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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让人刻骨铭心的艰难一年。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社会封锁、公司裁员，对人们日常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严重冲击。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都在想方设法节省开支以期
渡过难关 ― 希望一切能够在 2021 年快速恢复正常。

但日复一日，形势依然不甚明朗。疫苗推出进展缓慢，让万众期待的社会重新开放一再推
迟。经济复苏势头也很疲软。在 2020 年，全球劳动力市场裁减了相当于 2.55 亿个全职员

工岗位，2021 年则可能还会裁减 1.3 亿个。1 在美国，女性和有色人种在裁员潮中首当其

冲，这也加剧了劳动力中业已存在的不平等现象。2

这种混乱的形势让员工和高管持续经受痛苦折磨。但疫情肆虐已近一年，是时候该面向未
来了。为了更好地了解员工观念在 2020 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在 2021 年有何动机

和抱负，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IBV) 与 Survey Monkey 合作，在一月份对来自 9 个国家或
地区的 14000 多位消费者开展了一次调研。

我们发现，员工普遍对雇主在疫情期间为他们的福祉与健康提供的支持感到满意。在保障
员工的身心健康以及经济福利方面，大多数雇主都获得了平均或高于平均水平的分数。但
无论哪行哪业，打高分的员工都不到五分之一。

这个调研结果值得雇主们驻足反思。尽管他们在 2020 年满足了员工的期望，但决不能裹
足不前，否则就可能陷入人才危机。如果高管想要留住顶尖人才，尤其是 Z 世代和千禧一
代，他们就需要了解员工在 2021 年不断变化的期望、动机和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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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期望

这种范围广泛的期许和愿望表明，员工希望从雇主那里获得的不仅仅是报酬。对于年轻员

在展望未来时，员工的需求就像他们自己一样呈现出多样化。在回答雇主该怎样吸引员工
时，受访者认为工作与生活平衡 (51%) 和职业发展机会 (43%) 最为重要，其次是薪酬和福

利 (41%)，再接下来是雇主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41%)。超过三分之一的员工认为持续学习
机会 (36%) 和组织稳定性 (34%) 是吸引他们的关键因素（见图 1）。

工来说，尤其如此。只有 29% 的 Z 世代受访者表示，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是吸引他们
的关键因素，而 55 岁以上的受访者中，这个比例接近一半 (49%)。

在回答雇主对这些期望的实现程度时，员工们似乎不以为然。只有大约一半的员工在回答
雇主是否全面地满足了自己最看重的方面时，打了高分。虽然 55% 的员工在道德观和价
值观方面给雇主打了高分，但只有不到一半的员工对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 (48%) 以及薪
酬和福利待遇 (47%) 感到满意（见图 2）。

图1

员工都想要

员工的期望远不止薪酬。

51%

工作/生活平衡

43%
职业发展机会

问题：您认为对于雇主来说，能够吸引员工的最重要组织属性是什么？

41%

• 薪酬与福利
• 雇主的道德观
和价值观

36%
持续学习机会

34%
组织稳定性

3

2021 年的员工期望

弥补差距

这种程度的认知错位会让那些对工作场所提出明确要求的员工倍感失望。在 2021 年 1 月

为了体现对员工更加全面的支持，一些知名品牌企业推出了疫情救助计划，旨在提高员工
满意度、维系度和敬业度。例如，在今年一月，大型零售商 Target 宣布，它将把疫情福利延
长到 2021 年。免费的虚拟医疗、隔离期工资和确诊治疗期的工资以及后备的家庭治疗福
利等开支，让该品牌企业在 2020 年员工健康、安全和福祉方面的支出较 2019 年增加了

的调研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中，他们和同事要求雇主提供更为灵
活的工作安排，提高薪酬和福利待遇，给予更多的人身和财务安全保障。然而，在满足最主
要的需求方面，只有大约一半的员工给雇主打出高分。

10 亿美元。3

2021 年 IBM 首席执行官调研表明，这种以员工为中心的投资是业绩出众的组织从同行中

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之一。业绩出众的企业是指那些自己报告称在 2020 年之前和 2020

年期间实现高收入增长的组织。在表示即使会影响到企业利润，也会对员工福利给予支持
的受访者中，业绩出众企业的比例要比业绩欠佳的同行高出 99%。4

即使高管们表示他们支持员工，但仍有差距需要弥补。IBV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虽然 80%

的高管表示自己的企业支持员工的身心健康，但只有 46% 的员工认可企业确实做出了相
关努力。与此类似，76% 的高管表示自己的组织在疫情期间为新型工作方式提供了充分的
培训；但只有 38% 的员工同意这种说法。5

图2

无法兑现

只有一半的员工对雇主满足其期望方面给出高分。

55%
道德观和价值观

48%
职业发展/晋升机会

51%
工作/生活平衡
和稳定性

47%
具有竞争力的
薪酬和福利

问题：您的雇主组织在这些属性方面表现如何？百分比表示选择“非常好/B”或“优秀/A”的受访者占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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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员工的倦怠情绪做斗争

缩小这一差距是在 2021 年吸引、留住和激励员工的关键所在。高管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如
何将支持员工队伍与其他最主要的优先任务进行协调。

例如，2021 年 IBM 首席执行官调研发现，企业领导专注于加速数字化战略的实施，他们认

为这是未来成功的关键推动力。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企业转变了优先任务，原先阻碍技术
进步的组织障碍不攻自破。根据 IBV 最近的调研，有三分之二的受访高管表示，疫情使他
们得以推进以前阻力重重的转型计划。6

跨越式发展的机会既令人兴奋，又十分必要 ― 但这种快速变化也对员工造成了不利影响。
2020 年 9 月 Microsoft 的一项研究发现，30% 的全球信息员工和一线工作者表示，疫情

