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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人力资源实践是否能跟上您企业的步伐？

自从 1997 年《人才争夺战》发表以来，如何“正确地做

事实上，根据 IBM 近期的研究发现，63% 在企业内积极使用

事”一直都至关重要，也同样是首席执行官的重中之重

分析的员工认为，分析为企业带来了竞争优势（IBM 商业价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2013 年）。然而，在关键的人

值研究院 & 赛德商学院 2012 年）。

力资本管理流程中过于依赖传统方法可能会限制有效性。

技术和人为洞察力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员工数据，我们可将此

从最初吸引和选择正确的候选人担任职务，到培养和维系

类数据 的分 析用 于行 为预 测。 我们 可以 前所 未有 地发 现人

高潜能员工，传统的假设往往只能带来一般的绩效表现，

才，保持人才能力与市场需求的配合，留住人才，根据经验

而这无法建立高效能组织。当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

证的洞察力采取行动以推动业务成效。简言之，我们现在可

们可以通过劳动力科学改革传统的人力资源实践 1 ，也可

以用科 学、 数据 、分 析和 精确 方法 来替 代传 统的 流程 和推

以创造高潜能的智慧劳动力 (Smarter Workforce)。

测，从 而帮 助培 养智 慧劳 动力 。那 么， 假如 我们 有这 些能
力，还存在什么障碍呢？

在本白皮书中，我们就哪些变化影响着我们所知的工作以

基于“传统”假设的限制

及基于原有假设的传统人力资源实践有哪些限制展开了研
究。我们还探讨了劳动力科学、数据和分析如何帮助企

不幸的是，我们人力资源流程的基础假设限制了企业实现高

业：重视高潜能员工，避免平庸，提升人力资源管理。在

潜能、创造智慧劳动力的能力。例如，最常用的甄选方式之

本文中，高潜能员工是指被公司认定为具有较高潜质并让

一仍是非结构式面试，而有充分研究强调了此类主观过程中

其参与高潜能人才计划的员工。而未被认定为具有较高潜

存在的各种评选错误和问题（McDaniel, et al. 1994 年）。

质的员工则被归类为“其他员工”。

非结构式面试并不是我们实现智慧的人力资源流程的唯一障

影响工作的变化

碍。很多招聘经理错误的认为，如果我们聘用某个候选人担

我们所知的工作似乎步入了以前所未有的快速、巨大变化

任职务，只要有机会，他/她“也许可以胜任”。然而，劳动

为特征的时代。毋庸置疑，技术戏剧性地改变了人们沟

力科学告诉我们，虽然候选人也许可以胜任，但如果聘用对

通、联系和工作的方式及速度 - 而社交技术当然也对这些

这项工作有极大热情的人，我们将会获得更好的成效。劳动

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力科学 的进 步让 我们 可以 准确 预测 谁才 是有 热情 的人 。此
外，聘用有热情的人还对组织绩效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此外，我们对人类行为的洞察力和理解力也达到了史无前
例的高度。仅在十多年前，单靠一些自发性动作、用力地

根据该假设，得出了本白皮书的关键信息：要从传统型向智

握握手就可以找到一份工作了。而现在，我们达到了这样

慧型转型，我们必须利用我们对高潜能员工的科学理解。

一种高度：我们清楚地知道如何让人做好本职工作 - 无论
是个人还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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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科学是指应用行为科学、统计和心理学原理来提高员工和组织的绩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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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到特殊：高潜能员工
高潜能员工

除了招聘和培养优秀员工的大量工作外，仍有很多并非侧

其他员工

重于此类员工的人力资源实践可以提高业务绩效。例如，
培训计划的设计常常围绕一般员工如何完成工作而展开，
五分量表

而不是围绕优秀员工或高潜能员工如何完成工作。但是，
相关研究和经验告诉我们，高潜能员工通常以不同于一般
员工的方式完成工作。
通过一般的方 法，我们可 能无法实 现优秀员 工的巨大 潜
能，并错过将这种潜能分享给其他员工的宝贵机会。选用
一般方法时，企业停留在传统层面，降低了实现卓越绩效

