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巧劳动力：
企业变中求胜
的法宝



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企业的发展呈现持续
不断的快速变化。

全球新冠疫情和对社会不平等的认知深化加快了
企业的业务调整步伐。企业管理人员需要优先对
不断变化的市场动态和工作场所做出回应和处理。
在企业内部，企业必须平衡创造安全的、支持性
的以及通常是远程的工作环境的需求。同时，企
业也需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因素和限制条件下探索
满足客户需求的新途径。如今，多元性、员工健
康以及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高层议程中的首要
任务。

定义新视角
灵活应变的
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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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若想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成功开展业务运营，
必须借助新方法来有效利用劳动力。

劳动力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中不断蜕变。员工的技能、经验
和专业知识也在不断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员工的技能
发展、自然减员和内部流动都会改变企业的劳动力构成。
此外，在企业的整体运营过程中，技术的采用以及与外部
供应商和合同工的合作，也会改变劳动力结构。

想要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实现蓬勃发展，企业需要一
种新的思维模式。人力资源领导者必须建立、重塑和优化
具备灵活性、韧性、多元性和独特性的劳动力。这一理念
并不是为了“紧跟”变化趋势，而是为了培养企业劳动力的
相关能力，从而打造真正的灵巧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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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

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加速
了数字化转型

85
%

已针对员工心理健康和幸福感
采取支持性举措

90
%

将多元性、公平性、包容性
(DEI) 视作战略重点/目标

《财富》/德勤针对首席执行官开展的调研, 2020年10月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pages/chief-executive-officer/articles/ceo-survey-gauging-priorities.html?nc=1


员工发声

综合来看，过去几年里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对工作场
所的影响与日俱增。换言之，一些关键性拐点带来了重大
影响。

2016年，千禧一代超越X世代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
他们对多元性、薪酬公平和职场骚扰等问题拥有自己的看
法。针对职场骚扰问题的热议推动了2017年 #METOO 运
动的发起，引发了人们对性别平等问题的高度关注。德勤
率先在2018年发布的《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报告》中介绍
了“社会企业”的概念，旨在强调企业需要积极参与并引导
社会趋势的讨论。

与此同时，人才竞争升级，员工期望值也在增加。以美国
为例，盖洛普 (Gallup) 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的员
工流失率达到了15年以来的新高。员工希望从事更有目标
的工作，获得更好的工作体验以及更多发展机会。在全球
范围内，情况更是如此。根据怡安 (Aon) 2019年东南亚
人才招聘研究报告，超过一半的新加坡雇主无法填补空缺
职位，这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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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切照旧”到
“彻底革新”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focus/human-capital-trends/2018.html
https://www.gallup.com/workplace/260564/heard-quit-rate-win-war-talent.aspx
https://aon.mediaroom.com/2019-04-04Singapore-companies-struggle-to-hire-candidates-with-digital-mindset-Aons-2019-Talent-Acquisition-Study


技术对劳动力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技术对劳动力带来的影响毋庸置
疑。如今，“未来工作”一词在谷歌的点击量接近300万次。
“未来工作”到底是什么？这超高的点击率又意味着什
么？“未来工作”是关于劳动力与技术如何在企业运营中
有效结合来完成工作。“未来工作”关注结果，注重效率
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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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的使命是将收
入增长和盈利与尊重和
支持其环境及利益相关
者网络的需要相结合。
这包括倾听、投资并积
极管理那些正在塑造当
今世界的趋势。”

2018德勤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报告
“社会企业的崛起”

多年来，分析师和思想领袖一直
在谈论“未来工作”，并且相信技
术将有助于显著提升业务成果。
他们的预言成真了，且技术的影
响还远不止此。人工智能彻底革
新了工作方式。恰当的工具为企
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洞察力，从
而更好地做出决策。

2019年《哈佛商
业评论》的一项
研究发现，仅有
8%的企业开展
了支持人工智能
技术广泛应用的
实践。

员工将更多时间用于从事有意义的工作，为企业
创造更大的价值。

那么，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为什么技术创
新的速度远超过实际应用的速度呢？“未来工作”
缺少的是一种催化剂，一个促使企业对其业务运
营进行彻底变革的理由。这一切在2020年改变了。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future+of+work&rlz=1C1BEMX_enUS690US690&oq=future+of+work++&aqs=chrome..69i57j69i59j0i457j0l2j69i60j69i61j69i60.2108j0j7&sourceid=chrome&ie=UTF-8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focus/human-capital-trends/2018.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focus/human-capital-trends/2018.html
https://hbr.org/2019/07/building-the-ai-powered-organization


新冠肺炎疫情对工作的影响

当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企业的首要任务
是确保员工安全和业务运营在特殊时期的持续性。解决
这些问题的重任很大程度落在人力资源部门的肩上。领
导者迅速采取行动，利用先进技术实现向远程办公及保
持社交距离前提下的客户运营方向转变。

