条例等，从而影响未来的外部人力资源供给。

第三，长期劳动力市场状况。劳动力市场发育良好将有利于劳动力自由进入市场，由

市场工资率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健全势必影响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也给组织预测外部人员供给带来困难。

第四，人口状况趋势。人口状况是影响企业外部人力资源供给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人口总量，人口总量决定了人力资源供给总量，人口总量越大，人力资源供给

越充足；二是人力资源的总体构成，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技能、

经验等，这些因素决定了未来在不同的层次与类别上可以提供的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第五，社会就业意识和择业心理偏好。社会就业意识和择业心理偏好是影响外部人力

资源供给的重要因素。比如，一些城市失业人员宁愿失业也不愿从事苦、脏、累、险的工

作；应届大学毕业生普遍存在对职业期望值过高的现象，大多数人希望到经济发达地区或

进入国家机关、大公司、国有企业工作，而不愿到经济落后地区或小企业工作。受我国改

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影响，人们的就业意识在不断发生变化，例如，当前人们的自主创业意

识在不断增强，这些都在长期意义上影响企业可获取的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Tang，Wei，
Snape，et al.，2015）。

（2）人力资源供给预测的方法。人力资源供给预测的方法很多，这里介绍几种有代表

性的方法。

1）技能清单法。技能清单法又称人员核查法。技能清单是一个反映员工工作能力特征

的列表，这些特征包括员工的培训背景、工作经历、持有的资格证书、工作力的评价等内

容。表 2-7 就是技能清单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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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技能清单示例

姓名： 职位： 部门：

出生年月： 婚姻状况： 到职日期：

教育背景

类别 学校 毕业日期 主修课目

大学

研究生

技能
技能种类 所获证书

训练背景
训练主题 训练机构 训练时间

志向

是否愿意从事其他类型的工作 是 否

是否愿意到其他部门工作 是 否

是否愿意接受工作轮换以丰富工作经验 是 否

你最喜欢从事哪种工作

你认为自己需要接受何种训练
改善目前技能和绩效的训练

晋升所需的经验和技能训练

你认为自己可以接受何种工作

一般来说，技能清单应包括以下七大类信息。

 ● 个人数据：年龄、性别、婚姻状况。

 ● 技能：受教育经历、工作经验、培训经历。

 ● 特殊资格：专业团体成员、特殊成就。

 ● 薪酬和工作历史：过去的薪酬水平、加薪日期、承担的各种工作。

 ● 公司数据：福利计划数据、退休信息、资历。

 ● 个人能力：在心理或其他测试中的测试成绩、健康信息。

 ● 个人特殊爱好：地理位置、工作类型。

2）人员替补图法。人员替补图法记录员工的工作绩效、晋升的可能性和所需要的训练

等内容，由此来决定哪些人员可以补充组织的重要职位空缺。这种方法是对现有员工情况

先做出评价，然后对他们晋升或调动的可能性做出判断，以预测企业潜在的内部供给，同

时也可以通过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空缺的职位，预测企业员工需求（见图 2-4）。

50 A/2
41 B/2

41 B/2
40 A/2

50 B/3
37 B/2

45 C/2
40 B/1

图 2-4　人员替补示例

注：  A 表示现在就可以提拔，B 表示还需要一定的培训，C 表示现任职位不是很合适。1 表示绩效突出， 
2 表示绩效优秀，3 表示绩效一般，4 表示绩效较差。

人员替补图法是预测企业内管理人员供给的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制订该计划有如下



第 2 章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 51

的步骤。

第一步，确定计划范围，即确定管理人员晋升计划包括的管理职位。

第二步，确定各个管理职位上可能的接替人选。

第三步，评价各位接替人员的当前绩效和提升潜力。根据评价结果，当前绩效可划分

为“突出”“优秀”“一般”和“较差”四个级别，提升潜力可划分为“可以提拔”“需要

培训”和“现在职位不合适”三个级别。

第四步，确定接替人选。确定接替人选时，要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结合起来，也就

是说，企业从组织目标出发根据评价结果所做的人事安排，应尽可能与接替人员的个人目

标相吻合，使之能尽快胜任从事的工作。

3. 长期人力资源供需平衡

在人力资源供需预测的基础上，接下来的一项关键工作就是平衡人力资源的供需，这

是人力资源规划工作的核心和目的所在。从战略视角看，将人力资源的供给与需求预测进

行比较，一般也会有以下几种结果：一是预测的长期供给和需求在数量、素质以及结构等

方面都平衡；二是供给与需求在数量上平衡，但结构上不匹配；三是供给与需求在数量上

不平衡，包括供大于求和供小于求两种情况。现实中，供求完全平衡的情况很少出现。当

供给与需求数量平衡而结构不匹配时，需要对现有的人力资源在结构上进行调整，而当供

给和需求数量存在差异时，则需要制定出相应的规划政策，以确保组织发展的各时间点上

供给与需求平衡。

（1）人力资源结构不平衡的调整措施。人力资源结构不平衡是指组织内某些职位的人

员过剩，而另一些职位的人员短缺。对于人力资源结构不平衡的调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未来通过企业内部人员的晋升和调任等，满足空缺职位对人力资源的需求。

2）对于即将发生的供过于求的普通人力资源，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前对其进行培训，提

高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以便未来补充到空缺的职位上。

3）按企业需要，一方面要从外部招聘企业急需的人员，另一方面对企业内部的冗员进

行必要的裁减。

（2）人力资源供大于求的调整措施。当预测的供给大于需求时，组织可以采用下列措

施进行调整。

1）按照组织战略需要，扩大经营规模或者开拓新的增长点，以增加对人力资源的需

求。例如，企业可以实施多种经营方式，吸纳过剩的人力资源。

2）进行战略性裁员或者辞退员工。这种方法虽然比较直接，但是由于会给社会带来不

安定因素，因此往往会受到政府的限制，所以提前准备和做足应对工作十分必要，包括鼓

励员工提前退休，也就是给那些接近退休年龄的员工以优惠的政策，让他们提前离开企业。

3）计划安排缩短员工的工作时间，实行工作分享或者降低员工的工资。通过这种方式

也可以减少供给。

4）考虑对富余员工实施培训。这相当于进行人员储备，为将来的发展做好准备。

（3）人力资源供不应求的调整措施。当预测的供给小于需求时，组织可以采用以下措

施来进行调整。

1）提前考虑从外部雇用人员，包括返聘退休人员。这是最直接的一种方法，可以雇用

全职的，也可以雇用兼职的，这要根据企业自身的情况来确定。如果需求是长期的，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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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全职的；如果是短期需求增加，就可以雇用兼职的或临时的。

2）从长期来看，提高现有员工的工作效率是增加供给的一种有效方法，提高工作效率

的方法有很多，例如，改进生产技术、增加工资、进行技能培训、调整工作方式等。

3）战略性保留，也就是降低员工的离职率，减少员工的流失，同时进行内部调整，这

些都是提高组织内部供给的有效方法。

4）越来越流行的外包必将为企业长期规划带来缓冲。将企业的部分业务或职能进行外包，

这实际上等于减少了对人力资源的固定需求，既为企业带来灵活性，同时还可以降低成本。

上述平衡供需的方法在实施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效果，例如，靠自然减员来减少供给，过

程比较长，裁员的方法则见效比较快。企业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不可能是单一的供求

数量不平衡或是结构不匹配，它们往往会相互交织在一起。例如，关键职位的供给小于需求，

但是普通职位的供给大于需求，因此，企业在制定平衡供需的措施时，应当从实际出发，综合

运用这些方法，努力使人力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在数量、质量以及结构上达到平衡匹配。

 SHRM 聚焦  华为战略人力资源规划的研究

华为是全球领先的电信解决方案供应商，

根据收入规模计算，截至 2011 年，华为已经成

功跻身为全球第二大综合通信设备供应商，目前

仅次于瑞典供应商巨头爱立信。目前，华为在全

球拥有超过 10 万的员工，为有效管理如此庞大

的人力资源队伍，显然华为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

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华为战略人力资源规划不仅

非常成功地支持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更

有力地支撑了企业战略的实施。

华为从战略的高度对员工的需求、招聘

任用、员工培训及职业生涯、人员流动和薪

酬福利等方面进行了成功的规划。可以说，

华为的战略人力资源规划值得国内外很多企

业借鉴和学习。

华为战略人力资源规划的成功经验

（1）《华为基本法》的制定让华为的人力

资源战略规划的制定、实施和评估及反馈都能

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实现由“人治”

向“法治”的转变，同时也确保企业战略人力

资源规划符合人力资源战略，从而与企业战略

有机结合，满足推进企业战略实现的需要。

（2）华为根据公司在不同时期的战略和

目标，深入分析企业人员的需求和供给状况，

进而为企业确定合理的人才数量和质量结构。

同时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在企业的人力资

源管理中引入竞争和选择机制。通过内部劳

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转换，促进优

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

置和激活沉淀层。

（3）重视校园招聘计划。在毕业生的招

聘和录用规划中，华为注重应聘者的素质、

潜能、品格、学历和经验等综合特征。坚持

选择最合适的而非最优秀的，根据企业已经

建立的任职资格认证体系和企业发展的需要，

来选择和确定最合适、最匹配的人才。同时，

华为还强调双向选择的原则，与应聘者平等、

客观地交流，双向考察，看彼此是否真正能

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

（4）华为强调人力资本的增值要始终优

先于财务资本的增值，因此非常重视人力资

源培训和开发规划，并将持续的人力资源开

发作为实现人力资本增值的重要条件。在公

司内部实行在职培训和脱岗培训相结合、自

我开发和教育开发相结合的人力资本开发形

式，并建立人力资源开发投入 - 产出评价体

系，以评估人力资源开发取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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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人力资源流动上推行一般员工能

进能出，管理人员能上能下的制度。每个华为

员工，通过努力工作以及在工作中增长才干，

都可能获得职务或任职资格的晋升。在晋升

规划中，华为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坚持公平竞

争，同时不拘泥于资历与级别，按公司组织目

标与事业机会的要求，依据制度性甄别机制，

对有突出才干和突出贡献者实施破格提升。

（6）员工考评规划的优越性。在华为，

员工和干部的考评实行纵横交互的全方位考

评。在一定的考评周期内，华为会按照明确

的目标和要求，对每个员工和干部的工作绩

效、工作能力及工作态度做例行性的考核与

评价。此外，还创新性地将沟通列入对各级

主管的考评中。

华为和众多高科技企业一样，都认识到

技术和管理的不断创新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

关键，而优秀的人才是实现这些创新的主体，

所以，人才越来越成为企业发展的根本。

资料来源：中国人力资源工作网。

  本章小结  

本章由人力资源战略引入，以案例为支

撑，为读者介绍了战略人力资源规划对于企

业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及相关内容。

人力资源战略强调人力资源对组织战略

目标的支撑作用，侧重于从战略层面考虑人

力资源的内容和作用。因此，人力资源战略

必须与公司战略相一致，发挥其在企业战略

管理中为组织战略分析提供相关信息、支撑

企业战略实施的主要功能，进而促进企业战

略的实现。此外，人力资源战略还需要与企

业竞争战略、企业战略、企业文化相匹配，

以充分发挥其对企业战略的支撑作用。

如果要保证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整个系统

正常运转，就必须认真做好人力资源战略规

划，而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实质就是在人力

资源供求预测的基础上制定出正确、清晰、

有效的人力资源政策和措施，以实现人力资

源的供求平衡，满足企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历经准备、预测、实

施和评估四个阶段，最终结果分为总体战略

规划以及业务规划两部分。其中，人力资源

供求预测运用德尔菲法、趋势分析法、技能

清单法、人员替补图法等制定对应的人力资

源政策和措施，最终实现供求平衡。

此外，人力资源战略规划作为战略人力

资源管理整体框架中的一部分，与工作分析、

招聘、培训、薪酬、绩效等人力资源管理职

能之间也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

  战略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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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术语  

