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17．5.30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News10 新闻

《中国公益组织人才供需发展报告 2016》发布

高学历人才在公益领域就业市场供过于需

《人道主义核心标准》（中文版）在京发布
5月 25-26日，由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主办，世界宣明会中国
基金有限公司、乐施会支持的“心
理援助·2017 国际研讨会———暨
《人道主义核心标准》（中文版）北
京发布会”在心理所举行，中科院
领导，基金会、民办非企业、社会企

业、境外非政府组织等代表，心理
援助专家和志愿者代表约 120 余
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开幕式由中
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全国心理援
助联盟副主席刘正奎主持。

会上发布了由人道主义核心
标准联盟等共同编订， 并授权翻

译的《人道主义核心标准》（中文
版），该标准整合了国际上三个有
关开展人道救援的原则以及有关
机构内部管理的标准， 成为一套
有关质量和责信的标准， 旨在提
升参与人道主义行动的机构或个
人的工作质量， 以更好地对受灾

人群负责。《人道主义核心标准》
（中文版）的发布为我国开展灾后
心理援助和危机干预提供了最为
基础、可操作性的工作准则，有利
于指导我国在全球开展人道主义
救灾活动和推进国内人道主义救
灾的标准化和本土化， 促进了我

国人道主义事业朝着更专业、规
范和高效的方向发展。

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提升了
我国人道主义救援的专业资源、
社会资源和援助标准，促进了人
道主义救援社会服务的及时、科
学和持续的发展。

� � 我国公益组织人才供给，需
求状况到底如何？ 现有的人才储
备能否满足当前公益组织的人
才需求？ 公益组织人才需求及人
才市场供给状况匹配情况又如
何？

近日发布的《中国公益组织
人才供需发展报告 2016》 显示：
第一，公益领域已经成为当前人
才市场中不可忽视的新的就业
选择；

第二， 在三大类社会组织
中，社会服务机构将会是当前及
今后一段时期内吸纳公益人才
的主阵地。

第三，北京、广东、上海等发
达地区公益人才需求较强，但不
同区域公益人才供需状况不一，
在地域分布上没有表现出明显
的供需比特点。

第四，女性从业者已经成为
公益领域的主要力量。

第五，公益机构发展规模不
大的现状决定了公益机构人才
招聘规模普遍较小。

第六，公益机构岗位供给均
大于需求，公益领域就业竞争比
较小。

第七，不同领域公益人才供
需差异较大。

第八，硕士、博士等高学历
人才在公益领域就业市场表现
出供过于需状况，同时，公益岗
位的专业性也有待继续提升。

近八万条数据

《中国公益组织人才供需发
展报告 2016》是德国世界粮惠组
织支持的项目，由中国发展简报
从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公益
机构招聘信息和个人投递公益
岗位的简历信息中收集整理出

数据，并选取供需匹配度较高的
维度，以岗位、工作地点、学历、
领域、工作经历、薪酬为视角，对
当前我国人才市场中公益人才
供给与现有公益组织的人才需
求进行梳理与比较。

数据涉及 30 个直辖市、省、
自治区及境外公益组织。 覆盖的
领域有教育、环保动保、健康与
防艾、残障、劳工、老人与儿童、
社会创新、企业社会责任、民族/
宗教/文化/艺术、三农/社区发展
与救灾、能力建设/研究/支持/咨
询等 13 个。

项目共收集 2779 条简历信
息， 整理数据 44464 条；2139 条
机构招聘信息， 整理数据 34224
条。

在这些不同维度数据中，来
自公益人才就业市场的个人求
职简历数据一定程度上代表着
公益领域的潜在人才供给，来自
公益机构招聘数据代表公益领
域中对于人才的需求状况。