疫情爆发初期的另一影响是对就业的冲击，就业保障持
续成为全球担忧的问题。益普索（Ipsos）开展的《全球
担忧问题》调查收集了27个国家对当今影响世界最大问
题的民意。2020年11月，这项调查发现，失业是仅次于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第二大担忧。38%的受访者将失业
视为他们国家当今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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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做出预测现已成为遥远
的记忆，“未来工作”已经被“当
前工作”所取代。包括Leapgen
在内的众多咨询公司都建立了
专门研究“当前工作”的完整数
据库。

同样，变革的步伐令企业无法
长时间安于任何稳定状态。尽
管思想领袖们在2019年针对新
常态发表了大量文章，而今家
们却正聚焦下一个常态，例如
麦肯锡正在开展的数字化趋势
研究。

面向未来的规划是怎样的？在未来几个月里，人力资源
领导者必须管理员工的期望，提升员工士气，最重要的
是制定正确的劳动力战略并构建合适的劳动力，以推动
企业数字化进程，创造更优的客户体验，并预测和适应
未来的持续变化。构建于灵活性、韧性、多元性和独特
性之上的灵巧劳动力，将助力企业未来发展。

77
%

的首席执行官表示，疫情危机加
速了他们的数字化转型计划。

《财富》/德勤针对首席执行官开展的调研，
2020年10月

https://www.leapgen.com/now-of-work-research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the-next-normal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topics/digital-transformation/digital-transformation-COVID-19.html


在瞬息万变的世界
保持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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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企业领导者一直专注于敏捷性，即注重提高他们对市场变
化的快速反应能力。虽然这可能使他们免于失势，但不一定能帮
助他们获得优势。

若想在2021年及未来持续稳健发展，企业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停留
在维持业务正常运营层面。要想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生存且
持续发展，企业需要做些什么呢？

劳动力需要突破传统边界、更加全球化且具备多元化技能。他们
需要有快速成长的能力，并具备应对变化的韧性。

AMS首席执行官David Leigh表示：“企业的成功发展离不开全
职员工与合同工的配合。他们需要有学习新技能、升级技能并灵
活转变的能力，以满足企业发展需求。优化整体团队需要无缝整
合技术和人工智能，以提升速度与精准性，并使用预测分析法来
预判未来。”

灵巧劳动力理念为企业构建、重塑和优化具备独特性的劳动力提
供了一种新方法，从而为企业发展提供助力。

面对健康、经济和社会
层面前所未有的严峻挑
战和压力，企业需要更
好地了解其劳动力。

2021德勤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报告

“企业应该精心制定人才
战略，培养员工的数字
和认知能力、社交和情
感技能，以及他们的适
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企
业是时候加大投资，致
力于培训员工掌握新技
能，从而使企业自身能
更好地应对未来危机与
挑战。”

麦肯锡咨询公司，2020年5月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focus/human-capital-trends.html


8 打造
灵巧劳动力

灵活性
勇当新趋势的预见者

而非追随者

韧性
合适的劳动力助力企
业直面不确定性

多元性
让企业不再局限于

人才招聘

独特性
帮助企业脱颖而出、

赢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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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

德勤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能够积
极应对与适应变化的劳动力可实时满足企业面向未来的人才需
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灵活性的实现需要可随着需
求变化做出相应灵活调整的人才、技能和技术。这，已经成为必
然趋势。

“随着工作不再像以往一样机械化以及工作产出不断发展，工作
也变得越来越灵活且充满活力。一些思想领袖认为固定的、以任
务为基础的工作即将消亡。随着工作方式从传统的汇报线模式转
向团队协作、从例行工作转向更大的工作范围、从单一的技能转
向多元化的技能，工作的转变正在不断加速。”

贝克休斯(Baker Hughes)全球人力资源副总裁Graeme Marshall
认为，首先要做的是提出正确的问题。

“我们是否做好了吸引宝贵人才的准备？我们是否在同样的基础
上评估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我们是否使用数字化来确保实现
目标？我们是否借助工具和技术来评估人才的能力，并在适用的
情况下在企业内部共享各种资源？在人才招聘方面，我们是否采
用了合适的技术？”

随着贝克休斯的业务向新行业领域拓展，其人力资源团队的一大
重点是了解市场状况、人才供应情况以及从何处获得所需技能。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focus/human-capital-trends/2020/changing-role-of-human-resources-manag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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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

韧性是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一剂良药，有助于企业调整劳动力和
体系，从而更好地应对变化并保持持久的竞争力。一个强大且清
晰的劳动力战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受益于今年制药行业前所未有的需求，百时美施贵
宝（Bristol Myers Squibb）业绩增长了40%。该企业意识到劳
动力对其成功发展的重要性，并在2020年将人才确定为企业六
大增长引擎之一。百时美施贵宝人才战略与创新执行总监
Robert Carruthers表示，打造具有韧性的劳动力的其一要素是
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人才的技能和潜力。

