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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程领军企业
IBM Talent Acquisition Optimization Recruitment
Process Outsourcing (RPO) 帮助某跨国公司填补
关键职位的空缺，该公司原本依靠多家“招聘流程
外包”(RPO) 供应商来满足自身复杂的招聘需求

一家全球工业工程公司的业务主要是发明创造各种新奇技术，应对全

概述
需求

• 代理招聘机构承担了超过半数的招聘
工作。

• 空缺职位填补时间 (TTF) 平均超过
70 天。

• 专业工作职位空缺影响生产力。
解决方案
IBM 设计并部署了由流程驱动的战略

球能源、安全、生产力和城市化等方面的一些最严峻的挑战。该企业
将实体产品与软件有机整合，为互联系统提供强大支持，广泛应用于
家庭、建筑、工厂、公用事业以及车辆和飞机等交通工具，致力于创
造更安全、更舒适和更高效的世界。

挑战：高度依赖代理招聘机构，职位空缺影响生产力
包括内部招聘在内，该公司每年在 60 多个国家或地区总共要招聘约
21000 名员工。为了应对挑战，该企业与多个 RPO 供应商合作。
IBM 于 2014 年成为该公司的 RPO 合作伙伴，负责其在中东和非洲
地区的招聘工作。

性 RPO 解决方案，采用主动战略取代

在 IBM 与该客户建立合作关系之前，该企业存在以下多个招聘难题亟

了事务性方法，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寻

待解决，因为这些问影响到了企业的盈利：

找、吸引并招聘到最适合的求职者。

效益

• 严重依赖代理招聘机构（招聘比例最高达到 58%）

• 代理招聘机构使用率下降到 2%。

• 填补职位空缺所用时间太长（平均达 75 天）

• TTF 缩短到 44 天。

• 职位空缺影响总体生产力

• 通过快速填补职位空缺，提高企业生

解决方案：IBM 部署了一个由流程驱动的战略性 RPO
计划

产力。

IBM 为该公司设计了一个 RPO 计划，用于为难以填补的职位招聘人
才，这主要集中在八个中东和非洲国家 — 巴林、埃及、伊拉克、科
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IBM RPO 团队负责为该企业招聘 200 多个岗位，涉及五个业务部
门，但重点集中在销售（占招聘数量的 30%）、顾问和工程师等岗
位。因为这些工作岗位的招聘工作对该公司而言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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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改进招聘指标外，IBM 还发现该客户需要在人才招聘方面建立并
实施最佳实践。在此之前，招聘属于事务性工作，几乎不涉及咨询、
主动寻找人才、招聘推介或有关招聘活动的分析报告。这导致招聘经
理对这种方法基本没有信心。
IBM 引入了一个战略性的流程，用于寻找、吸引和招聘求职者，这对
于要求 IBM 填补的空缺职位尤为重要。IBM 还开始提供包括 SLA 监
控报告和记分卡在内的各种报告和分析，以便该公司能够看到招聘活
动对业务带来的确切影响。

结果：实现了卓越运营，改进了招聘指标
当 IBM 于 2014 年开始为该客户招聘人才时，代理招聘机构的使用率
已有所下降，但他们招聘的人数仍超过 35%。随着 IBM RPO 计划的
实施，代理机构招聘的人数下降到了 2%。
RPO 解决方案还瞄准了该企业居高不下的空缺职位填补时间 (TTF) —
平均时长超过了 70 天。IBM 为中东和非洲地区招聘岗位设定的目标
时间是 50 天，而 PRO 团队的 TTF 平均为 44 天。TTF 每缩短一天，
都意味着为公司的生产力避免数千美元的损失。
该客户对人才招聘指标的改善十分满意，这包括新聘人才的总体质量
显著提升（达到 95%），因此，他们决定延续与 IBM 的合作关系，
将合作期延长到 2020 年。
IBM 招聘团队目前在其他四个国家为该企业招聘人才：哈萨克斯坦、
巴基斯坦、约旦和土耳其。此外，IBM 还负责协调阿联酋和沙特的员
工入职工作，这意味着 IBM 招聘的所有新员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岗
位，都会经历同样的入职体验，从而改善了端到端的求职者体验，并
提升了新员工的满意度。该公司在中东和非洲地区每年专业职位的招
聘总人数从 380 人到 470 人不等。
该客户原来在土耳其的 TTF 平均达到 78 天，而且求职者的质量也很
不理想，而 IBM 团队的加入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以前，招聘经理
通常需要为每个空缺岗位预备 20 多个求职者。招聘经理把大部分时
间都花在了审查和面试质量不高的候选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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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RPO 计划于 2017 年 4 月开始在土耳其实施，并于 7 月投入正
式运营。在一个季度内，IBM 团队通过实施卓越的流程以及人才寻找
和筛选方面的最佳实践方法，将所有等级的职位的 TTF 大幅缩短至
32 天。这段时间招聘的人数与前几个季度持平。成功持续到下一季
度，TTF 缩短到 29 天。
这家工业工程企业非常认可 IBM RPO 解决方案所实现的卓越运营，
并希望在人力资源其他方面取得类似的成效。由于该团队在降低 TTF
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因此这家客户请求 IBM 对全球项目提供支
持，以帮助降低所有 RPO 的 TTF，而非仅仅局限于 IBM 所负责地区
的招聘工作。IBM 还引入并运用 IBM Watson Recruitment，通过
这种认知系统将求职者与工作技能、企业文化和预测的成功程度匹
配，以确定最佳人选。

更多信息
要了解有关 IBM Talent Acquisition Optimization RPO 解决方案的
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ibm.co/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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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疑问，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IBM，我们
会为您提供更专业的咨询：
1. 免费咨询电话：400-810-1818 转 2396（服
务时间：9:00-17:00）
2. 填写需求，提交至 IBM，我们会尽快与您取得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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