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蝶基于大量的企业调研数据，汇聚业界专家洞察与研究，汲取逾30载企业

信息化的实践经验，以及结合自身二十多年的HR数字化经验，为人力资源从

业者以及企业管理者解读九大趋势。在此份报告中，您将了解到人力资源管

理的新世界，希望对您的企业了解行业趋势、把握业务与技术新方向，从洞

察转为行动，应用前沿数字技术布局未来……带来启发与指引。

在本报告中，亦融入了金蝶与华为合作共建项目中的丰富场景与领先实践。

2020年，金蝶携手华为开启新一代星瀚人力云的设计与开发，在双方紧密合作

之际，融合华为领先的管理思想以及金蝶深厚的数字化能力沉淀，使之能为

管理者提供前沿洞察，提升人力资源战略定位，激活组织，持续赋能人人。

报告由金蝶人力资源专家委员会提供支持，专委会由十数位行业专家构成，

均具备15年以上人力资源领域经验，曾供职于头部咨询公司或世界五百强。

本报告是金蝶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沉淀的首发，未来我们将与客户、业界学

者、人力资源从业者们一起，持续探索人力资源新世界，积极推动人力资源

领域数字化的创新实践。

序言

大变局时代来临——

产业巨变，促使商业范式加速迭代；

消费巨变，推动触点场景化、需求粉尘化、决策情感化；

管理巨变，正重新定义组织与人的关系；

技术巨变，为管理落地提供了全新想象空间与澎湃动能。

企业如何应对瞬息万变的业务挑战？

如何建设相应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自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于

1954年在其《管理的实践》一书中提出

“人力资源”这一概念以来，我们经历了

60多年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在当下这个

不确定的时代，在数字经济时代，人力资

源管理需要变革，亟待变革。

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框架图

人力资源管理亟待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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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组织

数字化

文化

选 育 用 留

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的新世界即将诞生。本

报告聚焦人力资源管理的体系框架，从战

略、组织、人才的选育用留、数字化、文

化等方面，呈现其未来发展的九大趋势，

以飨读者。

在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世界里,人力资源的

专业人员往往过多地关注企业的内部的职

能，而忽视外部的客户、投资者以及利益

相关者。

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化技术打破了企

业的边界，个体和小团队崛起，战略生态

化、组织平台化、价值共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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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
支撑战略的定位
与模式改变

趋势一 

人力资源管理九大趋势报告

1.0阶段 

2.0阶段 

3.0阶段 

4.0阶段 

事务型

专业型

业务型

生态型

HR的定位是事务型HR，注重成本与效率，也就是数对人头、发对工资，关

注事务。

HR发展成职能型的HR，注重服务的效能。这个阶段的人力资源工作通常聚

焦六大模块——招聘、培训、考核、薪酬、员工关系、人力规划，并且出现

了科学分工和标准的流程。

HR进化为业务型的HR，更加注重对业务的支持。这个时候出现了三支柱，

即卓越中心、业务伙伴、共享服务。

HR将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关注外部。HR最显著的改变将是逐步迭代为注重价值输出的生态型HR，向

内外部不同服务对象来输出价值。

成就人人。以人为本、自我管理，人人都是CEO，成就别人，别人也来成就

你，彼此成就。

平台共创。新的组织就像一个没有边界的平台，不同的个性、共同的精彩，

大家基于一个平台来共创价值。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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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形态向平台式
组织转变

趋势二 

组织无边界

围绕用户打破组织内外边界

围绕员工打破领导与被领导的边界

 人人都是CEO，都是创客。

围绕组织扁平化与网络化打破科层边界

围绕组织氛围打破沟通边界

实现零距离、无边界的即时沟通。

人力资源管理九大趋势报告

打破组织边界，组织无边界、跨界将成为组织的新常态。组织从过去的串联关系组织，走向串

联与并联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结构组织；从过去封闭的产业价值链，过渡到现在的产业平台、产

业生态。主要围绕四个方面进行：

不断细分业绩单元，不断将经营责任落实到个人和小团队，推倒决策墙，汇报关系多元化，项

目任务蜂窝化。

形成重构客户价值的产业平台、产业生态，价值不仅来源于企业内部价值链的活动，还来自企

业与产业边界之外的客户、合作伙伴等所构成的生态圈。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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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方式：集权式向分权式

