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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库相似资源（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
1. 相似度：12.17%     篇名：《YX公司薪酬管理优化研究》
来源：《沈阳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6     作者：蒋慧雯
2. 相似度：9.69%     篇名：《兵团国有企业薪酬管理问题研究》
来源：《国有资产管理》    年份：2017     作者：田军
3. 相似度：6.19%     篇名：《企业人才激励与薪酬管理》
来源：《财经界》    年份：2013     作者：盛涛
4. 相似度：4.55%     篇名：《建构企业人员薪酬管理理论基础探析》
来源：《经济技术协作信息》    年份：2014     作者：宋英娜
5. 相似度：4.55%     篇名：《全海公司薪酬管理现状与对策研究》
来源：《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6     作者：武娜
6. 相似度：4.10%     篇名：《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满意度的关系研究》
来源：《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1     作者：周璐
7. 相似度：3.63%     篇名：《中小企业薪酬管理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T公司的薪酬调研》
来源：《人力资源管理》    年份：2011     作者：孙维维
8. 相似度：3.61%     篇名：《中小企业薪酬管理制度探讨》
来源：《人力资源管理》    年份：2014     作者：于志平
9. 相似度：3.52%     篇名：《中小企业薪酬管理体系研究--以淄博地区中小企业为例》
来源：《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0     作者：孙晓芳
10. 相似度：3.48%     篇名：《金川集团有限公司薪酬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来源：《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8     作者：邓辉
11. 相似度：2.85%     篇名：《强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方法》
来源：《商品与质量：学术观察》    年份：2015     作者：李来峰
12. 相似度：2.79%     篇名：《明晖公司销售人员薪酬激励诊断报告》
来源：《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1     作者：肖燕玲
13. 相似度：2.36%     篇名：《中小服务型企业薪酬管理研究》
来源：《时代经贸：下旬》    年份：2016     作者：赵伟
14. 相似度：2.32%     篇名：《双因素理论视角：银河物业公司员工激励问题研究》
来源：《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2     作者：东昕仿
15. 相似度：2.17%     篇名：《国有企业如何建立完善薪酬体系》
来源：《管理学家：学术版》    年份：2014     作者：李剑星
16. 相似度：2.04%     篇名：《标杆管理理论在企业薪酬管理中的运用》
来源：《大观周刊》    年份：2013     作者：王凤光
17. 相似度：1.98%     篇名：《供电公司薪酬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来源：《科学时代》    年份：2013     作者：吴开菊
18. 相似度：1.81%     篇名：《大型企业薪酬管理模式探析》
来源：《哈尔滨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5     作者：路军
19. 相似度：1.73%     篇名：《NF公司员工薪酬体系优化设计》
来源：《长沙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2     作者：夏良
20. 相似度：1.57%     篇名：《职位族架构下全面体系多元化管理薪酬模式的研究及其应用》
来源：《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6     作者：蒋镇国
21. 相似度：1.54%     篇名：《民营企业内部创新机制的缺陷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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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年份：2011     作者：黄晓榕
22. 相似度：1.51%     篇名：《浅析企业薪酬管理体系与设计》
来源：《商》    年份：2013     作者：孙进
23. 相似度：1.40%     篇名：《毕业论文全面质量管理研究》
来源：《时代教育》    年份：2015     作者：李康荣
24. 相似度：1.38%     篇名：《中小企业薪酬管理的分析与建议》
来源：《企业导报》    年份：2015     作者：罗昱
25. 相似度：1.27%     篇名：《基于EVA的企业高管年薪设计》
来源：《财务与会计》    年份：2014     作者：陆永政
26. 相似度：1.21%     篇名：《饭店薪酬管理实证研究--以大连市星级饭店为例》
来源：《东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7     作者：克长城
27. 相似度：1.13%     篇名：《餐饮业薪酬体系设计》
来源：《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9     作者：辛颖
28. 相似度：1.12%     篇名：《江西中小民营企业薪酬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来源：《华东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1     作者：舒惠惠
29. 相似度：1.10%     篇名：《经营者薪酬与企业绩效分析》
来源：《东南大学硕士论文》    年份：2005     作者：黄蕾蕾
30. 相似度：1.06%     篇名：《试论现代企业薪酬管理》
来源：《中国外资》    年份：2014     作者：李文静
31. 相似度：1.05%     篇名：《海纳百川生物工程公司薪酬体系改进设计》
来源：《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9     作者：刘玉姝
32. 相似度：0.95%     篇名：《企业薪酬管理与员工满意度问题的研究》
来源：《财经界》    年份：2013     作者：王秀亭
33. 相似度：0.95%     篇名：《关于企业员工薪酬管理问题分析》
来源：《商情》    年份：2014     作者：宗庆峰
34. 相似度：0.89%     篇名：《企业家激励报酬制度的设计》
来源：《财经科学》    年份：2004     作者：张正堂
35. 相似度：0.78%     篇名：《关于加强企业薪酬管理的思考与对策》
来源：《经济视野》    年份：2015     作者：马明
36. 相似度：0.76%     篇名：《X公司薪酬管理现状及优化研究》
来源：《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8     作者：何岚
37. 相似度：0.70%     篇名：《企业战略性薪酬管理体系设计研究》
来源：《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6     作者：周鹏飞
38. 相似度：0.67%     篇名：《中铁建第四工程公司员工薪酬体系研究》
来源：《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0     作者：梁中武
39. 相似度：0.57%     篇名：《湖南茂华公司员工薪酬管理优化方案研究》
来源：《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5     作者：廖成龙
40. 相似度：0.56%     篇名：《基于激励与和谐相权衡的多元薪酬结构研究》
来源：《同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7     作者：朱艳
41. 相似度：0.55%     篇名：《浅谈企业员工绩效评估与薪酬管理》
来源：《科技与企业》    年份：2014     作者：赵峰
42. 相似度：0.53%     篇名：《国有企业经营者报酬问题研究》
来源：《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8     作者：王莉
43. 相似度：0.52%     篇名：《B公司薪酬管理体系的诊断和改善》
来源：《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7     作者：李庆丽
44. 相似度：0.46%     篇名：《经营者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
来源：《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5     作者：陈诗平
45. 相似度：0.44%     篇名：《A建筑设计公司薪酬管理研究》
来源：《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9     作者：司建伟
46. 相似度：0.42%     篇名：《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激励问题研究》
来源：《中国科技纵横》    年份：2011     作者：曲晶莹
47. 相似度：0.34%     篇名：《X酒店薪酬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来源：《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5     作者：单玉
48. 相似度：0.34%     篇名：《供电公司薪酬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来源：《企业技术开发》    年份：2015     作者：吴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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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相似度：0.34%     篇名：《A化工公司员工薪酬满意度研究》
