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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ela's
制胜一击, 从文化表达到员工敬业度
Cabela’s 是全球最好的狩猎、钓鱼装备和户外装备销售公司。公司

概述
业务需要
为实现战略目标，扩大业务，需要定义
Cabela's 的企业文化，重燃团队热情，
以“智慧工作”为重点。

解决方案
雇主品牌建立、企业调查、员工测评和
招聘技术让 Cabela's 可以吸引和雇用
符合公司文化要求且有助于增加公司收
益的候选人。

收益

也是全球最大的户外装备直销商，运营着 36 家连锁店，这些连锁
店同时也是野生动物教育中心。公司总部位于悉尼和美国内布拉斯
加 州 , 在 美 国 和 加 拿 大 雇 有 12,000 多 名 员 工 。 公 司 网 址 ：
www.cabelas.com
2009年， Cabela’s 聘用了一位新首席执行官 Thomas Millner。当
他规划公司未来战略时，清晰地意识到要明确当前的公司文化，并
要进行潜在的强化以实现战略目标。

挑战：学习 Cabela’s 的企业文化
Millner 认识到一个注入新能量、重新焕发活力的工作团队若能正

•

明确的员工价值主张有助于 Cabela's
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

确结合才能、技能以及文化，这将对于公司的业务增长是至关重要

•

举行内外部消息交流和招聘活动，以
传达企业文化，吸引候选人，激励员
工

工作的员工。

关键业务指标，包括销量/工时和员工
敬业度同比增长

后Cabela’s 就能够评估员工敬业度，吸引和聘用那些有助于提升

•

的。Cabela’s 需要用心去挖掘那些热衷于户外运动、能胜任零售

Cabela’s 的首要目标是确定公司文化并传达给公司所有员工。然
公司业绩的适职人员。

解决方案：聚焦于员工
Cabela’s 求助于IBM Kenexa 公司来研究公司文化并利用分析后的
洞察来激励员工。Kenexa 的“雇主品牌”团队为公司做了项文化测
评，这让 Cabela’s 的执行人员能准确定位公司的优势领域和机会
所在。在 Kenexa 雇主品牌创造团队的帮助下，建立了员工价值体
系 （ EVP) 来 传 播 公 司 的 文 化 和 方 向 。 Cabela’s 同 时 也 使 用 了
Kenexa的人才管理解决方案来帮助和推进人才招聘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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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品牌的方案能够吸引和留住顾客，同样也能用于吸引和留住最优

解决方案组件：

秀的员工。Kenexa 的雇主品牌工具包括文化分析，创造性的招募人
才和求职网站分析。

•

IBM® Kenexa® 雇主品牌建立解决方案

•

IBM® Kenexa® 行为评测云端解决方案

•

IBM® Kenexa® BrassRing 云端解决方案

•

IBM® Kenexa® 企业调查解决方案

•

IBM® Kenexa® 招聘服务解决方案

深度理解企业文化同样有助于候选人评估的发展。 Kenexa 提供
1200 个多现成的评估测试，依据能预测员工绩效和潜力 的关键领
域，帮助如 Cabela’s 这样的公司来挖掘和留住最优秀的员工。

在研究 Cabela’s 文化时，发现其员工把工作提升到天职境界，有一
位同事甚至说：“我天生就应该在这儿工作。”
通过对细节的研究，Kenexa 发现 Cabela’s 的员工通常都会遵循5条
价值信条。这些价值信条造就了“Cabela’s 的本质”，这亦正是公司新
的员工价值体系。
为了交流和灌输 Cabela’s 的员工价值体系，Kenexa 制作了一套现
场指南，经理们用以引导团队展开文化研讨会，交流五条价值信
条，分析它们是如何同每位员工相联系，同时还探讨 Cabela’s 所完
成的出色工作。鼓励每个团队写下公司文化的成功方面，并与公司
其他成员一起分享。在这些研讨会上，人们分享了许多 Cabela’s 巅
峰时期时的事迹。
Kenexa 也进行了一次招聘市场活动旨在向员工传播 Cabela’s 品
牌，吸引那些将适应公司文化的合适候选人。此外，Kenexa 还在
Cabela’s 的网站上开设职业端口来宣传雇主的品牌。新的求职网站
上包括了在职员工的感言和文化匹配度测试，这就能更准确识别那
些“天生”就适合在 Cabela’s 工作的候选人。
“将公司文化作为支持我们的未来和前景的力量，对在此期间所取得
的进步我们由衷地感到兴奋。”Cabela’s 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行政官
Charles Baldwin 说：“在探索员工敬业度和员工价值体系的过程中，
Kenexa 一直是我们非常棒的合作伙伴。随着“Cabela’s 本质”和“天生
为此工作”活动的开展，我们看到了不仅在商业指标方面取得了成
功，而且在员工的留任和敬业度方面也成绩斐然。我们憧憬未来，
并期待下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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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更高的敬业度带来更佳的绩效
在开展“Cabela’s 本质”项目一年后，员工的总体敬业度分数上升了
5%。更为重要的是，Kenexa 的调研方案准确地定位出那些赞同
“Cabela’s 本质”的员工敬业度要比那些持中立或反对态度的员工高出
2 倍多。
结果，在 Cabela’s 的主题研讨时把两类经理聚集在了一起，第一类
经理管理的团队在员工积极性考察中的分值高，第二类则低。第一类
经理传授教导第二类经理，并在公司范围内帮助他们。那些最初在调
研中敬业度得分低的团队，在后来的评定中平均要比前年的得分值高
出 21%。
Kenexa 研究发现那些敬业度更高的企业，他们的净收入和股东收益
总额比那些不做员工敬业度调研的企业要高。在最近的五年中，
Cabela’s 的股东收益总额已上升了 10% 多。
Cabela’s 评定其连锁团队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是每工作时的销售
额。随着公司整体积极性的提高，每工作时的销售额也在提高。实
际上，员工积极性排在前一半的连锁店每工作时销售额要比排在后
一半的高出9.3%，也就是每年多几百万美元。
员工敬业度分数现在已经成为 Cabela’s 的一个内部指标了。Millner
说：“如果我们不关注员工积极性，那我们就危险了。”

更多信息
了解如何打造智慧团队，请致电：
IBM 大中华区智慧团队解决方案团队：+86-10-82456089
或访问：ibm.com/social-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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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Kenexa WorkTrends™ 调查。当前 WorkTrends 是一项涵盖多主题
的在线调查，调查对象为一国行业、职位类型、性别、年龄、其他关键企业
和地域因素均不尽相同的员工代表。在大多数国家，受访对象应为全职工作
的成年人，企业至少应有 100 名员工；在经济规模较小或人口很少的国家，
要求则降低至少有 25 名员工。调查涉及 200 多项与工作有关的内容，具体
包括高管和直接主管的效率、认可度、成长和发展、员工敬业度、客户导
向、对质量的关注度、创新、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场所安全、工作强度和绩
效。在 2012 年，共有来自 28 个国家的 33,000 位员工接受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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