人力资源战略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

  复习思考题  

1.  简述人力资源战略在企业战略管理中的主

要功能。

2.  简述如何进行人力资源战略与企业战略的整合。

3.  简述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内容、要点及程序。

4.  简述人力资源需求分析的影响因素及需求

预测方法。

5.  简述人力资源供给分析的影响因素及供给

预测方法。

6.  人力资源供需不平衡的分类及每种不平衡

可采取的调整办法。

  文献导读  

l.  An Aspirational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在过去的 30 年里，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并形成了一个确定

的研究领域。然而 SHRM 领域早期提出的、

具有潜在研究价值的一些重要概念并没有引

起应有的重视，可能是这些复杂的核心概念

难以在严格的实证研究中得以伸展。

  　　为了推动 SHRM 的持续发展，Jackson、 
Schuler 和 Jiang（2014）对 SHRM 的概念进行

了讨论，并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富

有想象力的研究框架指南。此外，Jackson、
Schuler 和 Jiang（2014）还对 SHRM 的演变

进行了回顾，从 SHRM 研究最初的 10 年

形成期，到之后的 20 年成熟的实证研究做

了研讨。最后，作者还就以往实证研究成

果与本文中提出的研究框架之间的沟壑进

行了总结，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建议。

资料来源：Jackson S E， Schuler R S， Jiang K.  
An Aspirational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Human Re-
source Management［J］ . The Academy of Manage-
ment Annals， 2014， 8（1）： 1-56.

2.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在过去的数 10 年里，战略人力资源管

理在研究领域和实践方面都逐渐成熟，目

前迫切需要对 SHRM 在研究领域和实践方

面所处的阶段和位置进行分析和评估。

  　　Becker 和 Huselid（2006） 发 表 在 Journal  
of Management 上的这篇文章阐述了未来 10
年关于 SHRM 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和研究方

向。其中，Becker 和 Huselid（2006）分为两

个部分分别对 SHRM 理论研究上存在的“黑

箱”和未来实证研究面临的挑战做了讨论。

关于前者，作者依据资源基础观指出，战略

的实施（strategy implementation）将在组织

HR 措施与企业绩效之间承担桥梁的角色，

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 HR 举措与

组织战略能力、运营过程等的匹配（f it）。同

时认为，HR 实践在注重匹配的过程中需避

免盲目的趋同性，同一 HR 实践在不同情

景下和不同组织间的效果也会存在差异。

差异化的匹配（differentiated f it）将成为

HR 实践创造和获取价值的重要方式。

资料来源：Becker B E， Huselid M A.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J］ .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6， 32 
(6): 898-925.

  应用案例  

优衣库那股骄傲劲儿，来自它的人才战略

优衣库以优质低价的特色打造出了一个

骄傲的品牌，但它骄傲的资本归根结底还在

于其独特的人才战略。创始人、社长柳井正

鼓励全体员工都要有独立思考的“头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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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手脚”，他说：“社长的话也不一定正确，

不能把社长的话当圣旨。如果一切都被认真

执行，公司一定会倒闭的。”

如今的优衣库是一家希望每个员工都可以

独立思考、畅所欲言的公司。但 20 世纪 90 年

代初可不是这样的，柳井正认为，并不强大的

优衣库如果让每个员工都独立思考，就会迷失了

前进标识，而公司想要提高销售额和利润，想要

扩大经营规模，就必须采用“独断行事的体制”。

如此思维理念主导的管理方式，自然就

是要很多员工去充当完美执行领导意志的“手

脚”，而非“头脑”。后来，随着公司的规模

越做越大，公司陆续在广岛和东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这种“一人说了算”的独裁经营体

制越来越行不通了。于是，优衣库的组织架

构和人才战略就开始重新调整。

要做“头脑”，而非“手脚”

柳井正所领导的优衣库数十年来都以“快

速”著称：快速思考、尽早决策、尽早执行、

快速承认错误、快速调整。为了实现在瞬息万

变的全球市场中做到速断速决，全球各地的情

况都有所不同，若总部把员工都当“手脚”来

用，那公司似乎只能因不能适应变化而死路一

条，并且“手脚”也不会一直满足于只做“手

脚”。因此，柳井正便鼓励公司从上到下、每

个员工都要做“头脑”，根据自己和公司遇到

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判断与执行。

店长是公司的主角，最具话语权

在优衣库，店铺是最核心的运营模式，

店长是公司的主角。柳井正曾根据自身经验

总结出雷打不动的 23 条经营理念，其中多次

强调：经营要顺应顾客的需求，创造顾客的

需求；经营必须以唯一与顾客直接接触的商

品和商场为中心。

因为零售店铺每天都要直接与各式各样

的消费者面对面打交道，满足他们种种不同

的需求，这自然就需要灵活性，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随时变化和调整。在运营过程中，就

需要赋予店长一定的权限。店长被赋予以下

权力：可以根据店铺的地理位置、客源层次，

自行调整和决定订货量；可以自主决定商品

陈列、店铺运营模式、广告宣传单的印制等。

既然店铺和店长是主角，那总部则是处

在支持、支援地位的配角。在总部和店铺的

中间，还有地区经理，他们的称呼是“主管”，

主要职责不是管理区域内的各店店长，而是

给店长提供协助、建议和支持。

当然，店长的职责也不仅是提高销售额

和利润，还要管理好自己的团队，使其融洽

和谐，同时还要培养优秀的副手，因为店长

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店里。也正因为优衣库

将店长推到公司主角的重要位置上，所以，

店长的收入还是很高的，如果做得好还会高

过公司总部的人。

实力主义和项目主义

所谓“实力主义”，就是把员工的实力作

为任用、考评时的唯一标准。这也是优衣库

23 条经营理念中的一条：“经营要光明正大，

赏罚分明，提倡彻底的实力主义。”也就是说，

对于员工，努力不努力工作、有无取得业绩、

取得业绩大小……都直接落在人事考评制度

的运用操作层面，相应地，员工也会每时每

刻在自己的工作中对照。

优衣库还提倡“无障碍的项目主义”，让

人才在不同的项目中更具协调性地完成工作。

这点不管对大公司还是初创公司来说都很重

要，因为在当下多变的环境里，公司的组织

也必须根据工作的需要和变化不断调整，打

破固化的组织结构，充分顺应顾客的需求，

而项目一旦达成，在取得预期效果后，就可

以解散组织形态了。

匠工程

柳井正认为，一家公司的管理者最好是

在 30 ～ 45 岁的人，因为这一年龄的管理者既

有了较丰富的工作和管理经验的积累，又正年

富力强，成长的欲望特别旺盛，工作也充满激

情，并能用激情去感染每个员工。因此，他启

用了很多年轻人进入管理层。柳井正曾说：“休

闲服装的市场真的很大。在这一巨大的市场需

求中，要制作出让广大消费者满意的商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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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努力显然是不够的。”于是，经历了各

种各样的探索，优衣库启动了“匠工程”。

优衣库的“匠工程”就是把那些年纪比

较大的，在缝制、染色等产品质量的重点把

控环节有丰富经验的熟练技术工招致麾下，

给他们很高的尊重和很好的待遇，让他们发

挥余热，把绝活儿教给更多的技术工，从专

业角度对产品质量问题进行监督和指导。

在产品设计方面，优衣库除了有设计

研究院吸纳人才外，还会选择更灵活的方

式，跟全世界优秀的设计师与创意人才合作

相关项目和产品，比如 2004 年跟建筑师安

藤忠雄、时尚设计师高田贤三合作，为雅

典奥运会日本运动员设计比赛服装，以及

2008 ～ 2011 年和 2014 年与德国极简主义设

计师吉尔·桑达两度合作，还有 2015 年与爱

马仕前创意总监的联名合作等，这些都是优

衣库灵活使用优秀人才的亮点。

资料来源：品途网。

讨论题

1. 优衣库的人才策略是什么？该公司的

具体用人方法是怎样孕育出来的？

2. 根据以上案例，你认为优衣库是如何

将其公司战略贯穿到人力资源管理中的？

3. 优衣库所采取的人力资源战略能否帮

助其在市场中获取竞争优势？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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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工作设计与工作分析

用人不在于如何减少人的短处，而在于如何发挥人的长处。

——彼得·德鲁克

  学习要点  

 ■ 工作设计与工作再设计的含义

 ■ 工作设计的方法

 ■ 工作分析的含义与原则

 ■ 工作分析的作用和意义

 ■ 工作分析的程序

 ■ 工作说明书

 ■ 工作分析的方法

  前沿探讨  

帮助你的团队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1998 年斯坦福大学有一项经典研究

预测：到 2020 年，科技的进步将使中等

职位大量减少，同时这些进步也会显著增

加高级经理的工作负荷，要求他们随时保

持 工 作 状 态。2017 年，Kronos and Future 
Workplace 的调查显示受调查的人力资源

经理中几乎一半（46%）的经理反映，有

20% ～ 50% 的离职员工是因为工作倦怠而

选择辞职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人力资

源经理也是为了解决工作倦怠程度高、员

工敬业度低、留用率低等导致的恶性循环、

超负荷工作。

在这样的情境下，员工和经理都前所

未有地呼唤工作生活的平衡，而以下六种

战略可以帮助你和你的团队成员建立起个

人边界，进而实现更好的工作生活的平衡。

和员工沟通，告诉他们组织成功是一

场马拉松而不是一次冲刺。如果工作事项风

险较高，而且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比如向市

场推出新产品），我们应该认识到为了实现

目标要有持久的忍耐力，速度不是长期成功

的衡量标准。你可以就此与团队成员进行沟

通，进行角色扮演并树立组织运营原则。

雇用足够的员工，让他们轮流休假。

员工可能生病、旅行或担负着照顾家庭成

员的义务，而你也可能有需要处理的个人

私事。如果你的团队在某位成员离开后便

会效率低下，那么这说明团队在人事安排

方面出现了问题。团队成员不会因某位成

员离开后而感到混乱，这样才有利于促进

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合作和效率的提升，

进而创造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和顾客增加值。

提醒员工我们都是人，有生理极限。

过多的工作可能导致睡眠缺失，这不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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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健康，还会对大脑思考问题、逻辑推

理和组织能力产生消极影响，这些消极影

响会蔓延到组织绩效、组织健康和财务表

现中。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工作时间合理

和按时锻炼身体有利于心理健康，并能够

优化工作表现、提升工作绩效。因此，你

应该鼓励团队制定规律、科学的工作时间

安排，以支持员工形成健康的生活节奏和

追求更高的团队绩效。

更公平地重新分配工作。一般来说，

经理往往会低估完成工作所需要的时间，

进而导致不合理的工作分配。这种错误的

估计可能导致高绩效的员工面临无尽的工

作任务（“鞭打快牛”），而不合理的工作分

配可能引起高绩效员工的过大压力和不愉

快。向员工重新分配工作可以减少工作倦

怠和辞职现象的出现，这也为团队其他成

员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

建立并维持个人边界。利用机会形成

更健康的行为习惯，健康的行为习惯会给

你带来很多不同的体验。通常，我们建立

并保持合理的个人边界也能给他人提供建

立个人边界的机会。例如，你在办公室以

外的地方思考状态最好。因此，每周一早

上你都不去办公室，并坚持不查阅邮件的

行为能对其他人起到暗示和引导作用，其

他团队成员也可以自由选择达到最佳工作

状态的行为模式。

揭穿自己有限的认知能力。你建立的

个人边界可能受到自己有限认知的影响。

例如，一位提供全球专业服务的公司合伙

人渴望自己在工作以外有明确的个人边界。

但卸下工作重担之后，她又发现没有进行

高强度的工作自己难以取得成功。通过观

察其他成功的管理人员如何根据自己的能

力来建立个人边界，她发现自己在认知方

面存在潜在的不足，并重新调整了个人边

界，减少了工作量并增加了私人的时间，

之后的良好工作状态也让她受益匪浅。

资料来源：Rebecca Zucker. Help Your Team Achieve  
Work-Life Balance——Even When You Can’t ［J］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7.

