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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E_E5_B8_88_E8_c49_262340.htm 员工管理 重点： （1

） 确定员工薪酬的原则 （2） 工资制度类型及各类型的特点 

（3） 员工职业生涯的五个阶段 （4） 员工职业管理的一般过

程 （5） 劳动合同的性质及其主要内容 一、 员工报酬管理 员

工报酬是指员工在为实现企业目标而付出劳动时，作为回报

得到的货币收入、商品和服务等。 员工报酬具有三个方面的

功能：一是补偿功能；二是激励功能；三是引导人力资源配

置功能。 （一）确定员工薪酬的原则 （1） 公平原则 公平的

表现形式有三种：一是外部公平；二是内部公平；三是员工

个人公平。 （2） 竞争性原则 （3） 激励性原则 （4） 量力而

行原则 （5） 合法原则 （二） 员工报酬体系构成 员工报酬既

包括货币性质的收入，也包括以非货币形式表现的收益。 员

工报酬（主要指货币性收入）可以分为直接报酬和间接报酬

两部分。其中直接报酬包括基本报酬、绩效报酬、激励性报

酬和各种延期支付性质的报酬；间接报酬包括各种福利、保

险以及津贴等。 （1） 基本报酬 （2） 绩效报酬 （3） 激励性

报酬 （4） 延期支付性报酬 （5） 间接报酬 （三） 工资水平

的确定 确定员工工资水平时，必须考虑到影响员工工资水平

的各种因素： 1． 企业外部因素 （1）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状

况 （2） 政府的有关政策、法规 （3） 居民生活费用及当地

生活水平 （4） 行业报酬水平 2． 企业内部因素 （1） 企业的

财力和经营状况 （2） 工作差别 （3） 员工自身的差别 （4） 

企业的管理哲学和企业文化 （四） 工资制度类型及其选择 1



． 岗位等级工资制 是根据岗位或职务所负责任、所需知识技

能、工作负荷以及工作条件等因素确定员工工资的制度，如

果员工岗位变动，其工资也随之调整。 优点、缺点。 2． 技

能等级工资制 是根据员工工作技能确定工资收入的制度。 优

点、缺点。 3． 年功工资制 是根据员工年龄、企业年龄、学

历和经历等因素确定员工工资的制度。 优点、缺点 4． 计时

工资制 是根据员工实际工作时间和工资标准核算并支付工资

报酬的制度。 计时工资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小时工资；二

是日工资；三是月工资。 5． 记件工资制 是根据一定质量的

产品数量和记件单位计算员工报酬的工资制度，是计时工资

的一种转化形式。 优点、缺点。 6． 结构工资制 是把员工工

资划分为若干组成部分，并综合考虑员工的职位、能力、资

历等因素来确定员工报酬的一种制度。 工资分解：（1）基

本工资；（2）岗位（职务）工资；（3）技能工资；（4）年

功工资；（5）奖励工资。 结构工资制的优点、缺点。 （五

） 利润分享和员工持股计划 1． 利润分享计划 利润分享计划

是指用盈利状况的变化来对整个企业的业绩进行衡量，把超

过目标利润的部分在企业全体员工之间进行分配的制度。 2

． 员工持股计划 员工持股计划是一种企业向内部员工提供公

司股票的所有权计划，是利润分享的重要形式。 股票期权是

员工持股计划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例题：能够激励员工长

期化行为，并且风险最大的收入分配方式是（ ）。（05年真

题） A． 员工持股 B． 利润分享计划 C． 股票期权 D． 结构

工资制 答案：C 二、 职业发展和职业管理 （一） 职业生涯

发展阶段 大多数人在其一生中将经历五个职业阶段：探索期

、建立期、职业中期、职业后期和衰退期。 1． 探索期 职业



生涯的探索期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培养兴趣；二是积累

知识。 2． 建立期 在职业生涯的建立期，员工通过提高自己

的技能，增强自己对同事和组织的适应性来奠定自己的事业

基础。 3． 职业中期 在职业生涯的中期，由于员工积累了丰

富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已经成为组织的骨干，要承担更

多的责任，并对新员工施加更多的影响。 4． 职业后期 在职

业生涯的后期，因工作责任减少，将扮演一种元老的角色。

5． 衰退期 职业生涯的衰退期是指的员工临近退休的时期。

在这一阶段，员工责任急剧减少，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明

