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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人才流失原因与对策分析
一、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的概况及其人才流失的现状
（一）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的概况

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始建于1984年12月，于2002年7 月转制并更名为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近几年来，公司不断
增创管理和经营优势。特别是自2005年公司被国家商务部核准为“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试点公司后，公司启动了连锁经营的
步伐，在茂名市市区以及辖区内的六县（市、区）广大城乡，采取直营连锁和特许连锁的方式积极开展“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建设，实现了经营规模和效益的双飞跃。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拥有明湖商场、明湖商场连锁店、明湖电器连锁店、明湖
超市连锁店、明湖便利特许加盟店等经营机构，直营连锁店21家，加盟店已广泛遍布我市城乡，经营面积 10万多平方米，从
业人员3500多人。自从设立以来每一年也能有新职工入职，与此同时还能有老职工离职，职工流通性较大
，人才外流状况还非常明显。
（二）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的人才流失的现状

据相关数据统计可以看得出来，近三年来，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无论是岗位、学历，还是各年龄阶段的技术人才，都
有较大的流失，且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态势。
1. 2019年各岗位人才流失情况
表12019年各岗位人才流失情况
各个层次人才2019年流失状况对比如表1所示，在公司的各岗位阶层中人才流失情况对比，其中高层岗位人才比重较小，占
流失总人数的3.57%，中层人才10.11%，普通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占14.98%，这部分人才的流失在总流失人数中是比较少的
，相对人才所在的岗位所占的比例：46%、40%、39%，这样的流失显示出很严重的流失问题，而流失占总流失比例的比值说
明人才需要协调、加大对技术人才的招聘与培养，稳定、留住人才是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2.各学历段的人才流失情况
从表2可以看出，在公司当中，中专及高中以下学历占46.85%，中专、高中及以上占53.15%，这个学历层次还是茂名市明湖
百货有限公司专业人才流动率最高的，流失率占到了52.63%。相对而言，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实力不低，为了留住核
心专业人才，公司对高学历人才往往能开出较好的薪酬，学历较高的专业人才福利待遇相对较高。这就是学历越高，专业
人才流动率会越低的原因之一。专业人才与公司本身就是双向选择，当专业人才觉得公司无法给与自身想要的福利待遇时
，人才就谋求更好待遇的公司，便招致了专业人才的外流。对公司而言，中专以上学历工作人员是公司的专业人才，专业
人才的大量流失不利于公司的稳步发展。
3.近两年各年龄段人才流失情况
表3的数据显示，公司当中18-35岁员工在公司占比最多，占到了所有员工的77.29%。员工普遍年轻化，对明湖这样一个
“年轻”的公司而言是非常正常的，对公司将来的发展还是较为有利的，年轻的专业人才也是公司将来的骨干，年轻的人
才成长起来能够为公司的将来发展给与有利的支撑，是公司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每个公司都进行人才培养，储备
年轻人才，但是现阶段在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当中，18——35岁专业人才的流动率非常高，达到了80.86%，这对公司
而言是非常恶劣的，青年人才的流失率过高，不利于公司的稳定，还不利于公司专业人才的培养，更不利于专业人才对于
公司忠诚度的提高，造成公司人才方面的断层，公司必须考虑年轻人才的稳定问题，提高公司的人才储备能力。

4.