基于战略观点的工作设计（strategy-based job design）

工作设计与工作分析应纳入企业总体

战略管理进程中，企业一旦选择了一个战略

方向，人力资源从业者在设计和开发有利于

战略成功实施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时，才有

一个指导思想。因此，企业战略性工作设计

与工作分析意味着将目前和未来的职位与企

业的战略方向衔接。它要求通过工作分析达

到提高组织绩效的目的，以战略的视角看待

工作分析，使得工作分析具有前瞻性。因

此，通过战略性工作设计与工作分析来获取

信息，在当今的竞争环境下对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引 例

王强到底要什么样的工人

“王强，我一直想象不出你究竟需要什

么样的操作工人，”江山机械公司人力资源

部负责人李进说，“我已经给你提供了四位

面试人选，他们好像都满足工作说明中规

定的要求，但你一个也没有录用。”

“什么工作说明？”王强答道，“我所关

心的是找到一个能胜任那项工作的人。但

是你给我提供的人都无法胜任，而且我从

来就没有见过什么工作说明。”

李进递给王强一份工作说明，并逐条

解释给他听。他们发现，要么是工作说明

与实际工作不相符，要么是规定以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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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工作又有了很大变化。例如，工作说明

中说明了有关老式钻床的使用经验，但实

际中所使用的是一种新型数字式钻床。为

了有效地使用这种新机器，工人必须掌握

更多的数字知识。

听了王强对操作工人必须具备的条件

及应当履行的职责的描述后，李进说：“我

想我们现在可以写一份准确的工作说明，

以其为指导，我们就能找到适合这项工作

的人。让我们今后加强工作联系，这种状

况就再也不会发生了。”

通过接下来这一章的学习，我们会找

出王强认为人力资源部找来的四位面试人

选都无法胜任这项工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苏格拉底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必

须认清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不同的

人在从事工作的资质方面是存在个体差异

的，这就意味着不同的个人之间是存在能

力差异的。第二件事情：不同职业需要具

备不同独特资质的人来完成。第三件事

情：一个社会要想取得高质量的绩效，就

必须努力把每个人都安排到最适合发挥

他们资质的职业上。换句话说，一个社

会（或一个组织）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

获取与工作要求有关的详细信息（通过工

作分析来实现），并且这些工作要求还必

须与个人资质相互匹配（通过人员甄选来 
实现）。

3.1　工作设计

3.1.1　工作设计与工作再设计

当前，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对企业的一个重要挑战反映在组织设计上就是组织结构和

工作在安排与设计方面的不断更新，从而提高组织效率和企业的应变能力与灵活性。工作

设计是指为了达到组织目标，合理有效地处理人与工作的关系而采取的，对满足工作者个

人需要有关的工作内容、工作职能和工作关系进行的特别处理（Morgeson & Humphrey，
2006）。它是对工作进行周密的、有目的的计划安排，既要考虑员工具体的素质、能力等方

面的因素，又要考虑企业的管理方式、劳动条件、工作环境、政策机制等方面的因素。

工作再设计则是指改变某种已有工作任务或者改变工作完成方式的一个过程。为了有

效地进行工作设计，一个人必须全面地了解工作的当前状态（通过工作分析来了解）以及其

在范围更广的工作单位内部的整个工作流程中的状态（通过工作流程分析来把握）（宋培林，

2011）。只要获得了与工作单位以及工作本身所需完成任务相关的详细知识，管理者就可以

选择多种方式来对工作进行设计。

总之，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可以通过工作设计开发出评估过程来确保“合适”的人承担

适合的角色，也可以帮助员工看到他们自己是否有能力承担新角色（Grant，2007）。

3.1.2　工作设计的方法

从 20 世纪初至今，工作设计不断地发展，形成了一些能够为组织带来更高效率和更大

灵活性的方法，包括工作专门化、工作轮换、工作扩大化和工作丰富化等。组织基于不同的

战略发展目标，不断调整工作设计的方法，不断地从这些工作设计与工作再设计的方法中得

益，员工也受益于这些不断更新的工作设计，从而能够更轻松愉悦地高效工作。

1. 工作专门化

工作专门化（job specialization）是比较早期的一种工作设计。通过对动作和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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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被分解为若干个很小的单一化、标准化及专业化的操作内容与程序（Hsieh & 
Chao，2004），如图 3-1 所示。员工通过操作单一的工作或程序，增加了熟练程度，从而提

高了生产效率。

4321

图 3-1　工作专门化

工作专门化来源于亚当·斯密在 19 世纪后期提出的劳动分工的思想。亚当·斯密认

为，劳动分工是指个人专门从事某一部分的活动而不是全部活动，这样有利于提高工作效

率。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泰勒首先在企业中强调应用了工作专门化；亨利·福特也将其导

入他的汽车装配工厂，利用生产线作业管理方法，给生产线上的每个员工分配特定的、标

准化的、重复性的工作，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工作专门化通过严格区分工作，让每位员工以最有效的方式只从事一种工作活动，从

而避免了传统生产方式中许多无效的行为。通过分工明晰的原则，让员工依据明晰的权责

利关系来从事企业中程序化的工作，从而避免了工作中的盲目状态与事事都要请示的问

题；通过专业化的分工，让员工长期专注于某一领域内的工作，不仅有利于员工提高技能

与进行发明创造，还有利于组织开展员工甄选与培训工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资源

的浪费（Taveggia & Hedley， 1976）。工作专门化的诸多优势，确实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在很

长一段时期内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工作专门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逐渐显现出来，最终导致由工作专门化带来的员工非经济性超过了经济性的优势（Hsieh &  
Chao，2004）。为了避免工作专门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人们开始探求更适用的工作设计

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工作轮换、工作扩大化、工作丰富化等新方法应运而生（Hsieh & 
Chao，2004）。能够不断思考和改进这些方面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从人和工作的角度推

动组织发展，间接促进了这些企业战略的实现。

2. 工作轮换

工作轮换（job rotation）是为减轻员工对工作的厌烦感而将其从一个职位换到另一

个职位（Campion，Cheraskin & Stevens，1994）。工作轮换通常是指横向的轮换，即在

同一水平上工作的变化。工作轮换可依据具体情况和要求进行，比如当前的工作不再具

有挑战性时，可以让员工转向另一项工作，也可以使员工一直处于轮换的状态中。许多

实施意在高效呈现人才的战略开发规划中使用了工作轮换的方法，这可能包括直线职位

和参谋职位人员之间的轮换，通常也允许没有充分发挥潜力的员工向经验丰富的员工 
学习。

工作轮换并不改变工作本身的设计，只是使员工定期从一个工作转到另一个工作，因

此是一项成本较低的组织内部调整和变动，但是这样的安排却有着一定的战略意义。这是

因为，对员工而言，相比日复一日地重复同样的工作，工作轮换可以使员工更能对工作保

持兴趣和新鲜感，可以使员工从原先只能做一项工作的专业人员转变为能做许多工作的多

面手，增强员工的工作适应能力，进而满足他们职业选择与成长的需要，激励他们做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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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努力（Ortega，2001 ；Huang，1999）。对组织而言，工作轮换可以激发组织活力，储

备多样化的人才，以及增强部门间的协作，进而促进组织发展。相比没有实施这种安排的

企业，适时实施工作轮换的企业更能提高工作效率和组织的竞争力。日本企业广泛地实行

工作轮换，对于管理人员的培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Hsieh & Chao，2004）。但是，工作轮

换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它会增加培训成本，临时导致生产率的下降；其次，如果轮换

次数过于频繁，会导致员工工作稳定性差，进而不利于提高其忠诚度；最后，它依赖于完

善的工作轮换流程设计、绩效评价体系等，否则将难以发挥正常的效用。因此，企业在实

施工作轮换时应着眼于企业当时的战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用。

 SHRM 聚焦  　　工作轮换：启动人才“内引擎”的有效途径

随着中国市场商业环境的日渐成熟，

企 业 间 的 竞 争 也 日 益 激 烈， 人 才 逐 渐 被

企业所看重并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

源之一。因而企业加大了培训投入，以期

提高人员的素质与能力，其中岗位轮换被

认为是启动人才“内引擎”的最有效途径 
之一。

工作轮换是指企业有计划地按照大体

确定的期限，使员工或管理人员轮流担任若

干种不同工作的方法，以考察员工的适应

性，发展员工多方面的能力。同时，工作轮

换可以避免一个人在某个岗位上工作时间过

长而出现个人资源垄断，从而避免由此对企

业发展造成的潜在风险，保持组织机体的 
健康。

工作轮换是一种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

它为员工搭建了丰富的实践平台，激发员工

潜力，共享人才和智慧，给企业的人事结构

带来新生的活力，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不可

低估的正向作用。

互联网行业的工作轮换

近年来，国内互联网行业的管理人员工

作轮换频现。虽然此前高管轮换曾在全球许

多先进企业有过先例，如 IBM、摩托罗拉等

已有通过工作轮换制度，发展领军人才的成

功实践，但在国内的推行尚未成气候。互联

网行业作为中国经济中有代表性的新生力量，

在管理人员工作轮换上进行了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摸索和实践。

不同于过去数十人的技术团队，今天的

中国互联网企业已经大有不同。随着企业业

务范围扩张、规模不断增大，如何建立通畅

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和紧密的纵向部门合作，

避免患上“企业越大、效能越低”的大企业

病，是当今摆在互联网企业面前的一个亟待

解决的难题。

以阿里巴巴为例，员工人数已达 25 000
名。要驾驭这样一家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企

业，前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选择了用人事变

动来化解企业发展中的一个个难题。马云曾

说，他期待通过管理人员的轮换，培育和挖

掘出更多综合素质高、全局观念强、使命感

和价值观坚定的青年领导者，以支持和引领

企业未来的发展。2012 年上半年，阿里巴巴

发生了史上最猛烈的一次人事变动，22 位中

高层管理岗位大轮换，此次事件被认为是阿

里巴巴未来 3 年内运营及管理战略升级的先

导，意义重大。

当然，工作轮换的全面推行还需要一个

过程，一方面，按需匹配，工作轮换要求管

理人员在不同岗位上具有领导能力；另一方

面，按能匹配，改善不同岗位管理者的知识

和年龄结构。“选最好的人，上最好的岗位；

选适当的人，上适当的岗位。”从企业长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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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角度出发，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必然要求