来源：《河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2     作者：陈盛
50. 相似度：0.33%     篇名：《AJ房地产公司薪酬管理研究》
来源：《大连海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1     作者：孔小南
51. 相似度：0.33%     篇名：《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薪酬激励制度研究》
来源：《江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6     作者：曾靓
52. 相似度：0.31%     篇名：《我国企业经营者“年薪制”问题研究》
来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8     作者：王连忠
53. 相似度：0.30%     篇名：《浅析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企业薪酬沟通问题》
来源：《商》    年份：2015     作者：朱旦寅
54. 相似度：0.27%     篇名：《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员工薪酬满意度分析》
来源：《东方企业文化》    年份：2014     作者：臧婧
55. 相似度：0.25%     篇名：《E公司销售部门薪酬体系研究》
来源：《华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7     作者：顾晶
56. 相似度：0.25%     篇名：《企业经营者薪酬激励研究》
来源：《江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5     作者：王艳静
57. 相似度：0.25%     篇名：《公平理论在北京兴顺源五金交电公司的应用及分析》
来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7     作者：陈宝明
58. 相似度：0.23%     篇名：《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来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0     作者：丁召燕
59. 相似度：0.23%     篇名：《江苏高科技企业战略性薪酬管理体系构建的研究》
来源：《延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5     作者：张锐锋
60. 相似度：0.23%     篇名：《连锁零售企业员工绩效激励模型构建与应用研究》
来源：《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2     作者：于溦昱
61. 相似度：0.20%     篇名：《国有企业薪酬体系的研究》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2     作者：胡军
62. 相似度：0.20%     篇名：《GZZB公司薪酬体系设计研究》
来源：《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9     作者：邓小东
63. 相似度：0.20%     篇名：《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实证研究--以邯钢为特例》
来源：《武汉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8     作者：王洪仁
64. 相似度：0.20%     篇名：《YS集团宽带薪酬体系设计》
来源：《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1     作者：赵杰
65. 相似度：0.20%     篇名：《CHEG集团薪酬管理诊断与研究》
来源：《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2     作者：姚欣
66. 相似度：0.20%     篇名：《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研究》
来源：《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6     作者：赵连明
67. 相似度：0.20%     篇名：《ZJNA公司薪酬体系优化设计研究》
来源：《浙江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4     作者：李芳
68. 相似度：0.19%     篇名：《初中生化学实验学习兴趣调查及培养对策》
来源：《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3     作者：仇荣亚
69. 相似度：0.19%     篇名：《高职财会专业学生诚信现状与对策研究》
来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6     作者：刘泽宇
70. 相似度：0.19%     篇名：《2000年以来我国薪酬管理研究的现状与评述》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8     作者：王克
71. 相似度：0.18%     篇名：《厦门市物业管理行业发展对策研究》
来源：《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4     作者：杨美仙
72. 相似度：0.14%     篇名：《宽带薪酬在创新型企业中的应用研究》
来源：《长沙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9     作者：许楚江
73. 相似度：0.14%     篇名：《企业团队文化建设策略研究》
来源：《西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16     作者：马莎莎
74. 相似度：0.12%     篇名：《经理人股票期权制度反思及中国的股权激励模式探索》
来源：《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份：2005     作者：王艳
75. 相似度：0.10%     篇名：《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薪酬制度改革探索》
来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年份：2012     作者：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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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相似资源(博客，百科，论坛，新闻等）
1. 相似度：4.68%     标题：《企业薪酬管理常见的七大病症doc下载_爱问共享资料》
来源：http://ishare.iask.sina.com.cn/f/31KK7tWEV1x.html
2. 相似度：4.16%     标题：《可变薪酬-华律网专题》
来源：http://www.66law.cn/topic2010/kbxc/
3. 相似度：3.75%     标题：《[转载]公司薪酬管理七大病症分析---人力资源管理之九_张杨2008_373_...》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8c7c09f401011an0.html
4. 相似度：3.56%     标题：《薪酬制度_百度百科》
来源：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6%AA%E9%85%AC%E5%88%B6%E5%BA%A6/3554834
5. 相似度：2.85%     标题：《吉林大学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薪酬管理》大作业_百度...》
来源：http://wenku.baidu.com/view/c3885abdee06eff9aef807dd.html
6. 相似度：2.81%     标题：《欧曼特公司员工薪酬管理制度研究(曹强)(1)_百度文库》
来源：http://wenku.baidu.com/view/3282765589eb172dec63b73e.html
7. 相似度：2.79%     标题：《[工资薪酬]从传统薪酬到全面薪酬战略_595319evdn_新浪博客》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9443eb8d01010t77.html
8. 相似度：2.67%     标题：《中小企业薪酬管理面临的问题_healywon_新浪博客》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6fca7d0100ca76.html
9. 相似度：2.67%     标题：《企业薪酬概念_企业薪酬概念doc下载_爱问共享资料》
来源：http://ishare.iask.sina.com.cn/f/32nQPyj3ts3.html
10. 相似度：2.54%     标题：《公平性_百度百科》
来源：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5%B9%B3%E6%80%A7/14248835
11. 相似度：2.37%     标题：《论企业的薪酬设计》
来源：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KJXX201212406.htm
12. 相似度：2.36%     标题：《中小服务型企业薪酬管理研究.doc》
来源：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107/80969419.shtm
13. 相似度：2.29%     标题：《企业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Existing questions enterprise ...》
来源：https://www.taodocs.com/p-109732096.html
14. 相似度：2.25%     标题：《年薪制,治标不治本_17hrlp_新浪博客》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8d7cd601008jn9.html
15. 相似度：2.25%     标题：《双因素理论认为影响人的心理和动机的因素有哪两类_百度知道》
来源：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924136090930656939.html
16. 相似度：2.25%     标题：《保健因素、激励因素与有效激励doc下载_爱问共享资料》