近3年人才流失情况
表4近3年人才流失情况
年限 在岗人数（人） 流失人数（人） 中专及以上人数（人） 各年流失比率（%） 中专及以上流失占流失人数比例(%)
2017年 2800 540 154 19.29 28.52
2018年 3000 600 216 20 36
2019年 3500 841 447 24.03 53.15
从近3年来人才流失情况表可以看出，随着公司的扩大、加盟店的增加、连锁店的拓展，在岗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流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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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也随之增加，流失率由2017年的19.29%，到2019年的24.03%，特别是中专、高中以上具有一定学历水平，能够快速适
应工作岗位的人才，由2017年的28.52%激增到2019年的53.15%，这些数据可以看到人才流失的速度在变快，这应该引起公
司上层的警觉，如何稳定人心，让人才更好的为公司服务，应该引起公司重视，将引进和稳定人才放在公司发展考虑的范
围。
二、人才流失对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的影响分析
据有关方面统计，每个公司都存在人才流失的情况，每年都有一部分人才流失到其他公司或者行业，也有一部分人才从其
他公司或者行业流入到公司中，人才流动过大，就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行。
（一）影响公司竞争力
人才的流失必然会影响公司的竞争力，大家都熟知的牛根生与郑俊怀的事情，1988年，伊利副总裁牛根生突然被总裁郑俊
怀扫地出门，从某种意义上说牛根生是伊利的第一功臣，而牛根生在1999年创办蒙牛，蒙牛一成立，牛根生就吸引了一大
批原伊利的人才“弃暗投明”，甚至把伊利原先的党委副书记卢俊也“抢”了过来，削弱了伊利的竞争力，促进了蒙牛的
发展。
明湖百货有限公司也一样，人才流失了，流失的人才一般会进入到同行业中去，这就不是数学上的减1的问题，意味着同行
业得到一个人才，在激烈的竞争中，等同于失去了一个人才损失了两份战斗力，影响了公司的绩效，降低了公司的实力
，降低了公司的行业竞争能力。对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而言，本身实力不是最强，在行业中竞争能力不足。当发生人
才外流之后，更是削弱了公司的实力，影响了公司的行业竞争能力。
（二）造成公司无形资产流失
企业的无形资产一般包括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商誉等方面。公司人才流失，不仅仅是流失了一位员工，人才拥有的
技术是看不到的，也是无法估量的，特别是核心技术人才、核心管理人才，当特定的不可替代的职位出现空缺，公司甚至
陷入困境，公司的内部情况和商业秘密也会被泄露出去，高层管理人员流失，有的还会带走大批核心员工，造成公司运作
困难。
在表2中，各学历层次人才的流失情况，数据显示，高学历层次的人才流失也是比较严重的，每一个高学历层次人才都是公
司的宝贝，他们处在公司的核心管理层，或者拥有核心技术，掌握公司的内部情况和商业秘密，损失会造成公司无形资产
的 损 失 。
2018年5月，明湖高管龚某，在管理中能力突出，善于分配工作任务，引导各岗位人才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并且掌握了公司
的部分机密，因不满意现在岗位薪酬，被广百百货（茂名分公司）挖去做高管，到了新的地方，利用自己在明湖积累的工
作经历和专业知识，促进了广百百货的飞速发展，造成了2018年度广百百货业绩提升了20%，而明湖的业绩降了12%。
在人才流失之后，公司为了发展，也需要进行招聘，走一次笔试、面试、体检、短期培训等流程，也会因此产生一笔不菲
的费用，增加了管理及用工成本。同样，新进人才需要在公司适应，在一些特殊岗位，还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作，给公
