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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基层央行人才库的生力军和重要后备力量，青年人才流失现象日趋严重。文章客观
分析了基层央行青年人才流失现状，青年人才流失的显性和隐性成因及负面影响，提出有效招聘发
现人才; 激励机制留住人才; 发展规划培养人才等策略。
关键词： 基层央行; 人才流失
中图分类号: F830． 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0098( 2014) 02 － 0076 － 06

近年来，人民银行越来越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与发展 ，不断引进高素质青年人才充实到基层央行干部队
伍中，着实为基层央行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然而，作为基层央行人才库的生力军和重要后备力
量，青年人才流失现象日趋严重，不仅表现为青年人才的离职，而且也表现为在职青年本职工作效率弱化。
青年人才流失已逐渐影响到基层央行的履职 ，同时对央行青年人才队伍自身建设和发展也不利 。因此，深入
调查和了解基层央行青年人才流失现状 ，剖析其产生的原因及负面影响，提出青年人才培养发展的相应对策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基层央行青年人才流失现状
结合学术界关于人才流失内涵的界定 ，本文认为人才流失是指在一定单位内 ，对其经营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甚至是关键性作用的人才非单位自愿的流走 ，或失去其积极作用的现象。换而言之，人才流失是一种广
义的概念，既包含人才的显性流失即单位的人才因某种原因离开单位另谋他就 ； 又包含人才的隐性流失即因
激励不够或是其他方面的原因而失去工作积极性 ，其才能未能充分发挥。
当前，基层央行青年人才的流失也表现在这两方面 ： 一是青年人才的主动离职即显性流失，意味着基层
央行在青年人才上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损失 ； 二是青年人才使用效益的缺失即隐性流失 ，本可以成为基层央
行发展的骨干，却由于工作积极性下降等因素而导致本职工作效率弱化的现象 。
( 一) 青年人才显性流失现状
通过选取上饶、赣州、鹰潭等 6 家地市中支自 2005 年来招入大学生行员作为调查对象 ，对现阶段基层央
行青年人才显性流失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摸底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中支存在人员离职或调出现象 ，个别
中支流失情况还比较严重。但从人才流失比率来看，被调查对象总的流失率为 8% ，尚处在可控水平，其中
上饶、赣州、抚州中支青年行员流失较少，鹰潭中支流失相对较多，表 1 反映出人才流失在各单位间呈现差异
性。具体来看，青年员工显性流失还具有以下特点 ：
1． 流失的青年员工大多入行工作时间较短 ，
3 － 5 年之内，多处在未婚状态。
2． 从流失去向上来看，主要有四种形式： 申请跨区域调动———返籍式、参加公考———怀才式、跳槽至商业
银行系统———淘金式、继续深造———升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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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中支青年员工流失调查情况统计
入行人数

离职人数

调出人数

上饶

27

0

0

赣州

43

0

1

新余

27

0

3

抚州

23

1

0

鹰潭

26

5

2

宜春

33

1

1

合计

179

7

7

( 二) 青年人才隐性流失现状
本文以问卷调查和交流座谈等方式对部份基层央行青年员工隐性流失行为进行了调查 。 发放问卷 40
份，收回有效问卷 30 份，问卷内容包括青年员工自我评价、工作业绩、能力职业发展等方面。 从回收的问卷
人口统计变量来看，性别、年龄段、学历、部门、职务及工作年限等分布比较均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保障了
调查结果的真实和可靠性。综合调查结果显示，基层央行青年人才隐性流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央行使命意识弱化，工作缺乏活力。作为基层央行的干部职工，只有意识到央行所负有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才能积极主动参与中央银行的各项工作 ，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最大程度地转化为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
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某些青年员工 ，央行使命感正在淡化，对于本职工作只满足于完成任务即可，如会计人
员满足于帐平表对、技术人员满足于安全无事故，工作缺乏有效创新，队伍活力明显不足。 在“对待本职工
作的态度”调查项目中，认为“完成工作任务即可，不追求高标准”的有 30% 。反映出部分青年员工更多关注
任务的达成，缺乏对工作的钻研精神。在此心态主导下，基层央行青年员工工作缺乏活力，无法站到更高层
次关注经济金融知识与央行理念的发展变化 。
2． 学习培训动力不足，自身素质下滑。 青年人才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都有一定的时效性 ，只有不断充
电、进修，才能保持其旺盛的创造力。不重视人才的知识更新和培训，人才也会有精疲力竭，江郎才尽的时
73% 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工作之余读书或学习，
30% 选择忙于
候。调查结果显示： 青年员工对待学习的态度，
个人事务。在具体的学习时间上，有超过一半被调查者平均每天学习不足一小时 ，每年参加的各类学习培训
时间不足半月（ 见图 1） 。这说明，青年员工学习和技能培训的内、外动力略显不足，长此以往，青年人才自身
素质将会“不进则退”，形成人未老而知识结构“老化”、工作能力“老化”的隐患。