企业管理人员工作轮换，从而激发管理人员

积极向上、认真履职的热情。工作轮换如能

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去，并成为常态，

必能形成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内在 
动力。

资料来源：中国财经网 http://f inance.china.com.
cn/roll/20130815/1728376.shtml。

3. 工作扩大化

工作扩大化（job enlargement）是增加员工工作任务的数量或变化性，是工作任务的水

平扩展（Zaniboni，Truxillo，Fraccaroli，et al.，2014）。工作扩大化扩大了工作范围，让

员工有更多的工作可做，如果说过去做一道工序，现在就扩大为做多道工序。例如，一个

原来只装尾灯的汽车装配线工人，后来既装尾灯，又装车尾的行李箱，工作范围就比原来

扩大了。又如，原来只更换机油的一个汽车机械工，现在既要更换机油，又要添加润滑油，

还要更换传动液，他的工作范围也扩大了。

这种工作设计由于不必把产品从一个人手中传给另一个人，从而节约了时间。更加重

要的是，通过增加某一工作的内容，减少了员工从事单一工作而产生的厌烦感，而且员工

通过学习和培训掌握更多的知识与技能，提高了工作兴趣。有研究表明，工作扩大化增加

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提高了工作质量（Hsieh & Chao，2004）。IBM 公司则报告称工作扩

大化导致工资支出和设备检查的增加，但这些费用因产品质量改进、员工满意度提高而抵

消；美国美泰克公司声称，通过实行工作扩大化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劳务成本，提高

了工人满意度，使生产管理变得更有灵活性。

20 世纪 60 年代，工作扩大化盛行一时，但此后员工对增加一些简单的工作内容仍不

满足，原因在于工作内容虽然增加了，但是在“参与、控制与自主权”方面没有增加任

何新东西，而且更多的工作量意味着更重的工作负担，在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培养挑战

意识方面没有太大意义。因此，许多企业积极寻求新的工作设计方法（Zareen，Razzaq & 
Mujtaba，2013），从而从提高人的工作能动性的角度促进组织竞争力的提高。

4. 工作丰富化

如果工作扩大化是一种工作职责在横向上的扩展，那么工作丰富化（job enrichment）
则是指对工作内容的纵向扩展和对工作责任的垂直深化。通过对工作内容和责任层次的改

变，向员工提供更具挑战性的工作（Uduji，2013）。工作丰富化与工作扩大化的根本区别

在于，后者是扩大工作的范围，前者则是工作责任的垂直深化，以丰富工作的内容。实施

工作丰富化，应该增加员工的工作要求，赋予员工更多的责任和自主权，不断与员工进行

沟通反馈以及对员工进行相应的培训等。

工作丰富化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 IBM 公司。20 世纪 50 年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对

工作丰富化感兴趣。然而，使人们对工作丰富化日益了解并越来越感兴趣的，则是 20 世

纪 60 年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德州仪器公司和皇家化学工业公司（Imperial Chemicals）
进行的经过广泛宣传的成功实验七。 工作丰富化使得员工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获得一种

成就感、认同感、责任感和自身发展，它能够增强员工对工作计划、执行和评估的控

制程度。工作丰富化的工作设计方法与常规性、单一性的工作设计方法相比，虽然要

增加一定的培训费用、支付更高的工资以及完善或扩充工作设施的费用，但提高了对

　参见 MBA 必修核心课程编译组：《人力资源：组织和人事》（上册），3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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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的激励和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进而提高了员工的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并降低了

员工的离职率和缺勤率等，给组织带来积极的影响。当然，工作丰富化也存在设计成

本高、遭遇阻力多等缺陷，这要求企业审时度势，谨慎推行。因此，从战略的视角来

看，企业按照自己的战略目标和方向以及员工的现况不断调整组织中工作的设计，通

过再设计，动态地适应组织发展的需要，始终保持员工效率、满意度以及组织效益的 
最佳状态。

 SHRM 聚焦  　　以海尔为例

海尔培训的一大特色是海豚式升迁。海

豚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海洋动物，它下潜

得越深跳得就越高。海豚式升迁是指企业注

重对员工素质的培育，提倡员工通过基层的

训练以获得升迁的机会。表 3-1 是传统的晋升

的程序。

表 3-1　传统的晋升程序

传统的晋升程序

1. 接班计划
公司或上级选拔员工，接受关于知识、技能和能力的培训，学习工作中需要的各项知识和技

能，接受个性化的指导，培养可能需要的各种能力

2. 岗位轮换 通过在不同岗位和部门工作与学习，提高各种技术和能力，理解整个公司的工作流程

3. 三级评价 评价上级、同级和下级同事，考察员工的服从力、执行力、领导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4. 环境分析 分析将来职位的工作程序环境、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比较其与个人的相符程度

5. 再培训 将员工自身的评价结果和分析结果通知本人，不适合的方面接受进一步的培训

6. 见习期 在正式晋升前考察，对新环境进行三级评价

7. 正式晋升 与前任交接工作，正式完成晋升

海尔具体的沉浮升迁机制是这样的：干

部向高层晋升时，不是让他马上到岗任职，

而是先让他去该岗位的基层锻炼。不管岗位

高低，只要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就要派他下

去；有的人各方面经验都有了，但综合协调

能力较低，也要派他到这些部门锻炼。如一

个员工进厂以后工作表现较好，但他是从生

产系统的班组长到分厂厂长步步晋升的；如

果现在让他去做一个事业部的部长，那么他

对市场系统的经验可能缺乏，就需要到一线

市场上去锻炼。

海尔另一特色性的人力开发思路就是届

满轮岗。从白色家电到黑色家电，海尔的产

品系列逐步扩张，经营范围也在逐步跨领域

发展。但是海尔集团内部的经营状况并不平

衡，企业与企业之间不仅有差距，有的差距

还很大，而且集团整体的高速发展也并不代

表每个局部都在健康发展。那些发展迟缓的

企业的干部没有动力，看不到自己与竞争对

手之间的距离，思维不能紧跟市场的变化，

于是就止步不前，但市场游戏规则是不进则

退的。随着集团的逐步壮大，越来越需要一

批具有长远目光、能把控全局整体、对多个

领域了解透彻的优秀人才。根据这种情况，

海尔集团提出“届满轮岗”的人员管理思路，

即在某一岗位上任期满后，根据集团总体目

标并结合个人发展规划，将其调到其他岗位

上就职。届满轮岗培养了一批全能人才，但

这也被很多年轻人认为是阻碍其直线晋升的

障碍。

资料来源：邹习文 . 赛马不相马［J］ . 现代企业

教育，2001（3）：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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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RM 聚焦  　　　　潮观点：你是“斜杠”青年吗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玛希·埃尔博尔曾

在 她 的 著 作 One Person / multiple careers 提

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专一

职业”这种无聊的生活方式，而是开始选择

一种能够拥有多重职业和多重身份的多元生

活。这些人在自我介绍中会用斜杠（slash）来

区分不同职业。原来，“斜杆”一词来源于英

文“ slash”。事实上，slash 不只是在国外流

行，国内一线城市也已经开始出现 slash 的身

影，并且他们的数量在逐渐增加。slash 成员

中有的是完完全全的自由职业者，依靠不同

的技能来获得收入，有的则有一份朝九晚五

的工作，在工作之余利用才艺优势做一些喜

欢的事情，来获得额外收入。slash 群体不再

满足单一的工作内容，他们追求工作内容的

丰富化。slash 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社

会发展到某个阶段会出现的必然现象。因此，

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会更加重视工作内容

的丰富化，也能更好地发挥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和主动性。当然，对于个人来说，这个时

代最重要的投资应该是“自我投资”，因为只

要你拥有扎实的知识功底、才华或者技能，

就可以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成为 slash 中的

一员，过上一种更接近人类原本生活状态的、

自主的、更多元化和有趣的，同时又能经济

独立的生活。

资料来源： 改编自 Marci Albohe, One Person / multiple  
careers, Grand Central Publication.2017。

3.2　工作分析

3.2.1　工作分析的含义

工作分析（job analysis）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基本工作，因此也是企业实施战略人力

资源管理的基础。它是指获得有关工作信息的过程（Morgeson，Spitzmuller，Garza，et al.，
2016）。通过工作分析，一个组织内的每份工作所包括的具体内容和责任得以清晰化，有关

因素得以全面、系统地被描述和记载，并指明担任这一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的知识和能力

（陈维政，余凯成和程文文，2004）。我们可以通过工作分析界定某一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差

异，运用通过工作分析得到的信息来制作工作说明书。具体来说，工作分析就是要为管理

活动提供与工作有关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可以用 6 个 W 和 2 个 H 加以概括。

 ● who——谁从事此项工作？其包括责任人，以及所需人员的学历、知识、技能、经

验等资格要求。

 ● what——做什么？其包括确定工作内容与工作职责。

 ● whom——为谁做？即顾客是谁？这里的顾客不仅指外部顾客，也指企业内部顾客，

包括与从事该工作的人有直接关系的人，如上级、下属、同事、客户等。

 ● why——为什么做？其包括工作对企业战略及从事者的意义。

 ● when——工作的时间安排是什么？

 ● where——这些工作在哪里进行？

 ● how——如何从事此项工作？其包括工作的程序、规范以及从事该工作所需的 
权力。

 ● how much——为此项工作所需支付的报酬或费用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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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工作分析的作用和意义

工作分析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几乎任何一项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都要用到工作分

析的结果（Raymond，2015）。

工作分析为其他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提供依据

工作分析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一个平台，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其他职能活动几

乎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见图 3-2）。

（1）工作分析为员工招聘提供了客观的

标准。企业在进行招聘时需要对拟招聘职位

的职责和内容进行准确界定，也需要明确任

职资格和要求，而这正是工作分析的两个主

要结果。换言之，工作说明书中的职位描述

与职位规范为员工招聘提供了客观的标准，

减少了主观判断的成分，有利于提高招聘的

质量。

（2）工作分析为员工的培训开发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员工培训的内容、方法应该与工

作任务的内容、职位所需要的工作能力和操作技能等相关，而工作分析对各个职位的工作

内容和任职资格等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因此可以提高员工培训的针对性、员工与职位的

匹配程度，进而提高培训与开发的有效性。

（3）工作分析为制定公平合理的薪酬政策奠定了基础。企业在制定薪酬政策时必须保

证公平合理，而工作分析对各个职位承担的责任、从事的活动、资格的要求等做出了具体

的描述，这样企业就可以根据各个职位在企业内部相对价值的大小给予相应的报酬，从而

确保薪酬的内部公平性。

（4）工作分析为绩效评价提供了客观的评价标准。绩效评价必须有客观的标准，而工

作分析对每一职位从事的工作以及所要达到的标准都有明确的界定，这就为绩效管理提供

了员工工作业绩的评定标准，减少了考核的主观因素，提高了考核的科学性。

（5）工作分析为职业生涯管理提供了基本依据。职业生涯管理必须通过促使员工的

职业发展来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双赢”，而工作分析正是通过对职位之间的相互联系、每

个职位所需的技能等多方面的研究与描述，为员工在组织内的发展指明了合适的职业发展 
路径。

（6）工作分析为员工关系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信息。员工关系管理的一个关键内容是确

保员工的劳动安全，而通过工作分析得到的关于工作的安全标准、程序和物理环境等信息，

有利于保证员工的劳动安全，进而为员工关系管理提供可靠的信息。

3.2.3　工作分析的基本原则

在工作分析的过程中一般要注意以下原则。

（1）对工作活动是分析而不是罗列。在工作分析过程中需要将获得的原始信息进行加

工，要“抓住主干，舍弃细枝末节”。在分析时，应当将工作分解为几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审查后将其重新进行组合，绝不是对任务或活动的简单列举和罗列。例如，对公司前台服

务员接转电话这项职责，经过分析后应当描述为“按照公司的要求接听电话，并迅速转接

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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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应的人员那里”，而不应该将所有活动都罗列出来，描述为“听到电话铃响后，拿起电

