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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20 人的公益机构更
重视人力工作

调研报告显示，对于公益机
构人力及组织工作，机构领导人
主观意愿强，紧迫性低；多处在
想干但不干的状态。

这种提升紧迫度不高与领
导人在访谈中表现出的重视，行
业热议倡导的人才和组织发展
重要有着较大的反差。 直接表现
为：精力投入和时间安排经常让
位于项目、业务、筹资。

与此同时， 调研报告显示，
人员规模超过 20 人， 领导人对
战略性、系统化的人力及组织建
设需求提升。

全职人员规模为 20-50 人
的组织，在具体子项上提升紧迫
性得分超过 2.8 的数量最多，并
且战略性组织建设的需求、人力
体系化建设需求增强。 具体体现
在：领导人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对实现组织使命、愿景及战略规
划的有效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对
于在组织层面做人才盘点、规划
和整体组织效能监测有更高的
要求；也对 HR 人员的专业性有
更高的要求。 此外，全职人员规
模为 20-50 人的组织，管理和领
导能力发展的需求也增强。

调研报告显示，人才评估和
人员能力发展是最被共识的需
求，不分人员规模、成立时间、业
务性质。

所有选项中，提升紧迫性指
数超过 3 分“急待提升” 的有一
项：人才评估（3.04 分），“期待提
升” 三项： 人力效能监测（3.07
分）、员工能力及领导力发展（2.94
分）、人才盘点（2.81 分）。 位列第
五的是人才标准（2.70 分），虽未
到期待提升，但高于其他选项。

而人才标准是有效开展人
才评估、盘点以及能力发展的基
石，缺乏人才标准以上三项工作
很可能无的放矢，难见成效。

这四项几乎构成了人才发

展从建立标准到评估到发展的
完整闭环，其紧迫性高于绩效管
理、招聘、岗位职责、文化价值
观、人力制度建设等模块。 不同
全职人员规模的组织中体现出
对人才评估、人才能力发展的一
致重视。

调研报告认为，缺乏系统视
角和关联意识，可能是人力及组
织投入效果不彰的重要原因。

提升紧迫性排最前的是人
才发展。 但人才发展方面有一个
经典规律： 选拔优于先于培养，
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被发展，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被
发展。 如果在选人时没有选到有
意愿和潜力成长的人，后面花十
倍投入，也可能收效甚微。

但调研中招聘方面的提升
紧迫度却很低，只有 2.41 分。 位
列倒数第三。 一些领导人认为公
益组织在招聘上不具备竞争力：
薪酬低、社会地位低、工作难度
高，没有选人的条件。 同时，对于
文化价值观（2.43 分）、激励（2.45
分）提升紧迫性也不高。

调研报告显示显示，领导人
的组织经验、 价值理念及愿景，
对人力及组织能力建设影响很
大甚至更大。

访谈发现，即便成立年限不
足 5 年、 人员规模只有十几人，
也有领导人在人力和组织上有
非常多实质投入，并已为组织带
来更长时间内的稳定发展和目
标达成。 这些领导人有一些特
点：要么有在优秀大组织中的工
作经历， 包括商业组织和国际
NGO，要么建立之初就希望组织
能够成为百年基金会，要么有朴
素的发展他人之心，希望在组织
内工作的员工即便某天离职也
会在社会上依然有竞争力。

需设立专门的人力资源岗位

数据表明， 公益组织中，人
力资源的职能多数由其他职能
兼任，设有专岗人员的较少。 设

有人力资源专岗的组织有几个
特征：第一是全职人员的规模已
经达到几十人，这说明员工数量
是配置人力资源专岗的一个重
要条件。 其次，组织的发展阶段
也对人力资源专岗的配置与否
有重要影响。

处在创业生存期的组织，还
无暇顾及到组织内部管理体系
包括人力资源的建设。 小组织不
配备人力资源专岗这是一个非
常普遍且合理的现象。 但即便是
只有 3-4 个人的小组织也必须
实施人员招募、甄选、培训、薪酬
支付等工作。 只不过这些通常是
由领导人自己完成。

在这一现象背后，是组织领
导人对人力资源管理和各模块
的认知。 调研发现，在这方面存
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将人力
资源管理视为行政化工作，没有
从组织发展的战略性和专业化
角度来看待。

行政化工作更多是基础性
的操作工作，例如：收发简历、核
算工资、缴纳社保、办理入职、签

署合同、监测出勤率。而战略性和
专业化工作则要求人力资源职能
根据组织发展的需要设计和规划
组织所需的人力资源、 设计和变
革相应的人力政策， 使人力资源
能够支撑到战略发展的需要。

