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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福利博弈看企业知识型人才薪酬管理体系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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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ꎬ企业为知识型员工提供良好的薪酬福利待遇ꎬ留住更多具有创造性的知识型人才为

其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及发展空间ꎬ已成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项重要举措ꎮ 该文以“ 社会福利博弈” 模型为出发
点ꎬ将薪酬管理中的物质激励量化为工资ꎬ通过博弈结果分析ꎬ证明在企业的薪酬管理体系中物质激励的有效性和
局限性ꎬ以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为依据ꎬ为企业知识型人才薪酬管理体系的优化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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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ꎬ企业之间市场竞争力

愈发激烈ꎮ 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不
再是硬件设备的竞争ꎬ而是人才的竞争ꎮ 在这个趋
势下ꎬ企业中的知识型人才的科学管理显得尤为重
要ꎮ 而人才管理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薪酬激励ꎬ高
效的薪酬管理不仅能提高知识型人才的工作满意度

策略一部分的每一个纯策略有相同的期望值ꎬ否则ꎬ
一个博弈者会选择那个期望值最高的策略而排除所
有其他策略ꎬ这意味着原初的状态不是一个均衡ꎮ

２.２

知识型人才的定义及特点
“ 知识型员工” 最早由美国世界著名管理大师

彼得德鲁克于 １９５９ 年 在 著 作 « 明 天 的 里 程 碑»

(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ｓ ｏｆ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中提出ꎬ指的是“ 那些掌握
和运用符号和概念ꎬ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ꎮ” 当

以及归属感ꎬ也能降低知识型人才的离职率ꎮ 本文

时其主要指的是经理或执行经理ꎬ现在ꎬ知识型员工

基于博弈论理论中的社会福利博弈模型ꎬ通过科学

已经被扩大到大多数白领ꎮ 其主要是指具有比较高

推理与分析ꎬ梳理说明知识型人才在企业不同情况

的文化水平ꎬ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技术型人才ꎮ 知

下的离职概率ꎮ 并提出高效的薪酬管理对于企业留

识型人才主要特点是具有较强的创造性ꎬ主张个性

住知识型人才的重要性ꎬ以及企业建立高效薪酬管

与自主ꎬ追求精神生活多样化ꎬ高度重视成就激励和

理体制的对策建议ꎮ

精神激励ꎬ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ꎮ

２

２.１

相关概念界定
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博弈论将纳什均衡定义为一种策略组合ꎬ这种

２.３

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人本主义科学的理论之

一ꎬ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 １９４３ 年在
« 人类激励理论» 论文中提出ꎮ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策略组合使得同一时间内每个参与人的策略是对其

将人类需求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ꎬ分别是:生理

他参与人策略的最优反应ꎮ 在有 ｎ 个局中人参与博

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

加收益时ꎬ此策略组合被称为纳什均衡ꎮ 其中ꎬ纳什

需求是指整个有机体是一个追求安全的机制ꎻ社交

弈的策略组合中ꎬ当无一参与者可以独自行动而增

求ꎮ 生理需要是推动人们行动最首要的动力ꎻ安全

均衡又分为“ 纯战略纳什均衡” 与“ 混合战略纳什均

需求是指人人都希望得到相互的关系和照顾ꎻ尊重

衡” ꎬ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面对其他博弈者选择的

个人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ꎻ自我实现的需

不确定性的一个理性对策ꎬ其主要特征是作为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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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是指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ꎬ要求
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ꎮ 马斯洛提出ꎬ为满足自我实
现需要所采取的途径是因人而异的ꎮ

３

企业薪酬博弈
在知识经济时代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最重要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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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ꎬ当 θ ∗ < ０.５ 时ꎬ员工的最优选

的问题之一就是不断地改进其薪酬管理制度来留住
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可观经济效益的知识型人才ꎮ 薪
酬管理制度一般分为物质激励以及精神激励ꎮ 传统
且最具代表性的薪酬激励方法就是物质激励ꎬ企业
一般会通过提高工资ꎬ发放奖金等方法来对知识型
员工进行激励ꎬ防止人才流失ꎮ 本文将企业中的物
质激励定量为企业工资的涨幅ꎬ通过分析企业是否
涨工资与员工是否跳槽之间的博弈ꎬ来探讨企业的
物质激励对于防止知识型人才流失的有效性和局限
性ꎮ
表 １－１

择是跳槽ꎻ当 θ ∗ > ０.５ 时ꎬ员工的最优选择是不跳
槽ꎻ只有当 θ ∗ ＝ ０.５ 时ꎬ员工才会选择混合战略或任
何纯战略ꎮ

４

４.１

企业创新薪酬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博弈结果分析
从上一节的博弈分析可以看出ꎬ假定企业认为