员工敬业度

工作满意度

协作性

创新性

表现的可能性。

图 1： 高潜能员工更敬业、更具成就感、协作能力和创新性。

在本白皮书中，我们分享了一些数据来说明高潜能员工与
其他员工的不同之处。此类洞察力可以推动企业从传统型

来源：WorkTrendsTM 2013/2014；样本：高潜能员工 = 3,679；其他员工 = 14,587

向特殊型智慧劳动力转变。

人才维系与流失的推动力量

对高潜能的洞察力

这些宝贵的特性似乎得到了广泛认可和褒奖。在研究中，我
们发现高潜能员工适合加薪的可能性多了三倍以上。他们的

在最近一项针对三千多名员工的全球性 WorkTrendsTM 调

加薪幅度也更大 - 比一般加薪幅度高 3.5%。因此，相比其

查中，我们发现将近四分之一的员工被他们的公司认定为

他员工 (44%)，更多高潜能员工 (69%) 觉得获得了公平的

高潜能员工 2 。我们想知道，这些极具价值的员工与其同

薪酬待遇。优厚、公平的薪酬待遇可能会使高潜能员工感受

事的不同之处。我们发现高潜能员工在很多方面与一般员

到公司维系人才的力量。

工存在不同。

然而，他们也可能感受到将他们推向其他公司的力量。对经

他们的高潜能是有原因的

理人而言，最可怕的噩梦莫过于发现他/她的最佳员工被竞
争对手挖走了，但这种恐惧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高潜能员工具有许多对企业有价值的特点（图 1）。他们
比其他员工更投入、更有成就感，因此可以实现更高的个
人工作表现（Riketta. 2008 年）。高潜能员工比同事更具
协作能力，因此他们既是更好的队友也是更好的个体贡献
者。最后，这些优秀员工也更具创新能力，可以为企业带
来战略性优势。
5

2

显而易见，超过 10% 的员工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令人吃惊的数据说明，企业需要提高对现有计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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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潜能员工了解自身的价值 - 他们之中更多的人相信自己