正如任正非所讲，“让听见炮声的人来做决策”。分权制让企业变得更加敏捷和灵活；同时，

赋予平台上各个小微企业更大的自主权，通过后台和中台为小微企业提供支持，组织信任度更

高。敏捷的结构也大大提高了整个组织的适应能力和开放能力，让大象也能跳舞，把“大企业

做小”的组织原则使得这些企业能够快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最后，决策权下移到具有自治

权的小微企业，会提高决策的效率和质量。

大平台+小团队

美军曾采取前台+后台的模式作战，前台是一支小分队，全副武装，能力十足；后台是指挥部，

提供强大的数字化支持。在很多组织里，大平台+小团队的模式已经非常普遍，可以快速提高

组织敏捷力和快速反应能力。

面对客户，灵活应对问题、灵活决策

满足客户瞬息万变的需求，及时应对

对手的竞争策略

一线小团队

支持前端的小团队迅速掌握信息，快速做出

判断，敏捷调度中台甚至是后台的力量，

从而引领整个组织为顾客创造价值。

作战能力强

敏捷性高

......

资料来源：《第四次管理革命》，曹仰锋著

组织



强 联接 弱

自主人

自有雇员 实习生 租赁人员 顾问 业务外包 技术合作 自由职业者 开放平台生态

雇员

人力资源管理九大趋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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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三

企业用工方式向
多元契约关系转变

在企业面临“业务变动、编制控制、政策法规风险规避”等难题时，灵活用工成为新的突破思

路，帮助企业达成“降低用工成本、减轻制造压力、满足短期项目需求”的效果。在深圳疫情

期间，沃尔玛和盒马由于线上订单爆发式增长，短期聘用了社会上的临时工，把他们作为员工

来迅速帮助解决订单快速增长的难题。

灵活用工成为企业重要的人才蓄水池

随着人工成本上涨、数字化手段日渐丰富，不少企业重新定义“员工”。除了传统意义上存在

雇佣管理关系的“自然人”外，数字化员工也被纳入在内，如RPA、AI等。以RPA为例，数

字化员工将人从不擅长的程式化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比如万科集团的“崔筱盼”这位数字

员工，催办的预付应收逾期单据核销率达到了91.44%。

劳动力多样性，从自有雇员到自由职业者，甚至数字员工

我们所使用的不是人才的身体，而是人才的知识与智慧。一个企业最大的财富不是人才，因为

人才是流动的，企业最大的财富是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所拥有的技能以及能够使用多少人才的

价值创造能力。在这种条件下，企业追求的不再是所谓的人才所有权，而是人才的使用权，这

种人才的使用权就是所谓的价值创造使用权。

“人才为企业所有”转变为“人才为企业所用”

人才不是华为的核心竞争力，对人才进行

有效管理的能力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任正非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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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趋势四

员工学习方式向
自主沉浸式方式转变

员工培训从标准化到千人千面

学习中应用黑科技

传统培训 沉浸式方式

自主沉浸式的学习中将大量采用黑科技，包括虚拟现实（VR）、混合现实（MR）技术等，让

学习变得更加有趣、有效，让员工学习的热情越来越高。在2021年10月，埃森哲购入了6万台

VR设备，用于培训超过12.5万名新员工，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企业级VR应用部署。

基于组织岗位和用户画像与智能课程标签体系，通过AI+算法能够为员工提供更精准、更精炼、

更具个性化的内容服务，促使员工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提供千人千面的培训课程体系，有

效提升企业员工的培训效果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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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五