司造成十分巨大的总体经济影响，继而影响到公司的整体效益。
人才外流更会招致公司信誉受损，损失重要的客户。由于职工可能流出到竞争对手当中，这些流失职工的关系网，甚至会
导致失去一部分重要的客户。反之，新的客户可能也由于不习惯新进人才的服务，无法稳定新客户，这样就无法构建和谐
的信赖关系，使公司的整体形象受影响。
（三）影响其他员工心态
积极的心态就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就亮，而消极的心态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在公司，良好的氛围让各工作岗位
的人都有家一样的感觉，温馨的气氛减轻工作的压力，让大家积极投入到工作中，互相之间配合亲密无间，提高工作效率
。当公司内部人才频繁出现变更，影响工作气氛，招致人心慌慌，为自己的前程感到迷茫，对公司前景充满担忧，进而影
响到工作效率，造成更多的人“另谋高就”，那也是为何公司人才外流显现出集体散失态势的原因所在。
从表3可以看出，年龄在18到23岁的公司人才流失比重大，他们在一起工作，但对公司的认识不够，而公司在对这部分人的
职业生涯不够重视，不能够安排一些适合他们职业生涯的工作，造成了心理落差，在公司销售职能部门出现人才流失，导
致猜疑，常常能出现整个销售项目组集体跳槽的现象，这种难题的出现会影响到整个公司。人才流失只有控制在一定的范
围内，才会不影响公司发展，甚至有利于公司人才更新，优化公司人才结构。这就要求公司具有非常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
能力，对于公司而言，人才流动大往往会起到不良好效果，影响公司其他人才的工作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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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人才流失的原因
（一）招聘体制不能真正的施行
较为严厉的规章制度是公司能够健康有序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大部分的职工对如今的规章制度是比较满意的，但对相关
制度的执行力度并非十分满意。比较完善的招聘主要就是通过各高校及所在地域的中小型招聘会展开应聘，在对外招聘时
，应当重视内部的选拨，首先应该优先考虑内部职工的培养，优先的考虑到本地域的应聘工作人员。可以想象，职工对于
如今的招聘指标体系的执行状况并非十分满意，导致人才外流。
公司需要大量的人才，在招聘形式上无法保证按照制度执行，甚至为了吸收人才，放松了制度的执行力度，没有做到严格
把关，甚至为了解决用人的燃眉之急，存在没有通过相关考核就把人招进来的做法，也没有及时签订人才培训协议。比如
招聘一个管理人才，通过技术培养和流程熟悉上岗，公司会花费时间和精力对其进行培训，这应该跟管理人才签订一些相
关文件，防止在人才培养上下了重本，却徒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事情，并且还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
（二）缺乏科学的薪酬体系
薪资指标体系是公司职工对于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及劳动给与的报酬，包括职工能够取得的基本工资、福利等内在的薪资
，包括其余形式发放的福利待遇、岗位等晋升的外在薪资。公司薪资是人才在择业的时候较为重视的内容，当然还是人才
是否做出辞职决定的重要依据。依据相关数据得知，很多的公司不能真正做到“同工同权”、“同工同酬”或者“同工同
时”，微薄的福利待遇，不对于等的贡献，就会导致职工的大量散失。
在公司，新进的员工在实习期间，工资待遇是比较低的，对比其他的老员工，他们的心理落差比较大，即使能够胜任现在
岗位上的工作，能够做到老员工的所有工作，也逃不过“实习期”，也还有一些不需要实习期过度的新进员工也得不到相