话，放到耳边，说出公司的名字，然后询问对方的要求，再按下转接键，转接到相应的人

员那里”。

（2）针对的对象是工作职责本身。工作分析关注的是与被分析的工作有关的职责情况，

而工作者本人之所以被涉及，仅仅是因为他通常最了解情况。例如，某一工作本来需要本

科学历的人来做，由于各种原因，现在是由一名中专生来做的，那么在分析这一工作的任

职资格时就要将学历要求规定为本科，而不能根据现在的状况规定为中专。

（3）分析要以当前工作为依据。工作分析的任务是为了获取某一特定时间内职位的情

况，因此应当以目前的工作现状为基础来进行分析，而不能把自己或别人对这一工作的工

作设想加到分析中。只有如实反映目前的工作状况，才能够据此进行分析判断，发现工作

设置或职责分配上的问题。此外，工作说明书必须反映所分析职位的真实情况，不能掺杂

主观因素或含糊不清。

（4）工作分析的经常性（动态性）。工作分析的结果要根据战略意图、环境的变化、业

务的调整，经常性地进行调整。所以工作分析是一项常规性的工作，做好以后并非一成不

变，要随着组织的变化进行调整。

3.3　工作分析的程序和工作说明书的编写

3.3.1　工作分析的程序

工作分析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周密的准备，以及科学、合理的操作程序

（Raymond，2015）。一般来说，工作分析的整个过程包括准备、调查、分析和完成四个阶

段（见图 3-3）。这几个阶段相互联系、相互衔接并相互影响。

图 3-3　工作分析的程序

1. 准备阶段

这一阶段要完成以下主要任务。

（1）确定工作分析的目的。确定工作分析的目的就是明确工作分析要解决的问题是什

么，其用途是什么。工作分析的目的直接决定了工作分析的重点、需要收集的信息类别以

及采用哪些方法收集信息。

（2）成立工作分析小组。工作分析应由专业人士负责操作，并赋予小组成员相应的活

动权限，以保证工作分析协调和顺利地进行。工作分析小组一般由以下三类人员组成：一

是企业的高层领导；二是工作分析人员，主要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和熟悉本部门情况

的人员；三是外部的专家和顾问，他们具有这方面的丰富经验和专门技术，有利于保证结

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3）对工作分析人员进行培训。为了保证工作分析的效果，一般还应由外部的专家和

顾问对工作分析小组成员进行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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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做好其他必要的准备。由于工作分析涉及诸多部门及人员，因此在开展工作分析

之前，还需协调好各部门及其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做好员工的心理准备工作，建立起友好

的合作关系。

2. 调查阶段

这一阶段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项。

（1）设计调查方案。根据工作分析的目的，制定工作分析的时间计划进度表，并选择

和确认工作分析的内容与方法等（工作分析方法的内容将在下一节进行介绍）。

（2）收集工作的背景资料。背景资料包括组织架构图、工作流程图、国家职位分类标

准、国家职业分类标准、过去的工作分析资料以及工作说明书等。

（3）收集需要被分析工作的相关信息。工作信息的来源包括工作执行者、管理者、顾

客、工作分析专家、职业名称词典等多个渠道。在调查过程中应保持严谨客观的态度，科

学地选取有代表性的样本，保证工作信息的准确性。工作分析中需要收集的信息主要包括

以下几类。

 ● 工作活动，包括承担工作所必须进行的与工作有关的活动与过程、活动的记录、进

行工作所运用的程序以及个人在工作中的权力和责任等。

 ● 工作中人的活动，包括人的行为，如身体行动以及工作中的沟通；作业方法分析中

使用的基本动作；工作对人的要求，如精力的耗费、体力的耗费等。

 ● 在工作中所使用的机器、工具、设备以及工作辅助用品。

 ● 与工作有关的有形和无形因素，包括完成工作所涉及或者需要运用的知识；工作中

加工处理的材料；所生产的产品或所提供的服务。

 ● 工作绩效的信息，包括工作标准或衡量要素等，如完成一项工作所花费的时间。

 ● 工作的背景条件，包括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的物理条件等。

 ● 工作对人的要求，包括个人特征，如个性和兴趣、所需要的教育与培训水平、工作

经验等。

3. 分析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分析调查阶段所获得的信息，运用科学的方法找出各个职

位的主要成分和关键要素。

（1）整理资料。将收集到的信息按照工作说明书的各项要求进行归类整理，看是否有

遗漏的项目，如果有就再返回上一个步骤，继续进行调查。

（2）审查资料。工作分析小组的成员要一起审查、核对和确认经过整理的资料，修正

信息中的不准确之处，使工作信息更为准确和完善。

（3）分析资料。对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归纳和总结出编写工作描述与工作规范所需要

的材料及要素，创造性地揭示出有关工作和任职者的关键信息。

4. 完成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规范和信息编制工作说明书，并对整个工作分析过程进行总结。

（1）编写工作说明书。根据分析阶段归纳和总结出的相关材料和要素，草拟工作描述和

工作规范，并将之与实际工作进行对比，认真检查工作说明书，分析并评估其中所包含信息

的完整性及准确性，查遗补漏，经多次讨论、反馈和修订，直至形成最终的工作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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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工作分析的结果运用于人力资源管理以及企业管理的相关方面。让工作分析及

工作说明书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在这项工作结束后，就将工作说明书束之高阁。

（3）总结整个工作分析过程。找出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以后的再次工作

分析提供参考依据。

需要强调的是，工作分析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所以，企业绝对不能有一劳永

逸的思想，而应根据企业的发展变化随时开展这项工作，要使工作说明书能够及时反映职

位的变化情况。

随着科技的发展，公司越来越强调团队合作，描写工作说明书的参数越来越少，而共同

点越来越多；传统的工作分析强调对工作职责的界定要进行严格区分，而现实中的工作却又

是紧密联系的。尽管如此，工作分析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有重要意义。但随着时代的迅速

变化，相比于传统的工作分析，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将更青睐“以能力为模式”的工作分析。

3.3.2　工作说明书的编写

工作说明书是工作分析的最终成果之一，包括工作描述（job description）和工作规范

（job specif ication）两方面的内容。工作描述反映了职位的工作情况，是关于职位所从事或承

担的任务、职责以及责任的目录清单，也可称作 TRDs（task，responsibility，duty）；工作规

范反映了职位对承担这些工作活动的人的要求，是人们承担这些工作活动必须具备的知识、

技能、能力和其他特征的目录清单，也可称作 KSAOs（knowledge，skill，ability，others）。
一般来说，一份内容比较完整的工作说明书应包括以下这些项目：①工作标识；②工

作概要；③履行职责；④业绩标准；⑤工作关系；⑥使用设备；⑦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 
⑧任职资格；⑨其他信息。其中，第①～⑦项都属于工作描述，第⑧项任职资格属于工作

规范。下面结合这些项目来具体解释应该如何编写工作说明书。

1. 工作标识

工作标识好比一个标签，让人们对该项工作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一般要包括以下几项

内容：工作编号、工作名称、所属部门、直接上级和职位薪点。

工作编号主要是为了方便工作的管理，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应包含的

信息。例如，在某企业中，有一个工作的编号为 HR-03-06，其中 HR 表示人力资源部，03
表示主管级，06 表示人力资源部全体员工的顺序编号。

工作名称应当简洁明确，尽可能地反映工作的主要职责内容，工作名称中还要反映出这

一工作的职务，如销售部总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招聘主管、培训专员等。在确定职位名

称时，最好按照社会上通行的做法，这样既便于人们理解，又便于在薪酬调查时进行比较。

职位薪点是工作评价得到的结果，反映了这一职位在企业内部的相对重要性，是确定

这一工作基本工资标准的基础。关于如何得到薪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详细介绍。

2. 工作概要

工作概要就是要用一句或几句比较简练的话来说明这一工作的主要工作职责，要让一

个对这一工作毫无了解的人一看工作概要就知道它大概承担了哪些职责。例如，人力资源

部经理的工作概要可以描述为：“制定、实施公司的人力资源战略和年度规划，主持、制定、

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政策，指导解决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努力提

高员工的绩效水平和工作满意度，塑造一支敬业、团结协作的员工队伍，为实现公司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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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目标和战略意图提供人力资源支持。”

3. 履行职责

履行职责就是职位概要的具体细化，要描述这一职位承担的职责以及每项职责的主要

任务和活动。在实践过程中，这一部分是相对较难的，要经过反复实践才能准确把握。首

先要将职位所有的工作活动划分为几项职责，然后再将每项职责进一步地细分，分解为不

同的任务，这一过程可以用图 3-4 表示。

1.0

2.0

4.0

3.0

1.1
1.2

1.3

图 3-4　工作履行职责的分解示意图

例如，大学教师从事的活动划分成教学、研究、指导学生和社会服务等职责。然后，

继续对每项职责进行细分，例如，教学这项职责可以细分为课前备课、课堂讲授、课后

批改作业和期末进行考试这四项任务；研究这项职责可以细分为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编

写书籍和参加学术研讨会这三项任务。将工作活动分解完之后，就要针对每项任务进行 
描述。

4. 业绩标准

业绩标准就是职位上每项职责的工作业绩衡量要素和衡量标准，衡量要素是指对于每

项职责，应当从哪些方面来衡量它是完成得好还是完成得不好；衡量标准则是指这些要素

必须达到的最低要求，这一标准可以是具体的数字，也可以是百分比。

例如，对于销售经理这一职位，工作完成的好坏主要表现在销售收入、销售成本方面，

因此它的业绩衡量要素就是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至于收入要达到多少、成本要控制在多少

就属于衡量标准的范畴了，可以规定销售收入每月 100 万元，销售成本每月 30 万元。再如，

对于人力资源的薪酬主管，衡量其工作完成的好坏主要看薪酬发放是否准确、及时，因此其

业绩衡量要素就是薪酬发放的准确率和及时性；至于准确率要达到多少、及时性如何表示就

是衡量标准的范畴了，可以规定准确率要达到 98%，薪酬迟发的时间最多不能超过 2 天。

5. 工作关系

工作关系就是某一工作在正常工作情况下，主要与企业内部哪些部门和工作发生工作

关系，以及需要与企业外部哪些部门和人员发生工作关系。这个问题比较简单，需要注意

的问题是，偶尔发生联系的部门和职位一般不列入工作关系的范围之内。

6. 使用设备

使用设备就是工作过程中需要使用的各种仪器、工具、设备等。

7. 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

这方面包括工作的时间要求、地点要求以及工作的物理环境条件等，以上内容属于工

作描述的范畴。工作描述是否清楚明了，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测试。编写工作描述的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72

分析人员可以问自己：“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职位的人看了工作描述之后，如果让他来

从事这一职位的工作，他是否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以及如何去干？”如果不能得到肯定的答

案，那就说明这份工作描述还需要继续修改。

8. 任职资格

这属于工作规范的范畴。对于任职资格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

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一般来说，任职资格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所学的专业、学

历水平、资格证书、工作经验、必要的知识和能力以及身体状况。需要强调的是，不管任

职资格包括什么内容，其要求都是最基本的，即承担这一职位的最低工作要求。

9. 其他信息

这属于备注的性质，如果还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但又不属于工作描述和工作规范

的范围，可以在其他信息中加以说明。

 SHRM 聚焦  一份工作说明书引起的出走事件

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 R 小姐虽没有做到

HRM 级别，但公司对 HR 工作极为重视，R
小姐在此公司任职的 3 年中积累了较丰富的

HR 经验，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经验。

不久前，因经济环境影响公司大面积裁员，R
小姐不幸身列其中，于是开始寻求职业生涯

第二次发展的机会。

很快，一位朋友推荐一家小公司给她，

声称此公司在寻找人力资源经理，并把 JD
发送给她，JD 中明确列出了四条 HRM 通用

的任职资格和工作描述，另外加注有一定的

行政经验者优先。由此 R 小姐得出，此职位

相当于人力资源行政经理，重点在人力资源

各个模块的运用，和自己之前经历相符，同

时其本人也期望得到一个全面掌控 HR 工作

的机会，由此看来，此机会很适合自己的 
发展。

不出所料，面谈进展很顺利，薪水 5 000
元，虽低于之前的 5 500 元，但 R 小姐并不

介意，一周后正式入职。在入职 10 天后，R
小姐却主动提出离职，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这