个体从任务工具人
向价值共创者转变

用

员工不是随意使唤的任务工具人，而是价值共创者。在个体崛起的时代，员工从组织中可有可

无的“一块砖”，转变为具有主体地位的组织合作者，获得了更多的展示机会；在这个趋势

下，员工也更为主动地思考个人的职业选择，将企业定位为个人阶段性发展的平台。与之匹配

的是，企业也需逐步转变管理模式，从传统“公司+雇员”视角向“平台+创客”视角靠拢。

企业作为平台，为个体提供舞台

四代同堂，关注新生代的价值观

组织在维持现有的管理逻辑下，需进一步完善不同世代的管理方式。

例如，部分互联网企业，开始采取弹性工作制，提供宽松的工作环境，主动向新生代靠拢，带

动员工的积极性。

四代同堂诉求不同

更加追寻工作带来的

成就动机

更偏好稳定的工作环境，

承压力更强

70后 80后 

看重工作带给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并希望在工作中实现更大的个人价值

90/00后 



资料来源：《数字化加速度，工作方式、人力资源、财务的管理创新》，陈春花、徐少春等著

价值观考核

强化绩效考核结果的运用

提高客观考核比例

创新绩效管理模式

矩阵组织多维度考核

解决动态团队虚拟团队等考核难题

推动跨部门合作

通过IT系统优化流程及结果

关注KPI向关注OKR转变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 00% 35.00%

企业绩效管理未来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随着新生代成为职场主力军，越来越多企业发现以KPI作为牵引手段，很难激发新一代员工

的主观能动性。究其原因，KPI与企业经营结果强挂钩，但是忽略了员工的个人意愿与成长

可能，不少企业在高创造性要求的岗位上，开始选择使用OKR替代传统的KPI考核。

OKR更像是一种自我管理工具，员工自己去拟定目标，个人自主管理，实现“要我做”到

“我要做”的转变。过程中，主管予以“辅导与反馈”，满足了员工“成长与认可”的心理

需求，充分调动起了员工的积极性。调研显示，在绩效管理当中超过30%的企业认为，从

KPI转向OKR是企业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考核方式从KPI向OKR转变

人力资源管理九大趋势报告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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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六

留

薪酬激励向
价值付薪方向转变

付薪方式转变

付薪原则是薪酬计算的核心，决定了企业为何种要素和员工行为付薪。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按

照价值薪酬的模式来对员工进行激励。

付薪方式

计件酬  

能力酬  

岗位酬 

价值酬

华为价值付薪案例

华为的核心理念是“价值创造、价值评价、价值分配”，以奋斗者为本、按照价值付薪是华为

从上到下的一种共识。在华为2017年的清华大学校招宣讲会上，孟晚舟表示，华为过去是按

学历来定薪酬，现在将充分考虑优秀学生的潜在贡献价值，薪资将按照价值来定位，上不封

顶。除了华为以外，像亚马逊、海尔等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都采取了价值付薪的模式。

未来趋势

随着用工模式、岗位细分、业态模式等更为多样化，企业内部将同时采用多种薪酬结构与付薪

模式。一方面，确保内部公平性与灵活度；另一方面，也可匹配不同年代员工的需求；但“价

值付薪”的模式将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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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件计算工资；

基于任职者的能力，灵活、个性化付薪，也有利于市场的竞争；

按岗位体系来设定薪酬范围，导向的是内部公平；

围绕“价值创造-价值评价-价值回报”展开，兼顾对内对外的贡献，

短期和长期的贡献，激发组织的活力，牵引员工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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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七

10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由整合资源向
发挥知本转变

数字

得核心人才者得天下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积累的知识系统。这些知识是由企业的核心人才组

成，因此，发现、培养、成就核心人才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除了持续吸纳外部优秀人才，也

要充分激活现有的人力资源，只有不断的“发掘人才”、“培养人才”、“成就人才”、“保

留人才”，才能实现人才管理闭环，搭建企业自有的人才供应链，巩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持

续商业成功。

现在是整合资源的能力，未来是发挥知本的能力

过去，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基于企业拥有多少有形资产——厂房、设备等。在工

业化时代，企业的竞争优势不仅源自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更取决于企业资源整合能力；在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配置、激活和融合企业不同类型资源的能力，将决定着

企业资源的效能能否得到有效发挥，从而将影响着企业竞争优势。

——《史记》

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

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

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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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趋势八    

人力资源管理
由经验驱动
向数据驱动转变

数据驱动的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基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全业务链条，将贯穿于整个企业员工生命