来源：http://ishare.iask.sina.com.cn/f/iUoj11KjC7.html
17. 相似度：2.24%     标题：《李宏勋 ,李跃海 ,殷家富》
来源：http://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JJLT200320006.htm
18. 相似度：1.74%     标题：《心理管理学中什么是双因素理论_百度知道》
来源：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10264142.html
19. 相似度：1.59%     标题：《宽带薪酬浅析》
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5966018.htm
20. 相似度：1.57%     标题：《激励和约束_双重制度重构 - 道客巴巴》
来源：http://www.doc88.com/p-333761439539.html
21. 相似度：1.39%     标题：《EVA年薪设计规划.doc》
来源：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527/109567907.shtm
22. 相似度：1.39%     标题：《公平理论的主要内容_百度知道》
来源：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31991577.html
23. 相似度：1.31%     标题：《可变薪酬,理论-华律网专题》
来源：http://www.66law.cn/topic2010/kbxcll/
24. 相似度：1.29%     标题：《北京大学2013现代管理科学作业.doc》
来源：https://www.taodocs.com/p-148838977.html
25. 相似度：1.29%     标题：《企业管理试题流及答案2.doc》
来源：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6/0926/55981973.shtm
26. 相似度：1.23%     标题：《激励的概念_激励的概念doc下载_爱问共享资料》
来源：http://ishare.iask.sina.com.cn/f/30zPJvHzZRf.html
27. 相似度：1.21%     标题：《基于EVA的年薪制设计(doc 4).doc下载久久网》
来源：https://www.99jianzhu.com/file/xuexi8/9485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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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相似度：1.20%     标题：《传统薪酬形式.pptx》
来源：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5/0330/14031870.shtm
29. 相似度：1.17%     标题：《薪酬管理岗主要工作是什么_百度知道》
来源：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09941117.html
30. 相似度：1.00%     标题：《几种薪酬制度之优劣 - 德信诚学员天地 - 好好学习社区 - 德信诚培训咨询》
来源：http://www.55top.com/dispbbs.asp?boardid=2&id=8156
31. 相似度：0.97%     标题：《薪酬- 经营企划 - 道客巴巴》
来源：http://www.doc88.com/p-5993044310035.html
32. 相似度：0.95%     标题：《PaperTime机器人降重原理是什么?_百度知道》
来源：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452343341828250060.html
33. 相似度：0.83%     标题：《“人不患寡而患不均”说的是是哪种管理理论,内容_百度知道》
来源：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18210484.html
34. 相似度：0.83%     标题：《“人不患寡而患不均”说的是是哪种管理理论,内容从管理学的角度...》
来源：https://www.zybang.com/question/98f4481298d04a316c0288da753464ab.html
35. 相似度：0.83%     标题：《公平理论是谁提出的_百度知道》
来源：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88631275.html
36. 相似度：0.80%     标题：《如何完善薪酬体系_百度知道》
来源：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31308180740511325.html
37. 相似度：0.76%     标题：《员工薪酬管理七则pdf下载_爱问共享资料》
来源：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4657919.html
38. 相似度：0.75%     标题：《警惕战略中暗藏的缺陷读后感第3页》
来源：http://www.lwlm.com/DuHouGan/201112/599799p3.htm
39. 相似度：0.71%     标题：《我国中小企业用工制度存在哪些问题啊?主要是薪酬方面的..._百度知道》
来源：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75181339.html
40. 相似度：0.67%     标题：《基于EVA的年薪制设计doc下载_爱问共享资料》
来源：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4873327.html
41. 相似度：0.64%     标题：《计算平均薪酬涨幅在研究员工和企业共成长的内容,关于员工平均...》
来源：https://iask.sina.com.cn/b/1GYo27PCd6pD.html
42. 相似度：0.64%     标题：《劳动法 劳动纠纷法律专题 聚集热点法律知识》
来源：http://www.66law.cn/topic2010/6_ldf_193.aspx
43. 相似度：0.57%     标题：《“双因素”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_百度知道》
来源：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04241553.html
44. 相似度：0.56%     标题：《基于EVA的年薪制设计.docx_淘豆网》
来源：https://www.taodocs.com/p-73943498.html
45. 相似度：0.55%     标题：《股票期权的风险问题_百度知道》
来源：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8510350.html
46. 相似度：0.53%     标题：《【精品】专业论文文献-国有企业技术性员工薪酬体系构建研究.doc_...》
来源：https://www.taodocs.com/p-7333485.html
47. 相似度：0.50%     标题：《可变薪酬_营销百科_金融百科-慢钱头条》
来源：http://toutiao.manqian.cn/wz_cRZ8B1Dt2B.html
48. 相似度：0.35%     标题：《管理心理学:如何设计薪酬与奖励才能起到积极员工的作用_百度知道》
来源：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670388906363527587.html
49. 相似度：0.35%     标题：《企业经营计划_百度百科》
来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1%E4%B8%9A%E7%BB%8F%E8%90%A5%E8%AE%A1%E5%88%92/1013359
50. 相似度：0.34%     标题：《第七章薪酬与福利.ppt》
来源：https://www.taodocs.com/p-77268862.html
51. 相似度：0.34%     标题：《[转载]期望理论_刘胜利_新浪博客》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8a72e7fd0101ivab.html
52. 相似度：0.30%     标题：《薪酬管理发展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_百度知道》
来源：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268436768808133228.html
53. 相似度：0.25%     标题：《什么是可变薪酬_百度知道》
来源：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84976155.html
54. 相似度：0.25%     标题：《正确选择薪酬评估的内容 - 道客巴巴》
来源：http://www.doc88.com/p-0187088453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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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相似度：0.25%     标题：《2017春东师管理学期末考核_百度文库》
来源：http://wenku.baidu.com/view/53c052dbafaad1f34693daef5ef7ba0d4a736d19.html
56. 相似度：0.25%     标题：《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1965年提出的公平理论,又称为()A.期望..._上学吧》
来源：https://www.shangxueba.com/ask/1998699.html
57. 相似度：0.25%     标题：《薪酬管理1_百度文库》
来源：http://wenku.baidu.com/view/dafbf82eed630b1c59eeb511.html
58. 相似度：0.20%     标题：《薪酬管理(动态管理过程)_百度百科》
来源：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6%AA%E9%85%AC%E7%AE%A1%E7%90%86/3551
59. 相似度：0.19%     标题：《20头的三七多少钱一斤》
来源：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94150343721682645.html
60. 相似度：0.18%     标题：《如何完善薪酬体系_百度知道》
来源：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179943273874278979.html