通过对比高潜能员工和其他员工，我们得出了以下三点洞察

可以在别处找到同等或更高待遇的工作（54% vs 31% 其

力：第一，吸引因素的排序大致相同。第二，对于高潜能员

他员工）。他们也非常抢手 - 超过两倍的高潜能员工被猎

工而言，任何因素都更重要。这可能是因为高潜能员工很抢

头公司招聘至现任职务（30% vs 14% 其他员工）。这一

手，在找工作时更有资格挑剔。第三，重要性的最大不同之

系列因素足以使很多经理人夜不能寐。

处在于：高素质的同事、更优厚的福利、职业发展机会和灵
活的工作条件。相比其他员工，这些因素对于高潜能员工都

高潜能员工很难聘请

更为重要。

了解高潜能员工的价值所在，对于企业聘请高潜能员工十

“工作”对于高潜能员工的意义

分有益。我们让员工们对吸引他们担任现任职务的各种因
素进行了重要性评级（图 2）。

我们还让员工们解释了工作对他们的意义。对于高潜能员工
而言，地位和声望比收入更重要。这个洞察力将对高潜能员
工的招聘策略提供很多参考价值。提供更多的薪资可能还不

高潜能员工

其他员工

够 - 高智能员工对著名的企业、有声望的岗位等等无形的激
励要素更感兴趣。

有趣、富于挑战性
或充实的工作
职业发展机会
更优厚、公平的薪
酬待遇
工作保障

工作是我服务社会的有效
方式。

有价值的企业声誉
和品牌

工作为我带来了地位和声
望。

契合的企业文化

工作让我和其他人发生了
有趣的接触。

* 分数

高素质的同事
更大的认可

工作让我很充实。
工作本身对我而言就很有
趣、很有成就感。

更多工作变化

工作带给我需要的收入。
更好的工作条件
更优厚的福利待遇

灵活的工作条件

高潜能员工
1 - 完全不

2 - 有一点

3 - 一般

4 - 非常

5 - 特别

重要

重要

重要

重要

重要

其他员工

图 3： 对于高潜能员工而言，声望比金钱更重要。
来源：WorkTrends 2013/2014；样本：高潜能员工 = 3,679；其他员工 = 14,587；

图 2： 对于高潜能员工而言，任何因素都更重要。

* 为有助于解释工作对员工的意义，我们让员工们以任意组合对所列的六条陈述进行评分（总分一

来源：WorkTrends 2013/2014；样本：高潜能员工 = 3,679；其他员工 = 14,587

百分）。对更能表述其看法的陈述，可以给出更高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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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和声望对高潜能员工的重要性，在职务头衔、职责、

我们发现，除了少数例外，这些预测因素的重 要性大致相

工作特点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这些一般性研究成果

同。工作流动性对高潜能员工的职业流动性更 为重要。裁

在较高的层次上为企业的招聘策略和工作设计方案提供了

员、工作外包等组织变化对高潜能员工离职的想法也十分重

指导，同时，我们可以鼓励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识别贵企

要。另一方面，认可度对于维系高潜能员工也更为重要。

业吸引和维系高潜能员工的具体驱动因素。

总而言之，高潜能员工在很多重要方面都与其他员工存在不

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同。高潜能员工待遇更优厚，更抢手。吸引高潜能员工需要
满足很多条件 - 他们想拥有一切，甚至更多。金钱虽然好，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维系最佳员工呢？我们使用预见性维

但还不够。他们想要与名人共事，也为自己的地位而骄傲自

系分析，对与离职意向有关的 16 个因素的重要性进行了

豪。他们需要很多进步空间，或者他们的成长会超越公司的

调查 3。

发展。如果得不到应有的认可，他们就会另寻高就，这对于

一般说来，员工在有能力离开时才会考虑离职。对工作流

他们这种自信的人来说绝非难事。而另一方面，企业会发现

动的信心或另谋高就的能力是最重要的预测因素。可获得

需要想方设法找人来替代自己最有价值的员工。

更高薪资（根据最近的加薪幅度衡量）的能力和与招聘人
员进行了联系，也都预示着较高的离职意向。

从传统人才招聘转变为特殊人才招聘

当公司形势不妙时，员工也会考虑跳槽。在过去 12 个月

此类研究洞察力强调，需要对高潜能员工和其他员工加以区

中进行过裁员或工作外包的企业，员工离职意向更高；而

分，从传统假设转为特殊实践。现在，可通过专注于优秀员

觉得其工作较为安全稳定的员工，离职意向较低。

工而不是一般员工的预测性招聘技巧实施这种方法。

工作压力等负面体验对员工离职也有一定作用。但工作乐

这种方法在图 4 有相关概要说明，它回答了企业的三个重要

趣等正面的体验会降低离职意向。事实上，正面体验比负

问题：

面体验对人才维系更为重要 - 工作满意度是员工是否打算

•

您最重要的工作群是什么？

•

在您的关键工 作群中， 最佳员工比 一般员工 多产出多 少

留下的第二大重要预测因素（仅次于工作流动性）。获得
认可和看到发展机遇，也都可以降低离职意向。

（收益、销售额、利润）？

那么高潜能员工呢？在统计分析中，我们就这些预测因素
•

的重要性对于高潜能员工是否发生了变化而进行了调查。

3

如果您只聘用具有等同于最优秀员工绩效水平的候选人，
这会对您的成功标准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针对 16 个预测因素进行了调查，包括工作流动性、与招聘人员进行过联系、工作满意度、经理人效率、职业发展机会、获得的升职次数、薪酬和福利竞争力、获得