显下降，员工开始为退休做心理上的准备。 （二） 员工自我

职业管理 1． 职业取向 员工的职业取向大致有四种： （1） 

专业技术取向 （2） 管理取向 （3） 组织或地域取向 （4） 独

立取向 2． 职业管理过程及员工应承担的责任 员工职业管理

过程包括五个步骤： （1） 自我评价 （2） 现实审查 （3） 目

标设定 （4） 编制行动计划 （5） 执行计划 例题：员工职业

管理过程的首要环节是（ ）。（05年真题） A． 自我评价 B

． 目标设定 C． 编制行动计划 D． 显示审查 答案：A 例题：

在员工自我职业管理过程中，职业目标的内容包括（ ）。

（05年真题） A． 工作性质设定 B． 期望的职位 C． 需要获

得的知识和技能 D． 行动计划 E． 兴趣爱好 答案：ABC （三

） 企业的员工职业管理 1． 企业在员工职业管理过程中的责

任 企业在员工职业管理中应承担的责任体现在员工职业管理

过程的每个阶段。 2． 确定员工职业通道 职业通道是指一个

人职业生涯的前进方向和轨迹，它与员工的职业取向密切相

关。 帮助员工确定职业通道时应注意三个方面的要求。 3． 

有效的职业管理应注意的问题 五个方面的问题。 （四） 工作



晋升与降职 1． 工作晋升 晋升时员工职业管理和职业发展中

的一个重要阶段。 企业做出晋升决策时应注意的四个方面的

问题。 彼德现象。 2． 降职 对于员工来说，降职意味工资减

少，职权削弱和地位降低。 三、 劳动关系 （一） 劳动关系

的内容 企业的劳动关系是指企业所有者、经营管理者、普通

员工及其工会组织之间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各种

责、权、利关系。具体包括： （1） 所有者与全体员工 （2）

企业经营者与一般员工 （3） 企业管理者与工会组织的关系 

（4） 一般员工与工会的关系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形成和调整

的劳动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它由三个要素构成，即主体、

内容和客体。 （二） 正确处理劳动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 1． 

兼顾各方利益的原则 2． 协商为主解决争议的原则 3． 以法

律为准绳的原则 4． 以预防为主的原则 5． 明确管理责任的

原则 （三） 劳动合同及其管理 1． 劳动合同的性质和内容 劳

动合同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确定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

义务的书面协议，是契约化的劳动关系。 例题：劳动合同是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书面契约化的（ ）

。 A． 经济关系 B． 工资水平 C． 劳动关系 D． 劳动条件 答

案：C 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由必备条款和协商条

款构成，必备条款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 2． 劳动合同的

订立与变更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必须遵循

的原则： （1） 平等自愿原则 （2） 协商一致原则 （3） 合法

的原则 我国规定的两类劳动合同属于无效合同。 3． 劳动合

同的终止和解除 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 劳

动者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 4． 劳动合同违约责任 

（四） 劳动争议及其处理 1． 劳动争议的产生原因 劳动争议



是指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因劳动权利义务而发生的纠纷。 

产生劳动争议的原因包括：四个方面。 2． 劳动争议的处理 

（1） 劳动争议的调解 （2） 劳动争议的仲裁 （3） 劳动争议

的法庭诉讼 例题：在企业中担任劳动争议协调委员会主任的

人是（ ）。（05年真题） A． 股东代表 B． 工人代表 C． 企

业代表 D． 工会代表 答案：D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