家公司。

短短 10 天，是什么让 R 小姐的态度瞬时

转变呢？经友人了解，R 小姐很胜任此工作，

并在一周内将全公司的绩效考核体系搭建起

来，马上就要实施，此时却得到了减薪的通

知，令她十分费解，她找投资方大老板进行

沟通。

这次沟通直接导致她对工作及公司失去

了信任。原来，大老板不但对其所做的工作

不认可，同时明确表示自己所需要的只是一

个行政人员，相应的薪水并不能给到之前谈

好的 5 000 元，需要减薪至 3 000 元左右。

对此，R 小姐很愤怒。用 R 小姐的话说，

行政的工作和人力资源的工作在老板眼里原

来是一回事，这对她的工作专业度是一种侮

辱，这种看低 HR 工作的老板和公司，是不值

得一起共事的。同时，R 小姐对公司出尔反尔

的态度很费解，“说实话，如果刚开始谈的是

3 000 元，我也不会完全拒绝，毕竟工作内容

对我以后的发展有很大帮助，也是一种挑战，

现在突然要求减薪，我不能接受”。

抛开薪水不谈，作为 HR 从业者相信会很

理解 R 小姐的遭遇，这种理解可能更多的是

在同行之中，换言之，如果这种遭遇放在其他

岗位的从业者身上，我们是否也会报以同样的



第 3 章　工作设计与工作分析 73

心情和态度呢？毕竟，这种问题的出现不仅仅

是因为老板，还有负责招聘的 HR，都或多或

少存在某些招聘和用人上的分歧或失误。

当然，R 小姐的遭遇同样有 HR 的责任，

我们可以说 HR 不专业，但不专业可以慢慢

变得专业，这是小问题，关键是 HR 需要完

全明白老板对这个职位怎么看、怎么想，我

认为这并不完全属于专业范畴的问题，这

是几乎所有公司的 HR 每天都要应对的重要 
问题。

追根溯源，R 小姐的遭遇，从企业方招

聘角度来讲，是工作说明书设计的失败。但

隐藏在一行行任职资格和工作描述背后的诸

多因素，才是导致招聘失败的关键因素。

工作说明书，相信专业的 HR 是可以写

得很漂亮的，但这种漂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

和“不实际”概念偷换。这种不实际在真正

工作中会有很多表现，如“公司的财务人员

同样肩负着行政的职责”“以绩效和培训见长

的 HR 在 80% 的时间里忙于处理员工关系问

题”“拥有丰富的医药领域客户资源的销售总

监长时间地带领团队维护 FMCG 客户”……

归纳一下，招聘的失败往往体现在企业对人

选的不满意，或者人选对职位设置的不理

解，要么大材小用，要么小材大用，要么边用 
边看。

对于出现过这种问题的企业及 HR，试问：

1. 老板的想法你是否真正领悟？

2. 职位对公司的重要性你是否真正理解？

不清楚老板的意图，怎么能去写工作说

明书；公司需要这个工作解决什么问题你都

不清楚，怎么能去写工作说明书？

如果你想很轻松地完成工作说明书的设

计，那么以上两点必须要搞清楚，同时，切

忌从网站上或者大纲里随便摘抄或组合一些

条条框框组成一个 JD，这是最平常又是最忌

讳的做法。

如何省时省力做出一个有效的工作说明

书呢？在回答并实践这个工作前，切记抛弃

一些传统的思维方法和习惯。

1. 抛开“超人”理念

做 HR 的都明白“人职匹配”，这和“超

人”是两个相反的论调，老板总在想，要是

这个人能帮我解决 ABCDE 这些问题那就轻

省了。这种想法固然可以理解，但 HR 千万

不要跟着老板的想法走，找一个真正能解决

企业某个问题的牛人就足够了，老板和你的

考虑角度不同。虽然两个思路殊途同归，都

是为了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但 HR 相对

于老板，不能过于理想化，世界上本不存在 
“超人”。

2. 抛开“优秀”，回归“适合”

世界上优秀的人很多，但是你的公司人

员有限，夸张地说，如果为了一个优秀的人

而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最后只能让自己债

上加债。人是有底线的，企业同样也有。相

信有不少 HR 都有这样的经历，很高兴地招

进一个优秀的人，但落实到工作上只是用了

他的一小部分能力，这反而会招来很多怨言。

小庙供不了这龛大佛，问题是，如果佛稍微

大一点，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欢欢喜喜抱回家了。

所以说，优秀并不代表合适，只要明确

哪些人适合公司发展需求，就是一种成功。

另外，请不要跨阶段用人，先解决眼前的问

题，或者 3 年之内的问题，3 年之后，企业发

展到什么阶段，有什么需求，再选择相应的

人来依靠。眼光太超前而脱离了当下，未必

是好事。

3. 抛开“漂亮”，注重实用

如前所述，在 JD 的设计及撰写过程中，

漂亮的东西大家都喜欢，但这种不合理的漂

亮有时候更像是一颗重磅炸弹。

老板看着很漂亮，应聘者看着也觉得漂

亮，不经意间双方对于工作的预期会攀高，

老板会说：“这么优秀的人，真不错！”应聘

者会说：“这么好的机会，真不错！”结果可

想而知，双方都觉得很冤：“为什么会是这

样？”故抛开“漂亮”字眼，注重实用、真实，

才有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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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禁止“刨坑”，实事求是

“刨坑”的目的在于有更多的应聘者，HR
普遍认为基数大了，就离招聘成功不远了。

这种方式对于中低端职位应聘者有较强的引

诱力，但对于高端人才，这种做法容易让这

个机会脱离他们的视线。

试问，一个销售副总裁的 JD 上需求人数

一栏写着 5，是否会有很好的招聘效果呢？这

无异于传达给应聘者一个信号——弱化了工

作内容及职责权限，薪水也不会很高。

高端人才对于新机会的选择在于价值

体现，而这种“刨坑”的方式明显是在告

诉他们“你的要求，我们没有”。他们会认

为，这样的机会很难体现出自身的价值，而

这样的人往往也不缺少机会，起码从这种

方式来看，他们实在没有选择这个机会的 
理由。

所以在招聘高端职位时，为了体现你们

对人才的重视，也为了展现自己公司的实力，

请务必不要“刨坑”，实事求是地将需求人数

写明（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超过 2 个），反而会

起到事半功倍的招聘效果。

在明确以上几点问题后，如何有效地做

工作说明书呢？如前所述，专业的 HR 都会写

职位说明书，而且都可以写得漂亮实用，但

为了使职位说明书更为有效果，功课一定要 
做足。

前期准备

1. 了解公司

为什么要了解公司？因为同样的人在

不同的公司或多或少会有着不同的表现。对

公司的了解主要体现在组织架构、业务领

域、目前发展状况、管理层和企业文化等几

方面。其中组织架构能帮助你确认职位所

处的部门情况、团队情况及相关部门内部

协调情况；业务领域能帮助你确认公司主要

发展方向和在行业内公司排名等情况；目前

发展状况可以帮助你对目前公司需要的人才

取向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对管理层和企业文

化的了解可以让你清楚老板喜欢什么样的

人，以及什么样的人可能更适合公司氛围等 
问题。

2. 了解问题

这里所说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一点，公司

遇到了什么问题才考虑进行该岗位的招聘，

这对于工作说明书的设计至关重要。需要注

意的是，公司通常会遇到很多问题，这需要

招聘 HR 分清主次，找到问题的关键点，最多

不能超过 2 个，否则会导致工作说明书设计

要点过多，从而降低招聘效果。

3. 了解相关工作在行业中的人才分布及

薪水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同行业相关

工作的人才分布及薪酬结构，可以在 JD 设

计上抓住人才的需求点，实事求是地“引诱”

我们的目标人才上钩，提升招聘成功率。

4. 密切保持同老板及用人部门的沟通

在对以上问题准备充分后，千万别急于

开始工作说明书的设计及撰写工作，为了使

招聘更有效果，你务必要同老板和用人部门

保持密切沟通。充分了解老板对职位的认识

和期望，同时对用人部门领导的意见和建议

给予足够的重视。

对于老板和用人部门之间所存在的分歧

性意见要利用自己之前所做的功课进行鉴别，

并适时给予双方相应的影响，让他们知道什

么要求是不现实的，什么要求是现在没必要

考虑的，力争和双方都取得共识，并且得出

招聘需求关键点，也就是关键胜任素质。需

要说明的是，关键胜任素质即职位的关键点，

这个人过来目前要解决公司什么问题，务必

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

工作说明设计

结合上述分析，JD 的设计及撰写主要体

现在以下两点：

1. 层次分明，条理清楚，言简意赅

职位说明和任职资格两方面，分别从工

作内容和胜任特征加以说明。两方面都要做

到条理清晰，语言简练，各方面的条件保持

在 5 ～ 8 条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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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说明部分的前 3 条要做到将此职位

重点的工作内容完全阐述清楚，让应聘者明

白工作的重点以及到公司主要解决的问题。

之后的几条再按照工作内容的强度和时间比

例排序，使职位说明主次分明、清晰明确。

任职资格部分可分为硬件和软件，硬件

为胜任此工作所需具备的从业时间，经验及

教育背景以及语言等特殊要求，软件更多是

对性格、素质等方面的描述。

2. 关键点明确

所谓关键点就是此人的关键胜任要素，

也分为硬件和软件，根据每个公司综合考虑

自身因素后对职位的理解不同而有所区别。

就 R 小姐遭遇的工作说明而言，传达给

她的信息是 HR 工作第一，行政只是辅助，如

果 HR 在进行职位说明的设计和撰写之前能够

充分领悟老板的意图，并且加以合理地判断，

应该可以规避工作说明书上的重大错误，将

此工作的关键点放在行政这块，就不会出现

R 小姐遇到的这种事情。

综上所述，工作说明书的设计并不是

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也不是仅仅能写出

很“漂亮”的工作说明书就可以取得很好的 
效果。

真正要做好工作说明书的设计，不仅

需要对本公司有很好的认知，而且要注重与

老板和用人部门的密切沟通，并且一定要具

有“人职匹配”的专业视角，结合自己对工

作的理解和认知，做出高效实用的工作说明

书，为企业和人才真正地起到第一座桥梁的 
作用。

资料来源：中国人力资源网。

3.4　工作分析方法

工作分析的目的和内容确定后，就应该选择适当的工作分析方法。工作分析方法主要

有定性和定量两种：定性方法包括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关键事件法（CIT）、工

作日志法与工作实践法等；定量方法主要有美国公务员委员会工作分析法、工作分析问卷

法（PAQ）、管理职位描述问卷法（MPDQ）、美国劳工部工作分析方法（DLTA）、功能性职

务分析法（FJA）以及弗莱希曼职位分析系统法（FJAS）等。

3.4.1　定性方法

定性方法收集的信息以定性信息为主，叙述较多，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虽然定性方

法存在一定的缺陷，但由于许多工作任务和活动很难全部定量化，也不容易有绝对客观的

标准，因此该类方法仍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定性方法。

1. 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在工作现场直接观察员工工作的过程、行为、内容、工具等，并进行记