应的薪酬待遇。还有一些人才，他们可以用很少时间就能完成手头上的任务，然后有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但他们得不
到相应的绩效，那些因为工作效率低，需要加班加点才完成工作的员工受到表扬，这样的落差让他们对自己的前景失去信
心，他们就会选择向更好的地方发展，这就是缺乏科学的薪酬体系造成人才流失。
（三）公司管理制度不完善
1.保障制度不高
众所周知的，现在的物质水平均比之前高，消费水平也在不断增长，而公司职工在公司工作，除了必要的开销，结合工资
增长速度和社会的物价的比值，明显的不对接，这在生活上给员工带来了太大的生活压力，无法保证到正常的生活水平
，只会让员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另外，员工的五险一金这些基本的保障也不够完善，很多员工都只能拿或者无法拿
到地区的最低保障，一旦发生特发情况，员工就真的是“伤不起”，例如员工出现健康情况，需要住院的时候，基本的保
障制度不能满足员工度过“难关”，对于出院之后的复工还有生活保障上，很多细节是没有办法保障的。对于学历层次高
的人才，他们很看重未来的发展空间，而公司制度无法保障他们拥有更好的未来，甚至一些更好的同行业或者其他行业会
对他们抛出橄榄枝，造成高学历层次人才的流失。
2.公司前景不明朗
倘若公司的发展欣欣向荣，个人的潜能也能得到发挥，然而相反，如果职工对于公司的前景没信心，还为自身的前程担心
，肯定会影响到公司的发展。近几年来，公司的发展十分快速，给我省经济发展及求职问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不同
行业、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具有十分大的差别，公司的发展前景是影响人才外流的重要原因之一。发展前景好
，就会为公司职工提供更多的机会，不但选拨到适合人才，还能够为职工提供丰厚的待遇及薪酬福利，更好的留住职工。
因此，有明确职业生涯设计的优秀员工在抉择求职时，不仅仅关注公司如今的发展状况，也对公司的发展前景展开评价，
包括公司所处的行业，行业将来的发展空间等，行业发展空间大的公司更吸引、打动人才。
（四）员工满意度不高
公司对员工进行不记名满意度调查，涉及到员工对自己岗位情况的调查，不同学历层次的员工对自己所在岗位的满意程度
，如下表所示：
图12019年员工岗位满意度调查图
如图1所示2019年员工岗位满意度调查表，结果显示，对于自身的职位不太满意是职工辞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职工对岗位
是否满意，对于公司的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职工在取得自己满足需要的物质报酬及稳定的工作坏境之后，对个
体价值的追求便变得愈加强烈。一些人认为在公司当中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通过对公司职工进行分析得知，有工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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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却无没获得晋升的机会，就有辞职的想法。职工会以自身把握的技能、兴趣爱好，还有目前具体工作内容，展开将来
的职业规划，包括个体能力的提升、专业技术能力的提升，还有职位的晋升等。倘若公司无视或压制职工个体规划，一味
的要求职工从事不感兴趣或与他们的职业规划无关的工作，便能引发不满，进而选择跳槽到其他的公司，导致人才外流。
基于公司的管理特性，公司也没进行职工职业生涯规划管理，当公司不能帮职工实现他们的职业生涯的时候，很可能导致
职工的流失，其中，具备高学历的职工十分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非常重视个人的职业发展，包括公司的发展机会、公司
平台，还有自身理想的追求。
四、解决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人才流失的对策
（一）完善公司的招聘体系