全文简明报告

企业如何有效实施薪酬管理

{92% :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民营企业在不断地强大。 }{100% : 在这个强大的过程中,人
才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100% : 人力资本成为促进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重要因素,因此,具有高
素质、高产能的人才成为一个企业当今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位的关键因素。 }{100% :
许多企业开始想方设法吸引优秀人才、留住关键人才。 }{100% : 在这整个过程中,薪酬起到积极的作
用。 }{100% : 一个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薪酬制度,成为当务之急。 }{95% :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全
海企业积极改进自己的薪酬管理制度,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96% : 但是由于全海企业落后的薪酬管理理念,
忽略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没有充分利用薪酬的激励作用,留住人才。 }因此,{ 72% : 本文对薪酬管理实施问题
进行研究, }{ 70% : 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

引言

{92% : 薪酬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 }电子有限企业是一家为政府机关服务的物业管理企业,企业性
质还不够明显。在市场化的改革中,电子有限企业传统的薪酬体系出现了许多不相适应的问题,迫切需要通过改
革来进行完善,{86% : 以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 }

一、薪酬管理概述

（一）薪酬的概念

{100% : 薪酬是企业提供给员工的劳动报酬。 }{100% : 这里的薪酬含义比较广泛,包括货币性的报酬和
非货币性的报酬。 }{100% : 货币性的报酬体现出的是物质上的激励,而非货币上的报酬体现的是对员
工内心的激励。 }{100% : 或者说是,主要是因为员工给企业提供了自己的辛勤劳动,企业为了使员工可以更好
地为自己服务,所提供给员工的生活保障和物质享受。 }