周期的数据串联起来，形成分析结论，指导选、育、用、留所有环节的科学决策，从而影响未来

人才管理战略的规划，让HR由原来纯凭直觉做感性判断转变为用可量化的数据进行理性分析。

用规范的数据结合数字化的分析工具，HR和团队管理者就能进一步建立岗位画像和人才画像，

使人才梯队的组建有据可依，从而便捷地实现人才管理各个环节的精准匹配与精准价值衡量，并

为员工提供千人千面的激励与发展方案，充分激活组织、驱动员工，实现人尽其才。

过去是千人一面，难尽其才，未来是千人千面，人尽其才。

通过标签化，可以让每一个人才的优势显现出来；通过精准化，可以让每一个人才的“选、育、

用、留”政策具有针对性；通过个性化，可以让每一个人才发挥创造力。

谷歌的人力资源部有一句名言：“谷歌的HR决策从来都不是来自哪个最佳实践，一定只会来自

内部数据的分析”。

数字企业让我们做事的方式跟过去相比有着革命性的变化，我们过去做事依赖的理论、方法、行

动方案是根据一代代的经验来归纳摸索出来的，但是数字技术让这一切发生改变，要求我们的思

维做出改变：

从样本思维到全量思维。过去我们搞一次调研就是拿一些样本，但是大数据可以做到全量的数

据来进行统计分析，而且可以快速取得一个结果。

从精准思维到模糊思维。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往往根据经验去有限地搜索，试图找出一个精准

的答案，但现在，我们只要大致知道范围，通过大数据算一算，就可以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从因果思维到关联思维。过去，我们知道一个结果后，想通过有限的经验和判断去找到其中的

“因”非常难；现在，只要找到数据之间的关联，通过大数据进行分析，就可以马上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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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九    

人力资源管理向
「心力资源管理」转变
加里·哈默在《组织的未来》一书中，描述了工作能力的层次。排在最上面的是勇气、创造力

和主观能动性，而不是专业知识、勤勉和付出。勇气、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是来自我们内心的

一种力量，是一种心力资源。

所以，一个员工在企业中工作，到底尽了多少心是最关键的。

勇气

创造力

主观能动性

专业知识

勤勉

服从

资料来源：《组织的未来》 ，加里·哈默

工作能力层次结构

12



盖洛普2018年的一项全球调查中，积极热情投入工作的员工只有15%，67%的员工不够投

入，18%的员工消极怠工。

一个企业最大的资源不是人力资源，而是心力资源；一个企业最大的浪费，是心力资源的浪费。

人力资源管理九大趋势报告

资料来源：Gallup调研，2018

积极热情投入

不够投入

消极怠工

全球员工
敬业调研

18%
15%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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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心力资源是什么?
心力资源是每一个员工心中无尽的宝藏。

心力资源管理的本质就是开发每一个员工心中无尽的宝藏。

任正非先生 稻盛和夫先生

“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艰

苦奋斗”，“承认劳动是公司价值创造的

主体”、“用熵减与开放持续激发个体的

创造活力”、“将自我批判打造成个体与

组织纠偏的机制”，华为的人力资源管理

实践极大地顺应了人性，激发了人性。

“以心为本”，他倡导的京瓷哲学成为中

国企业文化建设和学习的典范。他曾讲过，

“如果说，最容易动摇、最难把握的是人

心，一旦相互信赖，心心相连，最坚牢、

最可靠的还是人心”。

两位受人尊敬的东方企业家，任正非和稻盛和夫，都创造了了不起的商业奇迹。他们两位所倡

导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向代表了21世纪发展的最新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心力资源。

“上下同心，其利断金”。“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未来的人力资源，将向心力资源转

变，去开发出员工心中的宝藏。

倡导 倡导



心力资源管理
的新思维

人力资源管理九大趋势报告

“以CEO的心为心”的战略思维。如果HR管理者与CEO的心在一起，就能

够取得更高的效果。

“成就天下人才”的利他思维。

“发现、培养、成就核心人才”的基本思维。核心人才所积累的知识能够成

为一种“知本”，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数治思维，不仅仅是数字化，而是要把数字化

变成一种常态的治理模式。

“以心为本”的文化思维。

一

二

三

四

五

15







添加顾问

领取产品介绍

创新

金蝶携手华为，现重磅推出HR SaaS产品金蝶云·星瀚人力云

八大创新打造HR管理新世界

华为HR领先实践
先进的HR管理思想

丰富的全球化HR场景

金蝶HR产品设计力
20多年HR数字化经验

金蝶云·星瀚
人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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