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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申明

“12月4 日，美好社会咨询社发布 2020 年度 《公益行
业薪酬与人才管理实践调研报告》。报告以公益

行业的人才管理现状、后疫情时代公益组织的工作模式、公益组
织吸引和保留人才的探索三个问题为导向， 探索新的社会环境
与人才管理要求下应如何吸引保留专业人才， 以期为关注公益
行业薪酬与人才管理实践的伙伴带来新的启发和洞见。

总体趋势：
人才管理内忧外患

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等关键
词贯穿了整个 2020 年， 为各个
行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公益行
业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重要性
进一步凸显， 释放出了巨大潜
力， 但同时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其中“留人难”问题十分突出，成
为机构发展的桎梏。

对外，疫情刺激之下公益组
织暴露出了运营难题，面对大量
的“刺激性捐款”，由于人员配备
不足导致部分公益机构超负荷
运转，运营方面漏洞涌现。 疫情
过后，经济下行压力致使部分企
业停产停工甚至出现破产裁员
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其后
续的捐赠意愿，给公益组织造成
筹款难题。 此外，调研结果显示，
公益组织离职人员中超过三成
去向为商业组织， 远超去年的
22%。 这是由于公益组织所占的
资源和体量有限，较资本市场相
比人才吸引力处于下风。

对内，许多公益组织的价值
感召力后劲不足，且组织文化单
一，一定程度上消磨了员工的工
作信心与工作热情，组织核心凝
聚力的缺失势必会影响到公益
行业的长期发展。 另外，我们发
现，大部分公益组织所采用的员
工激励政策是非物质性的，而且
缺乏持续有效性，连续两年调研
结果都显示职业发展机会有限
是最常见的离职原因。

人才招聘：
筹款仍是最难招聘岗位

本次调研发现， 公益组织的
主要招聘渠道为网上招聘（如：
51job，智联等），占比超过 80%，其
次是公益组织内部人员或相关方
进行推荐，占比超过 50%。 在参与
调研的机构中， 人才招聘渠道中
志愿者转化为正式员工的方式排
名在网络招聘和内部推荐之后；
同时， 公益组织的人员招聘几乎
很少通过招聘会或就业辅导中心
的渠道成功招募员工。

本次调研中，最难招聘的岗位
前三位分别是筹款、传播和项目人
员， 与去年调研中最难招聘岗位
（项目、传播、筹款）保持一致，由此
发现这三个岗位长期内存在较大
招聘困难。 与过往不同的是，今年

有一些过去未曾集中提到的招聘
困难之位也有需求增加的趋势，尤
其是中层管理人员和销售岗。

人员配置：
多以灵活用工的方式

调研发现，87%的公益机构会
采用灵活用工的方式来尝试解决
人员供给及配置的挑战，其中，吸
纳志愿者和雇佣兼职员工是最主
要的灵活用工方式。 其中，56%的
公益机构中项目管理与执行岗位
会采用灵活用工方式，其次，则为
对外事务/品牌传播、志愿者管理
和财务管理等岗位。 在以上岗位
上，公益组织有最大的人员缺口。

晋升与发展：
职业发展通道仍待清晰

在人才晋升上， 工作业绩/
表现、专业能力、责任感和主动
性是大部分机构最主要的考核
指标，工作经验/年限、岗位空缺
度、行业背景、学历等因素也会
作为参考指标。

本年度中的调研数据显示，
仅有 35%的机构认为为员工建立
了清晰的职业发展通道， 大部分
机构已经开展了初步的工作，但
职业通道明晰化仍然任重道远。

在人才发展方面，公益机构
都为员工提供了多种类型的专
业培训，其中管理类（项目管理
和组织管理）和传播类的培训是
主要的培训类型，项目管理也被
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培训项目。

公益机构对于基层员工和
中高层员工有不一样的能力要
求，大部分公益机构认为基层员
工最需要提升目标导向和创造
性执行的能力。 相较于 2019 年
度，更多的机构认为系统总结与
反思的能力是基层员工需要具
备的重要素质。 而对于中高层员
工，相较于 2019 年度，团队管理
的战略思考及分解部署被认为
是最需要提升的能力。

薪酬支付：
员工层级薪酬差距明显

在本年度参与调研的机构
中，高管层的年度固定薪酬最低
值的平均值为 147900 元/年，最
高值平均值为 246366 元/年，且
支付周期普遍为月度支付。

在有明确薪酬支付标准的

机构中，12.5%的机构对于短期全
职员工（与机构签定劳动合同，
周平均出勤时间不少于 40 小
时；劳动合同期为 1 年或以内的
全职员工）制定了与全职员工不
同的薪酬支付标准， 与 2019 年
相比有较大提升。 40%的机构对
于兼职员工制定了与全职员工
不同的薪酬支付标准。

85.2%的机构将本机构财务
预算作为薪酬支付标准回顾或调
整时的最主要参考因素。 按照重
要性排序， 薪酬支付标准回顾或
调整时的其他参考因素包括：同
类机构支付标准及支付趋势、社
会平均工资涨幅、 本机构年度支
出预算的结余情况、通货膨胀率。

本年度，公益机构进行薪酬调
整时参考的前五个主要因素是：机
构业绩/部门绩效（81.9%），个人绩
效（72.7%），职位晋升（63.6%），职位
级别（45.5%），服务年限（28.6）。 其
中， 认为机构业绩/部门绩效为主
要参考因素的机构由 2019 年的
42.9%跃升至 81.8%。