薪酬管理的概念

{82% : 企业的薪酬管理,就是企业管理者对员工薪酬的标准、发放水平、薪酬构成要素进行确定、分配与调
整的过程。 }{ 78% : 传统的薪酬管理过于注重物质报酬, }{ 59% : 而忽视了员工的心理感受及行为特征。 }{
57% : 现代企业的薪酬管理理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薪酬管理立足点已经发生了改变, }已经由先期注重
物质转向更加注重人的因素。

{97% : 薪酬管理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 }{ 68% : 狭义的薪酬通常是指工资、奖金、福利等物质报酬; }而广义的
薪酬除了上述之外,还包括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轮岗机会、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宽松的工作时间、个人成长的
空间、学习成长的机会等方面,{ 58% : 现代的薪酬管理是物质报酬与员工精神激励的综合体。 }

{ 64% : 企业的薪酬管理主要内容如下:薪酬管理的目标、薪酬政策及薪酬结构等方面的内容。 }薪酬管理的目
标主要包括:稳定的员工队伍、激发员工潜能、提升组织绩效、最终实现组织目标和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的协调
发展。{94% : 所谓企业薪酬政策,是指企业管理者对企业薪酬管理运行的目标、任务和手段的选择和组
合,是企业在员工薪酬上所采取的方针政策。 }{89% : 而薪酬结果是指企业员工之间的各种薪酬比例及其
构成。 }{97% : 主要包括:企业工资成本在不同员工之间的分配;职务和岗位工资率的确定;员工基本和浮动工资
的比例及基本工资及奖励工资的调整等。 }

（三）薪酬管理的内容

{100% : 薪酬的目标管理,在目标管理过程中,薪酬应该怎样去辅助完成企业的长远目标,薪酬又该怎么发放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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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 }{ 79% : 薪酬的水平管理,在水平管理的过程中,根据企业的实力工的薪酬水平,行业的人员相比与
企业内部人员相比,他们薪酬的分配比较公平要不断地调整员,与企业外部同他们的薪酬具有一定的优
势。 }{85% : 薪酬的体系管理薪酬的结构管理即是对经济性薪酬和非经济性薪酬的统一管理。 }{95% : 是从
薪酬的结构上实施的管理,就是怎么样按照职位的级别划分薪酬,每一级别又是如何分等级的多少。 }{ 67%
: 每个等级的差距是多少,每个级别是薪酬的制度管理, }就是对于管理薪酬的制度如何建设,如:怎样实施薪酬管
理、薪酬决策是什么样子的,薪酬管理的方法等等。

薪酬激励理论

1.期望理论

期望理论,{ 74% : 是由北美著名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维克托·弗鲁姆于1964年提出来的。 }{97% : 期
望理论是以三个因素反映需要与目标之间的关系的,要激励员工,就必须让员工明确:（1）工作能提供给
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2）他们欲求的东西是和绩效联系在一起的;（3）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提高他们的
绩效。 }{82% : 激励取决于行动结果的价值评价（即“效价”和其对应的期望值的乘积: }M=VXE。

2.双因素理论

{96% : 双因素理论又称激励保健理论,是美国的行为科学家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提出来的。 }{98% : 双
因素理论认为引起人们工作动机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保健因素,二是激励因素。 }{100% : 只有激励因素才
能够给人们带来满意感,而保健因素只能消除人们的不满,但不会带来满意感。 }

{98% : 其理论根据是:第一,不是所有的需要得到满足就能激励起人们的积极性,只有那些被称为激励因素的需
要得到满足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第二,不具备保健因素时将引起强烈的不满,但具备时并不一定会调动强烈
的积极性;第三,激励因素是以工作为核心的,主要是在职工进行工作时发生的。 }

3.公平理论

{80% : 公平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于1965年提出。 }{99% : 该理论是研究人的动机和知觉关系的一种激
励理论,理论认为员工的激励程度来源于对自己和参照对象的报酬和投入的比例的主观比较感觉。 }

{99% : 该理论的基本要点是: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与个人实际报酬多少有关,而且与人们对报酬的分配
是否感到公平更为密切。 }{100% : 人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付出的劳动代价及其所得到的报酬
与他人进行比较,并对公平与否做出判断。 }{100% : 公平感直接影响职工的工作动机和行为。 }{99% : 因此,
从某种意义来讲,动机的激发过程实际上是人与人进行比较,做出公平与否的判断,并据以指导行为的过程。 }

当前我国企业薪酬管理实施现状

（一）薪酬管理与企业发展战略不匹配

{100% : 企业经营战略不同,薪酬策略也应不同,但目前我国企业大多实行统一的薪酬策略,很大程度上与
企业经营战略脱钩。 }{100% : 如对于处在成熟阶段的企业,其经营战略与成长阶段不同,因而薪酬制度也
应有相应变动,但管理者并没有将员工薪资予以适当调整。 }{98% : 又如一些企业声明将股东的长期利益作为
它的策略目标,但企业却着重于奖励短期经营业绩,导致了薪酬制度与经营战略的不匹配。 }