加重了他们的工作倦怠感。来自 Microsoft 团队的数据显示，员工参加的会议和管理的聊
天次数明显增多 ― 这包括在下班后，短信数量增加了一倍。7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调研发现，即便面对大规模的全球经济危机，2020 年仍有
五分之一的员工主动跳槽。Z 世代 (33%) 和千禧一代 (25%) 占这些跳槽受访者的一半以

上，这一结果表明雇主迫切需要找到留住年轻人才的方法。人们换工作的最主要因素是追

求工作地点的灵活性 (32%)，紧随其后是希望找到目标更明确、更有意义的工作 (27%)。
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希望获得更好的福利和支持，或者希望加薪或升职（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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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另谋高就

2020 年，疫情并没有让员工停下跳槽的脚步。
我需要在日程安排或工作地点上
有更多的灵活性

0%

10%

20%

30%

32%

我想找到目的性更强、
更有意义的工作

27%

为了我的幸福，我需要更多的福利
和支持
我想为更符合自己价值观的
公司工作
我希望加薪
或升职

我担心雇主是否能在商业竞争中
幸存下来/继续营业
我感到筋疲力尽（例如缺乏工作/
生活平衡）

4% 5%
经理对我和我的职业发展
支持不够

我没有很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或工作保障

问题：您跳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40%

26%
25%
25%
25%
19%
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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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21 年，这一趋势有增无减。超过四分之一的员工希望在 2021 年跳槽 ― 其中超过

准备离职或已离职的受访者列举了许多与 2020 年跳槽的人相同的理由。然而，加薪和晋

60% 的人在 1 月份已经这样做了。Z 世代和千禧一代在这一群体中所占比例最大。

升机会跃升至 2021 年跳槽原因的首位，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将这些财务动机列为谋求

职业变动的首要原因。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仍然认为，在福祉方面获得支持以及渴望
从事更有意义工作是跳槽的主要动机。

图4

在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还有如此之多的员工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因此高管们必须

经济的缓慢复苏并没有影响员工对工作前景的看法。

第一季度，在受访雇主所在的 43 个国家或地区中，有 32 个的招聘意向有所增加。8 员工们

警惕在招聘提速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而这可能并不像美国政府的就业数据所显示的那

寻找新工作

么遥远。ManpowerGroup 最新的全球就业展望调研发现，从 2020 年第四季度到 2021 年

对自己的能力也很有信心，表示能够胜任这些新职位。根据调研，有 87% 的员工声称他们
掌握了实现 2021 年的工作/就业目标所需的必要技能（见图 4）

27%

的员工计划在 2021 年跳槽。

虽然这种自我评估结果可能显得有些过于自信，但组织应当担心，宝贵人才的大量流失会对
未来的业绩表现造成怎样的影响。
2021 年 IBM 首席执行官调研发现，
业绩出众的 CEO 认
为，特定于行业的技能 (70%) 和技术技能 (69%) 对他们未来 2 至 3 年的成功至关重要 ―
因此，留住行业资深人士和数字原生代员工变得尤为重要。9

2021 年成功的关键可能在于沟通。通过建立对话，使决策过程透明化，企业就有机会与员

工建立更深入、更有意义的关系。有了正确的情报，他们就可以在员工真正渴求的方面投
入更多 ― 并在长期内提高员工的敬业度和忠诚度。

87%

的员工声称他们掌握实现 2021 年
职业目标所需的技能。

问题 1：您打算在 2021 年换工作吗？
问题 2：您是否掌握实现 2021 年工作/就业目标的必要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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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指南

选对合作伙伴，驾驭多变的世界

给雇主的小贴士：

1. 主动与员工交流，更好地了解员工对自己和职业发展最看重的方面。
如果雇主能够营造具
有归属感的文化氛围，员工就更有可能展现真我，敞开心扉。员工可以进行选择。他们更倾
向于善于倾听并采取行动的雇主。

2. 打造永久学习的文化，
奖励持续的技能成长。大多数员工都希望获得成功，实现成长。雇主
要么打造学习型文化，培养员工的技能和才能，要么就等到离职面谈时才发现竞争对手
是谁。

3. 不要把员工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疫情提醒我们，生命是多么脆弱。过去一年每个人都经

历了太多。雇主必须表现出对员工的同情和关心 ― 悉心关怀员工的身心健康和财务状况。
给员工的小贴士：

1. 为自己做宣传。要将自己最看重的方面告诉雇主，否则不能指望雇主知道。开诚布公，向
雇主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职业目标。

2. 坚持持续学习。最终，我们要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和个人成功负责。技能要求在迅速变化。
因此必须让自己的技能与时俱进，与工作息息相关，这对未来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

3. 不要在价值观或健康方面妥协。大多数人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我们每天全身
心投入到工作后应该感到舒适，无需害怕评判和报复。研究表明，生活得更真实的人，更有

可能拥有更健康的心理 ― 而心理健康通常等同于身体健康。10 许多领先组织和企业都在
努力营造富有归属感的文化，让员工能够展现真实自我。

在 IBM，我们积极与客户协作，运用业务洞察和先进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帮助他们在瞬息
万变的商业环境中保持独特的竞争优势。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IBV) 站在技术与商业的交汇点，将行业智库、主要学者和主题专
家的专业知识与全球研究和绩效数据相结合，提供可信的业务洞察。
IBV 思想领导力组合
包括深度研究、专家洞察、对标分析、绩效比较以及数据可视化，支持各地区、各行业以及
采用各种技术的企业做出明智的业务决策。

访问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中国网站，免费下载研究报告: https://www.ibm.com/ib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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