员工跳槽的概率严格小于 ０.２ꎬ则企业的最优选择就

是不涨工资ꎻ但如果企业以 １ 的概率选择不涨工资ꎬ
员工的最优选择是跳槽ꎬ这又将导致企业的涨工资

战略ꎬ员工则又选择不跳槽ꎮ 在这里ꎬ企业无法确定

企业薪酬博弈

员工想要跳槽的概率具体为多少ꎬ并且ꎬ无论且最初
的选择是否涨工资ꎬ其最终结果也是必然要涨工资
的ꎮ 所以为了降低人才流失的风险ꎬ在现实中ꎬ企业
的最优选择应该是涨工资ꎻ但是也可以看出ꎬ员工是
不知道企业涨工资的概率是多少的ꎬ所以在不知道
具体概率的情况下ꎬ如果员工追求高收入而不甘愿
承担博弈中存在的概率为 ０.５ 的不涨工资的风险ꎬ
此时ꎬ他们就会为了规避风险而选择跳槽ꎮ 显而易

在这个博弈中ꎬ给定企业涨工资ꎬ员工的最优战

见ꎬ只是物质激励难以保证留住员工ꎬ他们仍然可能

略是不跳槽ꎻ给定员工不跳槽ꎬ企业的最优战略是不

在某个时间跳槽ꎬ对于公司运行以及人力资源发展

涨工资ꎻ给定企业不涨工资ꎬ员工的最优战略是跳

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ꎮ

槽ꎻ给定员工跳槽ꎬ企业的最优战略是涨工资ꎮ 如前

因此ꎬ企业为了留住知识型人才ꎬ必须根据员工

文所讲ꎬ这个博弈中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ꎬ其求解

的实际需要为员工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薪酬管理体

过程如下ꎮ

系ꎮ 本文以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作为依据ꎬ分析企业

假定企业的混合战略是 σ Ｅ ＝ ( θꎬ１ － θ) ꎬ即企业

以 θ 的概率选择涨工资ꎬ以(１ － θ) 的概率选择不涨

中知识型员工在不同层次上的具体需求ꎬ为企业创
新薪酬体系提供理论支撑ꎮ

工资员工的混合战混是 σＳ ＝ ( γꎬ１ － γ) ꎬ即员工以 γ

４.２

的期望效用函数为:Ｖ Ｅ( σＥꎬσ Ｓ ) ＝ θ[３γ ＋ ( － １) (１ －

工的物质激励就相当于员工的生理需求ꎬ基本的物

即在混合战略均衡下ꎬ员工以 ０.２ 的概率选择跳槽ꎬ

满足生存所必需的需求后ꎬ企业对于员工简单的物

的概率选择跳槽ꎬ以(１ － γ) 的概率选择不跳槽企业
γ) ] ＋ (１ － θ) [ － γ ＋ ０(１ － γ) ] ＝ θ(５γ － １) － γꎬ
求微分ꎬ得到企业最优化的一阶条件:

Əｖ Ｅ
Əθ

＝ ５γ － １ ＝

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必要性分析
基于需求层次理论ꎬ企业薪酬管理体系中对员

质保障是企业员工作为一个社会人生存的基础ꎮ 在
质激励所产生的效用就会明显下降ꎮ 安全需求、社
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些更高级、社会

０ꎬ故 γ ＝ ０.２ 的概率选择跳槽ꎬ以 ０.８ 的概率选择不

化程度更高的需求就会成为激励企业员工的更为重

员工的期望效用函数为:Ｖ Ｓ( σＥꎬσ Ｓ ) ＝ γ[２θ ＋

因此ꎬ可以得出物质激励是企业完善薪酬管理

∗

跳槽ꎮ

１(１ － γ) ] ＋ (１ － γ) [３θ ＋ ０(１ － θ) ] ＝ － γ(２θ － １)
＋ ３θ求微分ꎬ得到企业最优化的一阶条件:
－ (２θ － １) ＝ ０ꎬ故 θ

∗

＝ ０.５ꎮ

Əｖ Ｓ
Əγ

＝

要的因素ꎮ
体系的必要不充分条件ꎬ企业在以物质为基础对知
识型员工进行激励的同时ꎬ更应该注重对于员工的
精神激励ꎮ 只有在满足员工生理需求的基础上ꎬ尽
最大程度满足员工其他四个更高层次的需求ꎬ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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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员工薪酬管理体系ꎬ才能够在留住人才的基础上ꎬ最

资的老板ꎬ他曾说过:“ 最失败的领导ꎬ就是那种员

大效用地发挥人力资源为企业创造效益的作用ꎮ

工一看见你ꎬ就像鱼一样没命地逃开的领导ꎮ” 为了

５

让员工喜欢他ꎬ喜欢他的企业ꎬ松下幸之助每次看见

企业创新薪酬管理体系的对策及建议
以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为基础ꎬ首先满足知识型