工资机制分配形式单一

{92% : 目前我国企业对员工的报酬激励方式比较单一,大多仍为基本工资加奖金、年度奖金奖励等构
成。 }{100% : 而奖金和年度奖励通常是现金的形式。 }{80% : 这样,要做到实现员工尤其是优秀员工的
价值,不仅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考核体系,更需要企业有足够的现金流量来支持。 }{97% : 然而,诸如“股权激
励”等在国际上行之有效的经验在我国尚处于试点探索阶段,即使在最具有推行“股权激励”的天然土壤的我
国上市企业也是如此。 }

（三）重视外在薪酬,忽视内在薪酬

生理需要、归属需要、安全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是根据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人
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如今,社会的发展使员工在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之后对于个人价值的呈现和工作的成功都
有了一定的需求,内在薪酬也就是精神层次在得到重视,但是中国企业在这方而的努力还是不够。

三、企业薪酬管理实施存在的问题

（一）薪酬制度科学性有待提高

{97% : 通常薪酬制度是由企业根据劳动的复杂程度、精确程度、负责程度、繁重程度和劳动条件等因
素,将各类薪酬划分等级,按等级确定薪酬标准的一种薪酬制度。 }{100% : 广泛的意义上,薪酬制度包括
了薪酬体系。 }{100% : 在这里,薪酬制度主要是指薪酬制定的依据、制定各类人员的薪酬水平的方法;而薪酬
体系则指具体的个体薪酬水平确定后,如何确定其构成;两者同其他薪酬要素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薪酬系统。 }

       ID: NKXKEXB88FT9QE8L        www.paperdd.com          7 / 10



                                             

{100% : 不同性质的企业,其薪酬制度的具体构成因侧重点不同而有所不同,确定不同侧重点的基础是付
酬对象。 }{100% : 付酬对象是薪酬最基本的内容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指的是最根本的付酬依据,
即以什么确定薪酬。 }{100% : 通常有年资、岗位和职能三个付酬对象。 }{94% : 薪酬制度是根据付酬对象确
定的付酬根本准则,即薪酬的方向性问题:企业薪酬的侧重点是什么,鼓励员工何种行为,朝什么方向发展。 }

{98% : 薪酬制度是企业薪酬的根本大法,是薪酬系统其他组成部分的基础和根本。 }{100% : 薪酬制度制
定不科学是薪酬其他“病症”的根源。 }{96% : 其表现形式有两种:在一个历史较长的企业中表现为年资成
为主要的付酬对象;升职与加薪以个人的服务年资为基础,导致依人定岗而非以岗定人;而在市场竞争的压力
之下,加班作为弥补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新鲜血液之薪酬的主要调剂手段,导致企业的薪酬矛盾加剧,最
终使企业陷入对外不具竞争力和对内的体制不公平的境地。 }目前我国企业中,{93% : 很多企业的薪酬制
度都不完善,有的企业甚至没有薪酬制度。 }{98% : 不完善的薪酬制度,会出现谁权力大谁说了算。 }{93% : 如
奖金和津贴发放、提职提薪,暗箱操作或考核搞“走过场”,不公平、不透明,不能知人善任,选贤任能成了一句
空话。 }

年薪制缺乏,竞争性令优秀人才却步

{96% : 年薪制很早前在发达国家已广泛应用,年薪制一般作为高层管理人员使用的薪资方式,是一种完全
责任制薪资。 }{97% :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年薪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措施,对提升绩效有很大作用。 }{97% :
年薪制突破了薪资机构的常规,对高层管理人员来说,年薪制代表身份和地位,能够促进人才的建设,也可以提高
年薪者的积极性。 }{ 61% : 因而许多企业对高层管理人员实施年薪制的薪资方式。 }

{81% : 年薪制虽有诸多优.点,但也有许多弊端。 }体现为:

1.年薪缺乏竞争性

{92% : 其一表现为在确定了最低的业绩目标和奖金封顶的情况下,往往在计划指标之下不会受到惩罚,计
划指标之上不会受到更多的奖励。 }{87% : 其二表现为经理人和企业制定目标时往往将目标计划定低,使其更
易于实现而掩盖了本应该发挥的水平。 }

2.标准难以统一

{97% : 高级管理人员年薪最高多少,最低多少为合理,无客观标准。 }{98% : 我国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与美、英发达国家不能攀比。 }{98% : 就是在国内,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 }{89% : 甚至同一地区,
但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间造成企业效益差距的非经营性因素也很多,因而也不具备。 }

3.可变性差

{99% : 每年就业绩目标进行谈判的普遍做法进一步削弱了奖金数量的可变性,实际上破坏了管理人和股东利益
的一致性。 }

{95% : 总而言之,年薪制的效果就是使经理人像债权人那样思考和行动,而不是像所有者那样思考和行
为。 }{94% : 年薪制更多是一个短期激励措施,很有可能助长企业经营者的行为短期化。 }