“未来，员工离职的首要原因会是他们感到或认为缺乏发展机遇。
我们正在寻求更好的方法以了解员工的技能和能力，并从劳动力
规划的角度来洞悉企业的未来以及如何填补所需的人才空白。

72
%

的受访高管将“员工适应变
化、提升技能和承担新角
色的能力”视作应对危机
与变革的最重要或第二重

要因素。
2021德勤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报告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focus/human-capital-tren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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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

多元性不仅是一项针对招聘的举措，更是企业发展的驱动力。打
造多元化劳动力需要切实可行的方法。企业领导者必须汇集并发
展不同人才的视角、能力、技能、经验和职位，整合在一起，加
速企业创新和成功发展。

例如，认知多元性的益处毋庸置疑。

德勤澳大利亚报告总结道：“我们认为，企业应创造有利于培养
多元化思维的工作场所。研究表明，多元化思维是创造力的源泉，
可将创新能力提高约20%。多元化思维还有助于团队预知风险，
将风险降低高达30%。”

人力资源总监兼社会流动性专家Bharatti Crack表示，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加剧了经济和教育层面的不平等且降低了社会流动性。
因此加强对人才多元性的关注变得至关重要。他还提醒企业，避
免‘COVID一代’（25岁及以下）的长期不平等，对于塑造劳动力
的多元性与韧性至关重要。”

生物制药企业吉利德科学（Gilead Sciences）意识到在虚拟办公
环境中开展业务运营时打破偏见与歧视的重要性，已经在大幅度
地建立具备多元性与包容性的人才库。其“变革蓝图”计划包括积
极创造多元化岗位角色，从人才吸引、人才发展到人才留存的各
个阶段践行人才多元性目标。吉利德还加快了招聘经理培训，为
其提供关于面试、入职和包容性招聘的完整课程。

86
%

的人力资源专业人士认为，
通过包容性文化来吸引和
留住多元化劳动力对构建
与维护灵巧劳动力至关

重要。
怡安第五次面向人力资源专业人士开展
的疫情期间全球员工满意度调查，

2020年8月

https://humancapital.aon.com/accelerate-your-workforce-into-the-future?gclid=CjwKCAiAq8f-BRBtEiwAGr3DgVlv6rqayniPwxE2rpnoZg-xPECfynmUIEtNuBOheUW5ODARtWtWxRoCHq8QAvD_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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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性

具有独特性优势的劳动力是怎样的呢？Gartner提出了其独到见
解：“在人才格局重置的情况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具备独特
性的人才是什么样的？如何发掘人才的独特性？企业应如何整合
员工的独特性优势来提升竞争力？’值得欣喜的是，这种以技术
和劳动力市场分析为动力、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劳动力规划，可带
来更高的灵活性，远远超出了传统人才管理流程和设想的限制。”

每个企业都拥有各自的使命与愿景，皆是独一无二的。劳动力亦
是如此。具备真正独特性的劳动力“想要”为企业做出贡献，提升
企业品牌实力，并利用优势资源帮助企业从竞争中脱颖而出。

Equinor便是将独特性人才理念付诸实践的代表性企业。新兴人
才团队主管Ellen Margrethe Fisketjønn对Equinor的人才招聘战
略进行了阐述：“该企业以塑造能源未来为发展使命，而新兴人
才团队将在实现这一愿景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面对新的商业模式和机遇，我们需要新型人才、新的视角，以
及新的实力和能力。未来几年，新兴人才将成为我们劳动力更新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渠道来维护企业
与员工关系，吸引最优秀的毕业生、实习生和学徒进入企业。”

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workforce-planning-for-competitive-advantage-post-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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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知名的战略、创新和发展专家Rita McGrath
敦促企业重新思考如何利用劳动力资源创造价值。
“很多时候，企业劳动力处于闲散状态或被过度管
控、并且获得的薪酬低。他们如同控制轮上可互换
的齿轮，被视为成本单位，并未被看作独特的人力
资源。原有的创造力也没有施展的机会。想象一下，
如果企业允许员工自由地尝试解决问题之道，鼓励
他们寻找新方法来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给予他们
恰当的工具来开发创新解决方案，这样的劳动力很
可能是未来企业发展的最佳保障。”

企业领导者必须明白，企业要想发展壮大，必须
打造具备灵活性、韧性、多元性和独特性的劳动力。
如今的企业缺乏一种多维度且灵活变化的劳动力战
略。这一战略有助于企业预见并有效利用劳动力、
工作流程与技术资源方面的持续变化。打造真正的
灵巧劳动力，是企业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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