录、分析和归纳总结的方法。观察法是最早被使用的工作分析方法之一，也是最简单的一

种分析方法。观察法包括观察设计和观察实施两个步骤：一是设计阶段，要确定观察内

容，观察内容要准确反映工作分析的目的，而且易于观察，此外应根据观察内容制定观察

提纲（见表 3-2），以确保观察准确、高效；二是实施阶段，要根据事先确定的观察内容及

提纲，对工作人员的工作过程进行认真观察，深入了解工作程序、环境、体力消耗与工

作中所使用的工具设备等，并将观察到的结果适时记录下来。在现场观察时，观察人员

应尽量不引起被观察者的注意，更不应该干扰被观察者的工作，以保证观察的真实性与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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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工作分析观察提纲示例

年　　月　　日

被观察者姓名： 观察者姓名：

工作部门： 工作类型：

观察内容：

1. 工作准备时间从　　　　到　　　　

2. 什么时间正式开始工作？

3. 上午工作多少小时？

4. 上午休息几次？

　　第一次休息时间从　　　　到　　　　

　　第二次休息时间从　　　　到　　　　

5. 上午完成多少件产品？

6. 上午上过几次厕所？

7. 与哪些同事交谈？

8. 交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9. 与同事交谈几次？每次交谈几分钟？

10. 室内温度、湿度

11. 工作时间喝了多少水？

12. 什么时候开始午休？

2. 访谈法

访谈法是与任职者或相关人员一起讨论被分析职位的特点和要求，从而取得相关信息

的方法。访谈法是目前国内企业运用较广泛、相对更加成熟与有效的方法。它一般有三种

类型：对任职者进行个别访谈，对做同种工作的任职者进行群体访谈，对了解被分析工作

的主管人员进行访谈。运用访谈法要注意几个关键点：一是培训访谈人员，培训内容包括

访谈的目的、内容、安排与技巧等；二是选择访谈对象，访谈对象必须有代表性，尽量选

择那些最了解工作内容、最能客观描述职责的员工；三是确定访谈提纲，经验表明，事先

熟悉甚至背诵访谈提纲，将有助于访谈者掌握主动权，将精力集中到倾听、观察、思考、

追问和记录上；四是注意运用访谈技巧，例如，尽量营造轻松、愉快、畅所欲言的气氛；

善于温和地驾驭谈话，纠正跑题；发现遗漏或含糊之处，要请对方补充或澄清；重视非言

语交流，观察对方的行为、表情等，以便综合评估访谈信息。

其中，访谈提纲包含的问题主要有：

 ● 你平时需要做哪些工作？

 ● 主要的职责有哪些？

 ● 如何去完成它们？

 ● 在哪些地点工作？

 ● 工作需要怎样的学历、经验、技能或专业资质？

 ● 基本的绩效标准是什么？

 ● 工作需要哪些环境和条件？

 ● 工作有哪些生理要求和情绪及感情上的要求？

 ● 工作的安全和卫生状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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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让任职者或相关人员以填写问卷的方式回答被分析职位问题的方法。问

卷调查法是一种应用非常普遍的方法，其基本过程是将现有的工作设计问卷分发给选定的

员工，要求在一定期间内填写，然后收回问卷以获取相关信息。这种方法成功的关键在于

问卷设计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一份周详的问卷可以将回答者可能造成的误差减至最小

（见表 3-3）。

表 3-3　调查问卷示例

调查问卷

一、基本信息

职位名称： 任职人员：

所属一级 / 二级部门：

直接主管职位： 主管上级职位：

直接下属职位（人数）

下属总人数： 现工作地点：

二、职责 / 工作内容与标准

1. 工作目的：（描述你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2. 工作职责：（请按照重要程度描述你现在工作的主要职责，列出 5 ～ 10 项）

3.  工作内容与标准：（你认为该项工作职责的具体工作内容有哪些，如何衡量你完成了该项工作职责，该标准需

量化、可实现）

三、工作职权 / 职业发展

4. 工作职权：请描述在此职位上员工为了完成工作职责，达到工作标准所需的权限范围

 □建议　□审核　□复核　□审批　□否决权　□监督　□执行　□组织其他权限

5. 该工作需要主管监督的程度（相对所叙选项，根据职责情况，请勾选一项）

 A. 所有异常状况均需向主管报备

 B. 每天向主管报告若干次，听取其指示

 C. 因为大部分的工作内容都是重复性的，所以遇到重大异常状况时才向主管报告

 D. 监督有限，工作指派之后，大部分的工作内容决定于任职者，有时候甚至由任职者来决定工作方式

 E. 只列出工作目标，由任职者自行决定工作方式

 F. 直接监督几乎没有，在公司一般政策的指导下，工作方式与协调均由任职者自行负责

6. 你认为你理想的职业发展途径是怎样的

 1）该工作在行政上的职位升迁途径

 2）该工作在业务上的专业发展途径

7. 为了实现该职位的职业发展途径，你认为需要在哪些方面对任职者进行培训

四、沟通关系 / 制度环境 / 工作环境

8. 沟通关系：你在该工作上需要沟通协调的内外部关系有哪些

 1）内部：该工作在公司内部与哪些部门存在什么样的工作关系，请列举

 2）外部：为了完成工作，你需要与哪些外部关系进行协调沟通，请列举

 沟通频率：4 一直　3 经常　2 有时　1 从未

9. 工作条例 / 流程：完成工作职责你需要哪些工作条例与流程来指导工作

 1）工作条例：

 2）工作流程：

10. 工作环境 / 条件：请描述你现在工作的环境以及你认为必需的办公条件

 1）工作环境：□室内　□室外　□其他

 你在工作时会暴露在什么不良环境中：□噪声　□尘土　□污浊空气　□意外事故

 每月你过夜出差大约几天：

 2）办公条件：（请列举你所使用的机器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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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工作中容易出现什么过失，上述过失如何发现

 如果未发现过失会有什么后果

五、任职资格

12. 你认为该工作的任职者应具备的最低要求是什么

 1）职称要求：□初级　□中级　□高级　□不限

 2）教育学历：□高中（中专）　□专科　□本科　□研究生及研究生以上

 3）经验资历：

 4）特殊要求：

13. 请你根据该工作的需要对于以下每一项胜任特征进行评分

 （5 分：非常需要　4 分：经常需要　3 分：有时候需要　2 分：极少需要　1 分：不需要）

 专业知识、学习能力、分析能力、团队建设、交流沟通

 计划、指挥、质量、谈判、应变

 协调、决策、影响、激励、辅导

 授权、客户、服务、主动性、责任心、诚信

 成就、动机、创新意识

请将得分为 5 分的项目进行详细说明，它为胜任该职位的必备条件（胜任特征）：如

交流沟通 5 分——优秀的语言与文字交流能力，能有效沟通各部门关系，人际关系较好

1）
2）

员工签名： 日期：

4. 关键事件法

关键事件法（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CIT）要求管理人员、员工以及其他熟悉工作

职务的人员记录工作行为中对他们的工作绩效来说比较关键的工作特征和事件，从而获得

工作分析资料的方法（Connelly，Ones，Davies， et al.，2014）。这种方法对每一事件的描

述内容包括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背景、员工特别有效或多余的行为、关键行为的后果、

员工自己能否控制上述后果。在大量收集这些“关键事件”以后，就可以对它们做出分类，

并总结出工作的关键特征和行为要求。

5. 工作日志法

工作日志法就是让员工以日记的形式按时间顺序记录工作过程，然后经过归纳提炼，

获得所需工作信息的方法（见表 3-4）。这种方法要求：①及时，在一天工作开始之前，员

工必须将工作日志放在手边，边做边记，切忌一天结束之后补记；②具体，其检验的标准

是一个对工作完全不了解的人，仅凭记录就能看明白任职者在做什么；③真实，不能弄虚

作假，日志关注的焦点是“工作”本身，不是对任职者的评价；④完整，若因工作原因中

途外出，要在出发前记下离开的时间，并在回来后的第一时间予以补记。

6. 工作实践法

工作实践法又称参与法，是指工作分析人员亲自参与工作活动、体验工作的过程，从

中获得工作分析的第一手资料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准确了解工作的实际任务及

对任职者的要求，适用于短期内可以掌握的工作，比如餐厅服务员，但是应用范围不广，

花费的代价也较高，不适用于操作技术难度大、需要大量训练以及有危险性的工作。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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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工作日志表示例（空表）

工作日志

姓名：

工作名称：

所属部门：

直接上级：

从事本业务工龄：

填写日期：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说明：

1. 在每天工作开始前将工作日志放在手边，按工作活动发生的顺序及时填写，切勿在一天结束后一并填写

2. 严格按照表格要求填写，不要遗漏任何细小的工作活动

3. 请你提供真实的信息，以免损害你的利益

4. 请你注意保管，防止遗失

日期 工作开始时间 工作结束时间

序号 工作活动名称 工作活动内容 工作活动结果 时间消耗 备注

3.4.2　定量方法

为了提高工作分析结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针对定性方法存在的问题，在这些方法

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一些新型的定量工作分析方法。下面来介绍几种应用比较普遍的定量 
方法。

1. 工作分析问卷法

工作分析问卷法（position analysis questionnaire，PAQ）是心理学家麦考密克耗费 10
年时间所设计的一种利用清单的方式来确定工作要素的方法。该问卷是一份包括 194 个问

项的标准化工作分析问卷。

 ● 信息投入——任职者从哪里以及如何获得完成工作所必需的信息。

 ● 脑力运用——在执行工作任务时需要完成的推理、决策、计划以及信息处理活动。

 ● 体力活动——任职者在执行工作任务时所发生的身体活动以及所使用的工具、设 
施等。

 ● 与他人的关系——在执行工作任务时需要与其他人发生的关系。

 ● 工作环境——执行工作任务时所处的物质以及社会环境或背景。

 ● 其他特点——除上面描述过的内容之外的与该职位有关的各种活动、条件以及 
特征。

在对某项工作进行分析时，工作分析人员首先要确定每个问项是否适用于被分析的工

作；然后根据六个维度（即信息适用范围、时间长短、对工作的重要性、发生的可能性、

适用性和特殊计分）对这些问项进行评价；最后需要将评价结果提交到工作分析问卷总部，

依靠那里的计算机程序得出报告，说明某种工作在各个维度上的得分情况。

2. 管理职位描述问卷法

管理职位描述问卷（management position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MPDQ）是专门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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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管理类工作而设计的一种结构化的工作分析问卷。该问卷由沃尔特 W. 托尔诺（Walter W. 
Tornow）和帕特里克 R. 平托（Patrick R. Pinto）编制。MPDQ 在调查方法和信息收集格式