项目试图在人才供需分析
中有所发现，以期为政府公益人
才发展政策的制定、高校公益人
才的培养以及公益机构人才的
招聘提供参考。

呈现八大特点

基于调查数据以及比较与
分析，报告显示，当前我国公益
领域人才供给与人才需求主要
呈现以下八大特点：

第一，公益领域已经成为当
前人才市场中不可忽视的新的
就业选择，其中，教育领域公益
组织对于公益人才的需求较为
强烈，明显高于其他领域。 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吸
纳专兼职就业人数达 1500 多

万，今后一段时期内，公益领域
的就业体量将成 3-4 倍增长。

第二， 在三大类社会组织
中，社会服务机构将会是当前及
今后一段时期内吸纳公益人才
的主阵地。 鉴于机构类型特点，
社会服务机构吸纳就业能力高
于基金会与社会团体。

截至 2016 年年底，我国社会
服务机构达 33 万之多， 且七成
活跃于教育、 卫生以及养老领
域。 因此，今后上述三领域的社
会服务机构将成为公益就业的
主要组织类型。

第三，北京、广东、上海等发
达地区公益人才需求较强，但不
同区域公益人才供需状况不一，
在地域分布上没有表现出明显
的供需比特点。 总体看，发达地
区公益事业较为发达，因此对于

公益人才的需求也比较强。 然
而，在不同区域公益人才供需比
较适中，公益人才供给与公益机
构人才需求之间没有明显差异
与趋同趋势，鉴于我国近年公益
事业还处于初步启蒙阶段，内在
规律与特点还有待深入探索与
研究。

第四，女性从业者已经成为
公益领域的主要力量，在公益人
才总量中占比近七成。 20-25 岁
之间的 90 后年轻人是公益领域
中的主要从业者，占比过半。 女
性群体具有较强的同情心，因此
公益事业聚集了多数女性从业
者。 同时，年轻人对于公益事业
表现出比较普遍的热情与积极
性。 因此，公益领域也集聚了大
量的年轻人，这使得公益领域充
满活力。

第五，公益机构发展规模不
大的现状决定了公益机构人才
招聘规模普遍较小。 调查发现，
招聘 1 人的机构占比过半。 当
前，我国社会组织总量虽然初具
规模， 除了近 70 万家登记机构
之外，还有活跃在社区更多的备
案制组织。 然而，我国社会组织
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专业
性、规范性均不高，社会组织发
展规模普遍较小，其作用与功能
有待提升。

第六，公益机构岗位供给均
大于需求，公益领域就业竞争比
较小。 其中，项目管理人才需求
最为强劲，需求量占比过半。 公
益领域是当前我国就业市场中

的新兴领域，作为公益领域求职
与招聘信息流动的主要平台，中
国发展简报数据显示，来自求职
人员的简历信息中对于各类岗
位的供给数据均大于来自机构
各类岗位的人才需求，这充分说
明当前就业市场中很多求职者
投身公益事业，极大地增加了公
益人才储备。 在具体岗位方面，
项目管理人才需求量较大。

第七，不同领域公益人才供
需差异较大，“民族宗教文化艺
术” 领域岗位供给远大于需求，

“社会工作”、“残障”领域岗位表
现出供不应求状况。 不同领域对
于公益人才的供给与需求状况
不同， 诸如“民族宗教”、“艺术
类”的小众领域公益人才供给大
于需求，就业竞争性较低。“社会
工作”、“残障” 等核心社会服务
领域公益人才供给小于需求，相
应地也表现出公益人才匮乏，就
业竞争性较强。

第八，硕士、博士等高学历
人才在公益领域就业市场表现
出供过于需状况，公益领域吸引
了一部分高学历人才，同时也是
我国就业压力吃紧的表现。

近年来，随着不断增长的大
学毕业生规模，就业市场竞争也
越发强烈，加之公益领域的专业
性要求，一部分硕士、博士高学
历人才逐步投身公益事业发展，
高学历人才供给大于需求。 同
时，公益岗位的专业性也有待继
续提升。

（整理自中国发展简报）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2016 年 11 月 26 日，2016 湖南省首届大型青年公益人才招聘会在长沙举行，52 家公益组织参与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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