1.

在做出招聘决定时，应该通过观察、访谈等等一些手法对职位展开剖析，依据不同职位的岗位职责，剖析招聘人才应当具
有的整体素质及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形成的职位说明及职位必要资质前提，使选拨有针对性，能够有效的选择到目标
人才，对于有特殊技术能力的人才，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促使其成为公司的骨干或支柱。

2.

把握职位的匹配度。因为职位的匹配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办事效率。职位的匹配程度主要是指聘用对象的整个业务素质
技术水平以及提供的职位要求能力的匹配程度。公司所提供的这个职位的要求以及求职者的整个业务素质互相匹配，包含
学历技术水平、工作实践经验、个人能力等等。除此之外，这个工作岗位的工资收入以及求职者的要求匹配，一旦适应这
个要求，公司就能选用到适合的人才。如图2所示流程，有计划有步骤吸纳人才。对于招收的人才，还要签订培训与服务协
议，明确规定参加特殊培训的人才应该为公司服务的时间。
图2人才选拔流程图
（二）制定合理的薪酬体系

1.

薪资战略应当顾及专业人才战略
公司应当依据自己的实际状况及工作人员状况，依照职工的不同学历、不同技术等级、不同职位来展开划分，根据不同类
别的职工应该选用不同的薪资谋略。对一些核心专业人才，应当重视对公司的忠诚度，因此公司应当给出一些比其他公司
更理想的薪资来留住人才，稳住人才为公司服务，对职工，应当重视长久的发展，将报酬和公司的业绩密切相关，最大限
度的考虑人才的要求，公司力所能及的迎合，促使薪资战略规划起到鼓舞作用。对普通员工，应充分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
，提供一些不少于或优于消费市场平均工资的薪资，打动员工给公司效力。对于有特殊工作能力的人才，工作效率高的人
才，还适当给予岗位津贴，让人才死心塌地为公司服务，有学历和能力的工作者，可以适当加以提拔，让他们感到未来进
步的空间，前途一片光明。
2.薪资战略应当有合理的设计方案
在保障职工基本个人利益的时候，调整工资的内部结构，加强绩效的总量，在展开工资分配的各项份额的时候，应当全面
的顾及职工的各异特征，充分的提现个体差异和公平性。根据公司基层工作人员以及普通员工应当推行月薪制，根据中层
工作人员以及高层工作人员应当推行聘任制，针对高层管理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应该实行年薪制，而且根据技术骨干及销
售工作人员应当制订特殊的薪资体系。比如业绩好的员工，在绩效上更能体现他的工资收入比其他人强，多出几个百分比
，这要根据公司的收益调节，体现出工作积极、勤恳、善于钻研的员工的区别，应该按照他们的能力层次区别对待，例如
杰出的工资提薪百分之二十，体现提升的空间，承认员工的能力。所以，制订一定合理的薪资体系，应当有着灵活性，在
公正公平的前提条件下充分体现出来差异性，并对福利体系进行完善。
（三）完善公司的管理制度
1.建立完善的劳动保障制度
（1）应该要完善公司劳动保障制度。有些员工认为公司不能随便的将自己解聘，工作的积极性就会出现下滑，造成公司的
运行工作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增加了公司管理方面的新的难度。劳动法规定，合同期内的职工不能随意的解聘。
因此完善劳动监督制度，对职工的流动性展开有效的束缚，公司应该和员工签订服务和培训协议，规定公司提供相应的培
训，在合同期内服务公司，否则也要进行赔偿协议。
（2）完善公司福利制度。对辞职员工展开调查，不少的员工因为对福利不满意而辞职。在公司增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同时
，也应该制订完善的福利制度。为专业人才提供合乎人才情绪预期的福利待遇，提高人才对公司的忠诚度。公司还应当向
员工提供劳动法规定的医疗保障机制，包含医疗卫生、养老、失业、生育、卫生等等。还要按照不同的工作属性，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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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相应的保险，例如疾病险以及意外伤害保险等等。可以按照公司的总体经济实力，给职工提供一定的住房公积金，特
殊的带薪假期，促使职工将公司利益以及自己的利益紧密联系到一起。
2.为员工制定职业规划
从表2中可以看出，人才的流失严重，公司人才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要充分考虑到专业人才的特性。如果人才在工作岗位上
，摆正工作态度，搞好职业规划，规划好职业生涯，就能够有效的减少人才流失的问题。受编制的思想、传统式家庭教育
的影响，很多高学历的人才认为正式工作才是铁饭碗，希望能够迈入公务员队伍，考入事业单位，或者迈入国企基层单位
，觉得有编制便是一个保证，认为在公司只是一个临时工作，有种随时跳槽的准备，所以想有效的降低职工的流动率，要
让他们知道公务员考试只有那么几个人通过，让职工在挑选职业的时候，不受到编制思想影响，着力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谋职的时候挑选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位，着眼于职位的发展空间，便于自己才能的发挥。
（四）加强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在公司人才流失的原因中，大部分对公司不满意。公司要了解自身的不足之处，无法给与专业人才与大型公司相同福利待
遇，应尽量考虑为专业人才提供更多的软福利待遇。通过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给与专业人才更多的关怀。公司领导层必
须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关注优秀人才的心理活动。在公司管理中，给予职工更多的尊重。关心职工成长，尊重每一个职工
的劳动成果，给与正面的评价。与此同时，增强与职工的沟通，及时了解职工的需求，完善良好的上下沟通制度。完善公
司的文化，让公司职工更了解公司的发展史，公司的发展方向，公司发展中可以为职工创造更多的上升空间，效益上去了
，职工的权益更好地得到保障，稳定他们对公司的信心，同时也提升了他们对公司发展认同度，最终提升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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