（三）忽视薪酬体系中的内在薪酬

{100% : 广义的薪酬可分为内在薪酬与外在薪酬两个部分。 }{98% : 中国目前企业的薪酬指的都是外
在薪酬,是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奖金、津贴、福利等实质性东西,即货币奖励和非货币奖励,它需要
企业在经济资源方面付出相应的代价。 }{100% : 而内在薪酬是员工由于完成工作而形成的心理思维形
式。 }{100% : 包括参与决策、较大的责任、个人成长机会,较大的工作自由及自由裁定权、较有趣的
工作、活动的多元化等内容。 }{100% : 目前,我们的一些企业界尚未认识到内在薪酬的重要性,有的企
业从不为员工提供培训,员工用不着承担较多责任,也毫无压力。 }{100% : 表面上看,这种悠闲是一种福
利,实际上则造成人的能力降低,使人逐渐落伍、贬值,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对员
工最可怕的一种剥夺。 }{100% : 忽视“内在薪酬”,导致的后果是员工的内在薪酬为负数,员工对企业的满意
度极低,劳资关系紧张。 }

（四）薪酬结构中可变薪酬比例太低

{100% : 可变薪酬是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的组合。 }{95% : 经营者年薪=基本薪酬十可变薪酬;可变薪
酬二现金激励+短期激励+长期激励。 }{100% : 其中长期激励是可变薪酬的核心。可变薪酬源于管理中
的绩效原则和风险对称原则。 }{97% : 绩效原则认为,对经营者的激励水平要与企业绩效相关,企业业绩
越好,对经营者的激励强度应越高;企业经营越差,对经营者的激励强度越低。 }{98% : 这种激励强度量化
为可变薪酬。风险对称原则认为,为了有效的激励经营者,设计经营者的激励机制时要遵循收益与风险对
称的原则。 }{96% : 企业经营越好,经营者的风险收入越高;企业经营越差,经营者的风险收入越低,甚至会
减少其基本薪酬部分。 }{98% : 这样就能够使经营者承担相应的风险的同时能够得到与风险对称的回报,以此
鼓励经营者大胆创新,努力提升业绩水平,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同时风险因素约束经营者的短期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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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 与基本薪酬相比,可变薪酬更容易通过调整来反映组织目标的变化,在动态环境下,面向较大员工
群体实行的可变薪酬能够针对员工和组织所面临的变革和较为复杂的挑战做出灵活的反应,从而不仅能
够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将员工和企业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在双方之间建立起伙伴关系提供了便利,同时还能
起到鼓励团队合作的效果。 }{100% : 此外,可变薪酬一方面能够对员工所达成的有利于企业成功的绩效提供
灵活的奖励,另一方面,在企业经营不利时可变薪酬还有利于控制成本开支。 }

{95% : 当今大部分企业薪酬战略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除了组织的高层管理人员和销售部门的人有资格获
得不确定的奖金或参与年度奖金计划之外,大多数其他人都只能拿基本工资,再加上绩效加薪和生活成本加
薪。 }时至今日,{97% : 尽管许多企业已经实行了浮动工资或者是绩效工资计划,但是由于绩效管理难以落实,
绩效工资也往往演化成了一种形式,对于员工而言,他们也同样将这种浮动工资或者是绩效工资当成是自己的
一种既得权利,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绩效奖励或者是与企业分担风险的一种报酬。 }{ 69% : 所以导致在薪
酬结构中,可变薪酬比例太低。 }{90% : 寻求可变薪酬与基本薪酬二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98% : 适当
提高可变薪酬在薪酬构成中的比重,能够给员工以更大的改善空间和激励作用,鼓励员工进行理智的冒险
和不断追求完美。 }{100% : 寻求可变薪酬与基本薪酬二者间的最佳平衡点有利于企业以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
的收益。 }

四、提升企业薪酬管理实施的措施

（一）树立人本管理理念

{95% : 长期以来企业薪酬管理中薪酬水平、薪酬制度、薪酬结构等方面的内容,都是企业高层以及管理
人员制定的,普通员工在企业薪酬管理的参与程度并不是很高,许多员工对自身薪酬水平只能被动的接受,
既不了解薪酬的制定标准,也不了解薪酬考核办法,导致许多员工对企业薪酬管理的理念、战略方向的理
解程度不足。 }{97% : 为此,应加大企业各类员工参与薪酬管理的力度,将企业员工加入到企业薪酬管理
的各个方面之中,使他们了解企业薪酬管理的诸多方面。 }{100% : 避免出现企业员工只对自身岗位负
责,而非对事情负责的问题出现。 }{100% : 通过提高员工参与薪酬管理的力度,能够提高员工对企业薪酬
管理的理解,更能够促进员工对自身岗位职能了解,促使调动员工在工作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提高。 }
{96% : 加大员工参与到薪酬管理的力度,实际也是发扬薪酬管理的民主风格的一种表现,是体现企业对员工充
分尊重的体现。 }{ 77% : 在具体操作上,一是派出员工代表或通过工会成员共同加入到企业薪酬管理
中,对企业整体薪酬管理情况进行了解。 }{100% : 二是通过员工代表和企业高层的协商,共同对企业薪酬管理
存在的问题进行协商与解决,并由人力资源部分进行相关协商结果的落实和执行;三是加强企业薪酬管理中绩效
考核的定量化,并公布定量标准。 }