导致公益组织人力资源主
要处于行政阶段，一方面是现有
公益行业的人力资源的专业水
平所限。 调研数据显示，40.6%和
18.8%的领导人对“人力资源管理
部门的员工具备专业水准，能够
独立完成人力资源主要模块的
制度建设和执行工作”表示“不
太满意”和“急待提升”。 而另一
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领导人未
认识到这应该是自己的重要职
责和持续学习的领域。

如何改善这一局面？ 如果组
织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人力资源
从业者就要承担评估和提高人
才管理及领导力水平、组织能力
及文化管理的重任，最终协助组
织达到战略。 即便组织的战略目
标不清晰，人力资源也通过对人
员及团队的影响促进战略的共

同生成与实现。

建议开展量化数据收集工作

调研报告显示，83.1%的领导
人表示在“有明确的人力资源年
度盘点及年度规划”方面不太满
意或急待提升。

访谈中，有组织领导人表示：
“我们不太清楚人力资源盘点与
规划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这方面
的内容还没有成为我们每年进行
年底盘点， 或者向理事会汇报的
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新一年的
人力资源工作就是预估一下要招
聘的员工岗位和数量”。

也有领导人表示：“作为机
构的 CEO，我的关注点一直是在
业务和运营层面，机构的业务变
化还是挺大的，所以总认为需要
等机构进一步稳定之后，才开始
人力资源的相关工作。 总担心如
果业务发生变化，现在做的一些
人力资源规划或者管理体系的
工作就不能适用了。 ”

结合 25 家组织领导人一对
一访谈的结果，基本上还没有公
益组织明确开展全方位的组织
和人力资源量化数据收集工作，
并且以此进行数据的分析，监测
组织发展和人力效能情况。 这一
数据说明，对组织和人力资源进
行量化的数据收集和管理工作，
在现阶段的公益领域中属于新
兴事物。“什么是监测组织人力
效能？ ”是访谈中被领导人问到
最多的一个概念，说明这一概念
对大家还很陌生。

调研显示，有的组织通过追
踪近几年的人才数据发现核心
人员周期性离职，以及中层管理
干部缺失，影响到组织的下一步
发展。 有的组织由于机构战略调
整、组织转型、领导人变更等，导
致组织人均效率大幅下降，人均
成本大幅上升。

要改善这一状况，以量化数
据做人力资源和组织效能的管
理重要且必须。 这可以为领导人
和行业支持者在人才和组织上
做有效投资提供依据。

人力效能仪表盘可理解为：
对人力资源管理相关数据经过收
集汇总分析， 再通过图形表格数
字等形式表现出来，直观化、可视
化的展现组织人力资源数据间的
关系。 类似汽车的仪表盘展示汽
车的运行情况，如车速、燃油、行
驶里程，包括发出预警性的指标，
如：燃油过低、安全带报警等。

人力资源管理仪表盘同样
可以用来展示人力资源的实时
信息、历史数据等来进行预测和
预警，并通过分析得出人力资源
管理各模块的实施效果和管理效
率。 比如： 各部门员工的异动情
况、绩效完成率、培训完成率、人
员效率、招聘满足率、人均利润、
人力成本等。 这能够帮助人力资
源和组织管理者了解、 诊断组织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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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从组织能力的角度思考， 从人力管理体系建设的角度具体切
入，素描公益组织在此方面的状况，寻找解决之道，推动行业发展。

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项目产品
服务及组织运作的资金、与前两者匹配的人力和组织能力。

这三大要素中，项目产品服务、资金是刚性的，对组织的影响
非常直接。 一旦出问题，颓势会立马显现，也因此是领导人最关注
的议题。人力和组织能力是软性的，影响间接，重要但不紧急。但公
益组织和行业显现出的很多紧急严峻的问题， 其根源却在人力和
组织能力上。

这一点在经历了不平常的 2020 年，显得更加明显。 具有较强
组织能力的公益机构在疫情期间结合疫情援助需求和自身组织优
势，采取有力高效的行动。 而日常缺少组织能力的机构则在疫情大
考之下显现出严重不足。

然而遗憾的是公益组织的领导人，还不太有‘组织’的观念、概
念，也就是缺乏‘组织观’。 已经具备了这种意识的领导人，由于缺
乏系统性知识和成功经验， 在人力及组织能力建设上也以碎片化
的探索为主，头痛医头，效果不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