上与 PAQ 相近，它分析的内容包括 208 项与管理者的主要职责密切相关的工作因素，这

208 项可以精简为以下 13 个基本工作因素。

 ● 产品、市场和财务计划，是指结合实际情况制订计划以实现业务的长期增长和公司

稳定发展的目标。

 ● 与其他组织及员工之间的关系协调，是指管理人员对自己没有直接控制权的员工个

人和团队活动的协调。

 ● 内部事务控制，是指检查与控制公司的财务、人力以及其他资源。

 ● 产品和服务责任，是指控制产品和服务的技术，以保证生产的及时性与生产质量。

 ● 公众和顾客关系，是指通过与人们直接接触的办法来维护和树立公司在用户与公众

中间的良好形象及声誉。

 ● 高级咨询，是指发挥技术水平解决企业中出现的特殊问题。

 ● 行动自主权，是指在几乎没有直接监督的情况下开展工作活动。

 ● 财务承诺许可，是指批准企业大额的资金流动。

 ● 员工服务，是指为忠诚的员工提供服务。

 ● 监督，是指通过与下属面对面的交流来计划、组织和控制这些人员。

 ● 复杂性及压力，是指在很大压力下保持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要求的任务。

 ● 高级财务职责，是指制定对公司绩效构成直接影响的大规模的财务投资决策和其他

财务决策。

 ● 广泛的人力资源职责，是指制定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

MPDQ 弥补了 PAQ 难以对管理工作进行分析的不足，进而能够区别处理组织内不同职

能或层次的管理工作，并为不同组织及工作间的管理工作提供分析比较的依据。它的主要

缺点是在分析技术类工作时显得不够具体、灵活性差、费时，而且效率偏低。

  本章小结  

在当今的竞争环境下，战略性工作设计

与工作分析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本章通过介绍工作设计与工作再

设计的含义，使读者理解工作设计在整个战

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的基础性作用。而工

作设计在发展中形成了一些典型的方法，包

括工作专门化、工作轮换、工作扩大化和工

作丰富化等。

工作分析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是获

得有关工作信息的过程。本书将工作分析所包

含的信息用 6 个 W 和 2 个 H 加以概括。通过

工作分析，主要解决“某工作应该做什么”“什

么样的人来做最适合”这两个主要问题。

在实际应用中，工作分析几乎是所有战略

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为其他人力资源管理活

动提供依据，并对企业的整体战略管理发挥着

重要作用。而工作分析的强技术性要求其必须

具备科学、合理的操作程序，同时也应遵循相

关原则。一般来说，工作分析的整个过程包括

准备、调查、分析和完成四个阶段。

工作分析的目的和内容确定后，应该选

择适当的工作分析方法。工作分析方法主要

有定性和定量两种。工作分析者可根据工作

分析目的、现有和所需要信息以及环境条件

等具体情况来确定究竟采用哪种工作分析方

法及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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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说明书是工作分析的最终成果之一，

包括工作描述和工作规范两方面内容，并且

应该做到关键点明确、层次分明、条理清楚、

言简意赅。真正做好工作说明书的设计，要

注重同上级和用人部门的密切沟通，并且一

定要抱着“人职匹配”的专业视角。

  战略导图  

  关键术语  

工作设计

工作再设计

工作专门化

工作轮换

工作扩大化

工作丰富化

工作分析

工作说明书

  复习思考题  

1. 简述工作设计的方法。

2. 试回答工作分析的原则、作用和意义。

3. 简述工作分析的程序。

4. 如何编写工作说明书。

5. 描述工作分析的方法。

  文献导读  

1.  Relational Job Design and the Motivation to 
Make a Prosocial Difference

  　　在工作和生活中活出精彩、活出不同

无疑是每个员工的梦想。为了更好地满足

员工的这一诉求，组织中关于激励员工亲

社会性差异（prosocial difference）的管理

实践也十分普遍，但在组织领域关于这一

激励来源的相关研究较稀少。

  　　组织和管理者如何激发员工表现出

亲社会性差异？ Grant（2007）从工作内

容（work context）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索。

Grant（2007）认为，赋予任务意义能显著

地提高对员工的激励水平，进而基于理论、

研究和实践的趋势，说明了工作设计可以

如何满足个人需求并激发出亲社会性差异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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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rant A M. Relational Job Design and 
the Motivation to Make a Prosocial Difference ［J ］ . Acade-
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 (2): 393-417.

2.  Career-related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Job Rotation

  　　工作技能的提升和工作经验的积累

在员工职业发展道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组织中对个人分配的岗位则是工作经

验的重要来源之一，因而工作轮换（job 
rotation）对员工的职业发展存在重要的作

用。但较少有研究和理论关注工作轮换或

者其他在职培训（on-the-job training）形式

对员工绩效、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

  　　Campion，Cheraskin 和 Stevens（1994）

构建并检验了涵盖工作轮换、职业发展潜

在前因和后果的概念框架，同时提出四个

假设，认为职业背景（工作年限、年龄、学

历、绩效）对工作轮换的频率（rate）和收

益（interest）存在积极影响，而工作轮换对

职业晋升（晋升频率和薪酬增长）、知识技

能（技术方面、商业、管理方面）、职业生

涯管理（收益和成本）又存在积极影响。同

时，作者基于 255 份样本对上述假设进行

了检验。

资料来源：Campion M A, Cheraskin L, Stevens 
M J. Career-related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Job 
Rotation ［J］ .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4, 37 
(6): 1518-1542.

  应用案例  

工作分析为何只能隔靴搔痒

D 公司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家大型工程

公司。近年来，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企业效

益大不如从前。经多方面查找原因，公司领

导者认识到目前公司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

尽管每个员工在公司的管理上都有一个职位，

但是各职位没有对应的详细说明。员工的工

作都由经理安排，以一个工作周为周期由经

理在每周一做口头安排，周末检查。经理就

遵循着安排工作、监督工作、检查进程的管

理顺序，员工则接受任务、完成任务、汇报

情况，一成不变。时间一长，员工倍感工作

枯燥乏味，工作效率也随之降低。

于是，公司决定先从理顺企业的工作关

系和工作职责入手来完善公司管理流程，订

立工作说明书，让员工明确应该做些什么，

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做到这样的程度需

要什么样的能力、资历与工作技巧等。因此，

公司责令人力资源部赵经理在两个月内理清

各岗位的工作职责，完善岗位的说明书系统。

赵经理凭借私人关系，拿到了岗位说明

书模板。之后，赵经理信心十足地展开了工

作分析工作。他直接与岗位任职人员进行交

流，将各岗位之间存在的交叉部分找出后，

进一步理清了工作职责。在此基础上，利用

固定的模板撰写工作说明书。两个月后，赵

经理提交了厚厚的三大本关于企业近 100 个

岗位的工作说明书。

公司领导在检查赵经理提交的工作说明

书时，发现这近 100 个岗位的工作说明书没

有针对性，可以说用在任何企业都管用。因

此，他们认为，工作分析纯粹是一项事务性

工作，对企业的作用只能是隔靴搔痒，不能

贴近企业的实际。于是，开始另觅他途来解

决公司实际问题。

案例分析

工作分析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所有职能

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工作说明书是对岗位进

行文字性的界定和说明，是工作分析的成果

之一。正如 D 公司领导者一开始所认识到的

那样，一份合格的工作说明书应该让员工明确

在实际工作中做些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

度，做到这样的程度需要什么样的能力、资历

与工作技巧等。但是为什么 D 公司经过工作

分析后做出的工作说明书只能隔靴搔痒，起不

到实质性的作用呢？这跟该公司工作分析的做

法有关。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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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缺乏与企业领导者的必要沟通

领导者是企业的领头羊，是企业所有管

理工作顺利推动所必须依靠的中坚力量。工

作分析必须首先获得领导者的支持和认可。

一般来说，工作分析的正确做法是：在开展

正式的工作分析之前，人力资源经理必须首

先要与企业的高层领导进行沟通和讨论。进

行这一步骤有以下三个主要目的。

一是通过与公司高层领导的充分讨论，

明确工作说明书的价值，并取得领导对工作

分析的支持，进而由高层领导者出面推动各

部门的主管和员工的配合，方便人力资源经

理顺利开展工作。

二是通过沟通，澄清公司战略调整的方

向，可以帮助人力资源经理把握公司高层对

于未来发展的基本思路及定位，把握他们对

于各部门、各职位的总体要求，找准工作分

析的总体方向，这是确保工作分析有效完成

的必要环节。

三是通过沟通，使高层领导率先树立岗

位责任意识，对各项工作实行归口管理，改

变自由随意的管理风格，提高工作分析结果

的有效性。

案例中的赵经理在做工作分析时，直接

与岗位任职人员进行交流，在此基础上利用

固定的模板撰写工作说明书。不难发现，在

此过程中赵经理缺乏与企业领导者的必要沟

通，这就导致工作分析对企业大方向和领导

者的意图把握不到位，进而影响了工作分析

的效果。此外在工作分析的过程中，保持

与高层领导者的沟通，确保他们清楚工作

的进程、难度及效果，有利于获得他们的 
支持等。

2. 缺乏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流程的梳理

解决基础问题是工作分析中最重要的一

点。但是在案例中，D 公司人力资源部赵经

理在实际做工作分析的时候并没有追本溯源，

事先对部门及岗位在组织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及流程中所承担的义务及价值分析清楚。由

此得出来的工作描述势必无法满足企业需求。

可以说，赵经理忽视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流程

而进行工作分析是导致工作说明书失效的根

本原因。

因为组织结构是支撑公司战略的重要因

素，组织结构中的每一部分都在落实公司分

解下来的任务。通过部门到岗位的层层梳理，

从纵向方面能够把握战略目标分解的方向；

从横向来看，其实就是关于业务流程的一些

问题。基于对分解方向的把握和对这些流程

的整理，实际上就能掌握岗位中的重要职责，

并且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个岗位在其结构及

流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3. 缺乏员工的参与

工作分析的关键是工作分析的过程，工作

分析的过程决定了其实施的效果。高效的工作

分析需要员工亲自参与，随着员工亲自参与其

对工作说明书的编写、讨论和修改，让员工对

自己的工作职责、权限，任职条件等有一个全

方位的了解和把控。

在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赵经理只是

与岗位负责人进行了一些交流，其目的只是

将不同岗位的职责中存在的一些交叉的部分

找出来，从而进行工作职责的整理……可以

说，岗位负责人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完全被动

的地位，对于工作说明书的用途并没有清晰

的认知，对于自己的职责范围、权限等也缺

乏一些认同感。

4. 对企业实际情况缺乏个性化分析

现在在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现成的工作说

明书的模板，这些已经逐渐成为众多企业人

力资源部经理所借鉴的对象。

在这些现成的工作说明书模板中，有的

对岗位的名称、岗位职责、任职资格、工作

环境及众多工作条件等内容都进行了清晰、

详尽的界定，看起来非常完备。但必须同时

指出的是：任何人、任何企业是绝不可以直

接拿来使用，或者只是进行简单的修改就变

成了自己企业的工作说明书。需要知道，对

于工作说明书是否有效，关键在于是否适用

企业的实际情况。因此，要求各个企业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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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部门在编写工作说明书的时候，将岗位

共性与企业个性相结合，充分考虑企业的实

际情况。只有这样，工作说明书才能贴合实

际，才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在本案例中，赵经理借用了某个咨询公

司的一个几乎可以应用在任何一家企业的工

作说明书模板，其所做的工作不过是找出各

岗位之间的交集部分，梳理清岗位职责，然

而缺乏对本企业实际情况的一些深入的研究

和分析，导致做出的工作说明书的描述脱离

实际岗位，难以在实际工作中应用。

案例点评

工作分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关系到

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方面。在工作分析的过

程中，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需要和高层领导进行良好的沟通，

争取得到其支持和认可，并从中把握工作分

析的大体方向。

其次，必须要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流程

进行有顺序的整理，绝不能因为工作量大、

烦琐而不对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进行详细的

分析与整理。

再次，需要保证员工亲自参与，在提高

工作分析有效性的同时，清除工作说明书使

用中的种种障碍。

最后，在参考工作说明书模板的时候，

一定要在引进岗位共性的同时，把握其个性

的体现。

资料来源：边文霞 . 岗位分析与岗位评价：实务、

案例、游戏［M ］ .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1.

讨论题

1. 阅读完本案例，你如何看待工作分析

在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中的作用？

2. 你将采用哪些方法收集必要的工作分

析信息？

3. 你认为如何才能发挥工作分析的实质

性作用？

4. 企业如何才能更加战略性地应用工作

分析使其更好地推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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