的加薪比例、认可度、工作保障、企业内部裁员和外包、工作条件的安全性、远程工作时间、工作压力水平。我们也控制了年龄、性别、职业、管理层级、高潜能地位、
行业、国别等因素。解释总变异量 (R2) 为 38%。有关详细结果，请联系 Rena Rasch (rrasch@us.i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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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WorkTrends
识别区分要素：

了解影响：

研究最佳员工：

区分单位绩效表现

人力资源指标与业

找出担任关键工作

的关键要素

务绩效之间的联系

的最佳员工的特点

制定和部署评

WorkTrends™ 研究计划始于 1984 年。就其当前形式而

估：

言，WorkTrends 是以不同行业、组织、职业 、性别、年

聘用与优秀员

龄、具有其他关键组织和人口学变量的工作人员为样本的多

工水平相符的

选题在线调查。2013 年，对 26 个国家/地区全职工作的成

候选人

年人进行了数据采集。

确保成功：检查 ROI、负面影响、后续咨询

在本白皮书的研究中，采用了来自全世界的 3,679 名高潜能
员工样本和 14,587 名其他员工样本。WorkTrends 调查针

图 4： IBM Kenexa 预测性招聘

对一系列职场问题进行了调查，包括人才吸引、招聘质量、

借助 这种 方法 ， 企业 可以 制定 精 确配 置的 预 测性 行为 评

经理人效率、员工敬业度、培训、职业发展、 薪酬、认可

估，避免依赖主观面试和对候选人在岗位上“可能”发挥

度、协作性、创新性、离职意向和其他问题。

何种作用的猜测。相反，企业有能力对候选人作出数据驱
动决策 - 并预测哪些候选人会在关键职位成为优秀员工，

有关更多信息

进而推动业务成功。

如欲了解如何构建智慧劳动力，敬请访问：ibm.com/social-

结论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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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系、员工敬业度、工作设计、组织文化等课题的研究性项

从事人力资源管理 20 多年，拥有深厚的背景知识，可以帮

目。她还领导了多个全球性多年度销售转型计划，旨在优化

助企业实施适当的解决方案来聘用最适合的候选人，并按

销售区域和指标分配。她还拥有社交网络分析、绩效反馈、

工作群来建设工作群；帮助企业优化工作环境以确保最佳

知识管理等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Sheri 在纽约州立大学奥

绩 效 。 Dorio 博 士 最 近 担 任 IBM 智 慧 劳 动 力 / 加 拿 大

尔巴尼分校获得了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博士学位。Sheri 曾多

Kenexa 业务部总经理。Dorio 博士拥有南佛罗里达大学工

次出席全国性会议并与人合作撰写了大量文稿、出版物和技

业与组织心理学博士学位，是美国工业和组织心理学协会

术报告。她在纽约州特洛伊的伦斯勒理工学院心理学系及伊

(SIOP) 、美国心理学会、人力资源管理协会和美国管理学

利诺伊州芝加哥的伊利诺理工大学心理学系担任兼职教授，

会成员。

教授绩效评估、测试和衡量的博士、硕士及本科课程。

Rena Rasch 博士
Rena Rasch 博士于 2008 年加入 IBM 智慧劳动力研究
院，负责主管研究院

WorkTrends 调 查 的 工 作 。

WorkTrends 调 查 是 一 项 对 全 球 26 个 国 家 / 地 区 超 过
33,000 工作人员展开的大型员工意见调查。Rena 非常重
视以经验为基础的实践并将她在心理测量理论、研究设计
和统计方面的技能应用于开发有效、可靠的人力资源工具
和知识。Rena 在《应用心理学杂志》和《商业和心理学杂
志》中发表了文章并出版过论著。目前，她主管独立工作
人员 的 全 面研 究 工 作。 Rena 是 SIOP 成 员 并多 次 出席
SIOP 年会。Rena 在明尼苏达大学工业与组织心理学系获
得了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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