（二）加大员工参与薪酬管理力度

{97% : 在企业薪酬体系中,货币性薪酬是对企业员工工作能力和努力程度的认可,也是对员工劳动投入
的补偿,而非货币性薪酬则是对员工人力资本的进一步开发和提升。 }{100% : 因此员工的教育培训也是
其薪酬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员工除了希望获得货币性薪酬之外,也希望通过在企业的工作过程中
得到进一步的学习深造机会,通过教育培训,能够进一步的提升企业员工的技能从而能够应对更高层次的
工作,能够为企业贡献更高的价值,促进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96% : 为此,其一,企业加大教育培训工
作在员工中的宣传力度,是每个员工充分认识到再教育和培训对自身成长的重要价值;其二,企业应该拓
宽教育培训渠道,如有些员工希望能够再到高等院校进行理论知识的学习,将工作经验和理论学习相结
合,促进自身能力的提高,企业应加强和高校的合作力度,为该类员工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100% : 其三,
为考核员工教育培训的成果。 }{94% : 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应设计教育培训考核体系,以实现对员工培训效
果的考核。 }{94% : 其四,企业根据员工培训的考核结果,重新考虑员工的薪酬体系的制定。 }

（三）激励性的绩效薪酬

绩效薪酬同岗位薪酬都是企业的薪酬中的核心薪酬构成部分。绩效薪酬为浮动薪酬部分。{ 56% : 原有的绩
效薪酬制度由于忽视, }企业的组建是一种严格的薪酬、岗位薪酬标准,这使得很多工作在绩效上表现突出,员工
的积极性受到了挫伤,失去了激励效果的意义。因此,考虑到原有绩效考核中的非理性变化,改进绩效考核方法,
努力提高绩效考核,是优化和完善薪酬体系的基本考虑。在考虑绩效薪酬安排时,{ 61% : 员工个人绩效应与
企业绩效水平挂钩。 }然后强调个人绩效在薪酬中的比重,并加以论证。当然,比例应该适当,适当,不要太小,不
要失去它的一些激励功能,也不能太大,这必然会带来弊端。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告诉所有员工,通过改善
他们的行为,{ 56% : 努力工作,创造良好的个人业绩水平, }共同推动企业整体业绩而实现的。

（四）延长激励周期,建立虚拟股票与股票期权的制度

{97% : 报酬激励方式单一是目前我国企业报酬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
鉴发达国家的股票期权制度。 }{92% : 股票期权制度的运用能有效解决企业制企业运行中诸多本质性问
题。 }{97% : 实际中,报酬方式的采用要受到企业组织形式的限制,如期权、股票奖金等方式只能在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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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采用,而一些小企业则只能采用现金等激励方式。 }{100% : 对于我国企业,不能照搬发达国家股票期权报
酬激励制度,而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积极稳妥地推行各种形式的企业员工持股。 }

1.建立虚拟股票

{100% : 在发达国家现行的股票期权激励方式下,企业员工在行使股票期权时需要支付一笔现金,但由于
我国的企业员工大多并不富有,难以支付这笔现金。 }{100% : 因此,这时授予企业员工购买名义而非真实
股票期权的虚拟股票激励方式便显得适用起来。 }{98% : 例如,假设某企业有净资产2000万元,提出其
中30％进行员工虚拟持股,授予企业员工每人100股的虚拟股票,预定价格每股1000元,业绩考核期为两
年,如果两年后该企业净资产增长至3000万元,那么,企业应支付给该企业员工5万元。 }{100% : 反之,如果股票
市场价格不能达到每股1000元以上的水平,企业员工便得不到任何收益。 }

2.引入期股制

最早出现在美国硅谷的期股是指股东与企业家商定在任期内企业家按既定价格（个人出资或贷款）或以奖励
等形式分期分批获取的本企业股份。{85% : 在兑现前,期股只能有分红等部分权利, }{ 62% : 这与期权不同的
是期权适用于事先约定的某一时期的股票价格购进将来某一时期的该种股票。 }

{94% : 期股作为激励机制,,其突出的特点在于:它不仅可以把企业家的报酬与企业业绩联系起来,使企业家
的价值得以体现,更重要的是它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与企业的长期业绩联系起来,鼓励他们更多地
关注企业的长期持续发展,从而可以有效地克服企业经营者的短期行为。 }{93% : 由此看来,期股制是比
年薪制更高级的一种激励制度,它能够有效地把企业经营者、从业人员的利益同企业紧密地结合起来,从
而更好地激励企业经营者。 }{95% : 由于股票价格大体上与企业业绩有一个倍数关系,经营者持股收益
同企业股价挂钩,因而比单纯的持股更具有长期激励机制。 }{100% : 因此,在我国企业推行期股,具有现实而深
远的意义。 }

结语

在如今的市场经济以及各项财政支出透明、紧缩的大环境下,{ 71% : 我国许多型国有企业的生存面临着一前
所未有的挑战。 }{ 71% : 怎样才能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型国有物业管理企业本身资产就少,加之又是劳动
密集型企业,资产则更少,因此,{ 56% : 这些企业要提高核心竞争力,就必须要加强人力资源管理, }尤其要加强薪
酬管理。要以薪酬管理作为企业转型、改制的突破口,充分发挥“薪酬”的作用,理顺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
相互之间的各种关系,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57% : 努力为企业打造出一支具有竞争力和凝聚力的员工
队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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