绩效奖金：
逾七成机构设立计划

本年度，72%的公益机构有绩
效奖金计划，2019 年这一数字为
59%，比例有所上升。 在不同类型
的机构中， 有绩效奖金的比例从
高到低依次为：工商注册机构、基
金会、 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团
体，这一趋势与 2019年一致。

在设立绩效奖金计划的机
构中，38%按年支付绩效奖金，4%
每半年支付，12%每季度支付，
15%每月支付。 绩效奖金实际支
付额的影响因素按重要性排序
依次为：个人绩效、机构总体业
绩、所在部门/团队/小组绩效。

仅有 18%的机构为员工提供
了其他浮动薪酬项目，除绩效奖
金外，其他浮动薪酬项目按照被
应用频率依次是： 筹款奖金、销
售奖金、项目推介奖、员工认可
奖、项目补贴。

福利：
以现金形式为主

42%的机构提供差旅补助，是
除五险一金外提供频率最高的福
利项目。 此外，被提及的福利项目
还包括补充医疗保险、 防暑降温
费、节日福利、项目活动补助、电话
补助、电脑补助、商业意外保险等。

66%的机构提供了灵活工作
时间，是灵活工作安排中应用频
率最高的措施。 此外，应用频率
较高的前三项灵活工作安排措
施还有：灵活休假政策、灵活工
作地点和劳动保护。

人才保留：
超三成离职者进入商业

与去年相比，人员流动的最大
阶段依然集中在春节附近（12月、1
月、3月）， 而 2月份没有位于前列
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当时处于疫情
暴发期，市场人员流动率较低。

在本次调研中，发现公益组
织离职人员超过三成去向为商
业组织，远超去年的 22%，但仍
有 25%左右的员工去向未知；同
时，与去年相比，离职人员去向
为其他公益组织的占比几乎保
持不变，约占 28%。

本年度调研与去年相比，前
四个主要离职原因没有变化。“职
业发展机会有限” 仍位于最常见
的离职原因之首， 约占 38%；“工
作生活不能平衡”位于第二位，约
占 30%；新增加“对于工作内容不
满”这一原因（18%）；去年位于第
五位的“缺乏足够认可”原因，今
年位于第六位，约占 14%。

对于参与调研的机构，“工作
意义认同” 作为最常用的人才保
留手段，约占 80%。 这代表机构和
员工都越来越在乎对于工作内容
背后意义的认同， 同时极高的占
比也代表着， 未来机构不仅仅要
看重现金激励手段， 在员工对工
作意义认同这个维度也要格外关
注。其次，去年最常用的人才保留
手段“富有挑战性、创造性的工作
内容”位列第二，约占 63%。

疫情影响：
远程办公对效率影响不大

在疫情的影响下，有 82%的受
访机构采用远程办公的形式。配合
居家办公，超过一半的机构提供弹
性工作时间的方式，同时提供线上
培训帮助员工适应新的工作方式；
员工的心理健康也是机构关注的
重点， 有 28.2%的机构为员工提供
心理支持和压力疏导。

对于部分无需线下开展工
作的公益机构而言，远程办公节
省了通勤时间，同时员工的积极
性也更高；认为远程办公降低了
工作效率的机构大部分认为，远

程办公提高了沟通成本，但工作
效率低下。

近一半的机构在疫情结束
后不会延续远程工作的方式，主
要原因在于线下沟通的效率更
高， 且有些工作需要在线下开
展；而选择继续延续远程办公的
机构，大多数在疫情之前就采用
灵活办公的方式，疫情只是固定
了这一工作形式。

后疫情时代，如何破局？

首先，打造灵活的组织和人
才管理。 为应对人员供给和配置
的挑战，公益行业已开始探讨或
实行多样化的雇佣形式和灵活
的办公模式，例如吸引更多资深
的志愿者或兼职员工，从而扩大
资金来源，还可以获得更丰富的
经验流动， 增强组织活力和效
能。 为加速机构成长，个别公益
组织考虑在内部实行轮岗制，培
养更多复合型人才。 对于如何解
决“留人难”的问题，报告建议，
除薪酬外公益组织可以尝试利
用各种非物质形式的激励手段，
增强员工的使命感。

其次，增强价值认可，构建
专业化团队。 在本次调研和面向
公益组织从业者的访谈中，“温
度” 是一个时常被提及的字眼。
公益组织的服务领域与社会福
祉紧密关联，社会大众对公益情
怀的认可是公益组织基因中不
可或缺的部分。

通过建立行业联盟、公益组织
论坛、以及专业领域跨界交流等手
段，可以让更多圈外的人才及组织
了解公益组织现状及未来发展趋
势， 扩大公益行业的社会认可度、
职业认可度。公益行业区别于其他
类型行业的地方，在于其独特的创
新性思维和组织活力，也是越来越
多商业领域从业人员选择进入公
益行业的原因， 他/她们在商业领
域原有的专业素养都利于推动公
益事业的专业化与创新发展，是一
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志愿者是公益人才队伍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志愿者的专业
化在近些年来愈发明显， 一方面，
各类志愿者联盟抑或培训机构相
继成立，为志愿者专业化技能的培
训提供了学习与交流的平台；另一
方面，融合商业化运作模式与理念
的志愿者组织也在公益领域中展
露锋芒，为志愿者的专业化启迪了
新的思路。 （高文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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