员工的生理需求ꎬ加强对企业员工的物质激励ꎻ其次

员工时ꎬ都会礼貌地和员工打招呼ꎬ对员工说一声:
“ 辛苦了ꎮ” 当松下幸之助把员 工 叫 到 办 公 室 谈 话

时ꎬ每次都会亲自为员工沏上一杯茶ꎬ并充满感激地

从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四

说:“ 太感谢了ꎬ你辛苦了ꎬ请喝杯茶吧!” 实际上ꎬ国

个方面为企业知识型员工提供更加全面、多样、有效

外很多企业都很重视对员工进行感情投资ꎬ以留住

的精神激励ꎬ为不断完善以及创新企业薪酬管理体

人才ꎬ保证团队的凝聚力ꎮ 比如ꎬ摩托罗拉公司通过

系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ꎮ

“肯定个人尊严” 来维护员工的尊严ꎻ大众汽车公司

５.１

完善企业薪酬体系

通过“ 时间有价证券” 给员工提供更多的自主权ꎻ丰

加强对企业知识型员工的物质激励ꎬ首先就要

田汽车公司通过“ 没有许诺的终生雇用” 来赢得员

完善企业薪酬体系ꎬ制定统一的工资管理制度以及

工的忠诚ꎮ 通过对员工进行感情投资ꎬ这些企业很

核算标准ꎬ保证企业薪酬体系及工资制度的公开化、

好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ꎬ增强员工对企

透明化ꎬ确保企业员工能够充分、全面了解工资标准

业的忠诚度ꎬ从而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ꎮ

及相关制度规定ꎬ有效保障员工的基本权益ꎮ 其次ꎬ

５.４

相关管理人员在薪酬管理工作过程中ꎬ一方面要注

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建设包含物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

意使不同员工的薪酬拉开适当的差距ꎬ从而形成良

设ꎮ 企业文化应该以尊重员工自我人格为基础ꎬ实

性竞争机制ꎻ另一方面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ꎬ确

施以人为本的战略管理思想ꎮ 在中国古书中最早明

保每一位员工的薪资待遇的公平性ꎬ缓解企业员工

确提出“ 以人为本” 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 仲ꎮ

之间的矛盾ꎬ使企业内部形成一个和谐、稳定的工作

其曾经说过ꎬ“ 夫霸王之所始也ꎬ以人为本ꎮ 本理则

环境ꎮ 另外ꎬ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合

国固ꎬ本乱则国危ꎮ” 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ꎬ不但能

理的增薪体制ꎮ 制定合理、有效的个人技能评估机

够提升员工对企业认同感、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诱

制ꎬ依据员工的实际工作能力确定其薪资待遇以及

导员工对企业产生归属感ꎬ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工资涨幅ꎮ

由“ 外部激励” 向“ 自我激励” 的转变ꎬ推动员工齐心

５.２

加强对知识型员工的制度性保障

协力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而努力ꎻ也能够激发员工

企业应该与员工签订较长期限的劳动合同ꎮ 一

的创造性ꎬ维护每一位员工独立的人格特点及劳动

方面ꎬ满足员工在工作中对于自己职位的安全性需

成果ꎮ 海尔的“ 人单合一” 通过使每个员工都在不

求ꎻ另一方面ꎬ对于企业来说ꎬ能够促进企业不断完

同的自主经营体中为用户创造价值ꎬ从而实现自身

善其制度建设ꎬ推动企业薪酬体系及相关制度的创

价值ꎬ企业价值和股东价值自然得到体现ꎮ 完美的

新发展ꎮ 除此之外ꎬ企业还应该建立员工帮扶制度、

诠释了其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ꎮ

终身免费培训制度等促进知识型员工职业生涯的长

５.５

远发展ꎮ
５.３

帮助知识型员工实现职业规划
企业在制定帮助员工实现其职业生涯规划的制

重视对知识型员工的感情投资

度的基础上ꎬ一方面要对企业员工进行知识及技能

社会需求即情感和归属的需要ꎮ « 战国策韩

培训ꎬ为其提供更多学习、深造的机会ꎻ另一反面ꎬ企

下ꎮ 心战为上ꎬ兵站为下” ꎮ 人人都希望得到相互

被需要的同时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ꎬ从而不断增强

策三» 中有一句话ꎬ “ 用兵之道ꎬ攻心为上ꎬ攻城为

业可以通过内部晋升等途径在使员工感觉到自己是

的关心和照顾ꎬ企业中的知识型员工也不例外ꎮ 关

员工对于企业的认同感以及归属感ꎬ使员工将自己

心员工的健康状况以及家庭生活ꎬ尊重员工的个人

的职业理想和企业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ꎬ更好地为

信仰ꎬ并尽可能地给予其帮助以减少各方面的困扰ꎬ

企业发展出谋划策ꎬ在满足员工个人的自我实现需

才能使企业真正做到得人心者得天下ꎮ 日本“ 经营

求的同时促进企业的综合竞争力的不断提升ꎮ 德国

之神” 松下幸之助就是一个擅长对员工进行感情投

的 ＳＰＡ 公司就通过建立了与知识型员工的战略合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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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关系ꎬ将知识型员工视为企业的战略伙伴ꎬ而
不仅仅是一个服从企业管理制度的工人ꎬ同时 ＳＰＡ

也注重知识型员工的终身就业能力ꎬ其不仅给予员
工一份合适的工作ꎬ更注重给予员工一种不断适应
知识更新、市场变化的能力ꎮ 因此ꎬＳＰＡ 每年的人员
流动率都在 ２％以下( １９９９ 年除外) ꎬ而一般同业的
流动率则在 １０％ － ２０％之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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