图1

青年员工自我学习和参加培训时间情况

3． 个人能力未能完全发挥，工作业绩平平。青年人才的成长始终处于内外环境互动的状态中 ，其效能的
发挥和价值的实现程度都要受到来自于外界或者内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总的来说，大部份青年员工对于
央行所提供的个人成长环境是比较满意的 ，无论是单位的硬件环境还是软件环境都为青年工作创设了一个
较为舒适的空间，但在座谈中仍有不少青年员工反映其个人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或者认为自己能力没有
充分发挥，问卷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在“自己工作能力发挥，工作成就感体现 ”的调查项目中，有 66%
的被调查者认为“能力未能完全发挥”，只有 34% 的人选择“得到充分发挥”； 此外 80% 的被调查者在近三年
80% 的近三年未获得过职务晋升，
50% 的所在部门在本行的考核中未获得
年度考核未获得上级行重大荣誉 ，
过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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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职业规划不够健全，对央行缺乏认同感。职业规划是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结合自身的特点、能力、经历
及不足等各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 ，确定自己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
在对职业生涯规划的调查中，仅 37% 的被调查者选择“有规划并实施 ”，其余 53% 人都选择了“有规划但很
10% 选择了“无规划”，显示出青年员工对未来职业规划比较随意，缺乏有效管理。 从未来选
少付诸行动”，
76% 的被调查者未考虑工作岗位调整问题，也有 24% 的有工作岗位调整的意愿。 由于大部份青年
择来看，
员工对职业规划的缺失，缺乏工作目标，容易受内外部环境影响，选择做出工作调整。

二、青年人才流失成因分析及负面影响
( 一) 人才的显性流失成因分析及负面影响
从调查结果中得到，被调查的 6 家中支中有 5 家存在青年干部离职或系统内调出现象，尽管流失率较
低，但也反映出青年人才队伍存在显性流失现象 。通过进一步调查访谈和分析，发现青年干部流失的原因主
要有两方面：
1． 受内部环境影响，对基层央行现有管理体制及薪酬待遇表示不认同 。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倾向于行政
化，组织层级严密，具有较强“官本位”思想，内部晋升通道也比较狭窄，竞争比较激烈，这些特点对刚入行不
久的青年人才来说，无疑是一道屏障，阻挡了青年人才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进而表现为对现有管理体制不满
意。同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 27% 的被调查对象对目前待遇感到感到不满意 ，他们比较看重薪酬待遇，当
薪酬待遇达不到他们的预期时，容易产生离职倾向。
2． 受外部环境变化影响，也是基层央行青年人才显性流失主要原因 。因为对管理体制及待遇的不满是
易产生离职的动机，但没有外部机会的选择，青年干部会选择暂时留在系统内 。这些外部机会包括更好的职
业去向、继续深造及家庭因素等，这些外部机会的存在势必会影响到青年员工的选择 。其中家庭因素影响近
年来开始显现，对青年干部系统内部跨区调动有着重要影响 ，这也与人民银行招录干部直系亲属回避制度关
系紧密。客观的说，青年干部向外流动，既是个人实现价值最大化的需要，也符合人才流动的客观规律。 但
对基层央行而言，人才被选拔培养出来，又无法留住，对覆行央行职责等工作开展必将带来不利影响 。
其一，增加管理成本，加重其他人员工作负担。人才的成长除了自身的天分和智慧外，与所在单位的精
心培养也是密不可分的，人才流失导致单位原先的培训花费付之东流 ，即便是重新招录新行员，花费在新行
员上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需要进行笔试、面试、甑选及评价等多个环节，入行后单位还要投入大量的培
训及开发成本，才能保证其从事新工作所具备的能力 、技能和相应的人际关系，从而填补青年人才流失带来
的空缺。同时青年人才的离职，势必会造成岗位空缺，就需要有新的人员进行填补，在人员短时得不到补充
的情况下，造成部门人员兼岗现象，加重了本部门其他人员的工作负担 。
其二，加速年龄结构老化，造成关键岗位缺失。由于流失人才大多数是 30 岁以下的年青人，青年干部容
易青黄不接，中年干部又在逐渐老去，将加重基层央行干部年龄结构老化现象 ，长此以往，容易形成干部年龄
结构断层。特别在青年人才已然成为部门业务骨干的情况下 ，如调研业务能手、会计清算能手等，一旦离职
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员替代，导致关键业务岗位缺失，部门职能难以正常运转，对部门乃至基层央行的整
体发展将造成重要损害，而且短时间内难以弥补，从而影响基层央行正常履职，阻碍其建设与发展。
其三，造成人心浮动，诱发连锁反应。基层央行青年人才的离职，必然会在单位内形成热点话题，对其他
在岗青年行员的情绪和工作态度产生消极影响 。由于基层央行工作性质，当不断出现人才显性流失现象时 ，
其暗示的“选择机会效应”会使其他青年行员产生“见异思迁“的想法，有的四处打探筹备各种考试，有的则
利用人脉关系四处活动，没有希望的便对工作毫无兴趣，不安心于本职工作，从而影响工作热情。
( 二) 人才的隐性流失成因分析及负面影响
从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来看，青年干部工作行为表现与人才隐性流失普遍存在的调查结果比较一致 ，相互
印证增强调查结果可靠性。被调查青年中 69% 的认为青年干部存在人才隐性流失现象 ，具体表现在工作得
过且过、不求上进，专注个人事情，这一点从工作行为表现中自我评价 、工作业绩表现及职业发展等方面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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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反映。因此，可以得出青年央行干部存在人才隐性流失现象 。究其原因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
1． 客观原因造成人才隐性流失，主要受经济收入偏低、个人成长受限、管理体制及工作环境影响 （ 见图
2） 。随着金融改革不断深化，与其他金融机构员工收入相比，基层央行青年干部收入与之存在一定差距，容
易造成青年干部心理落差。调查结果也表明部分青年对目前工作 、待遇感到不满意，考虑过工作调动打算。
另外，基层央行管理体制及事业单位性质 ，青年干部要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 ，实现个人成长发展也比较困难，
导致工作获得荣誉及晋升较少。这些方面都是造成青年人才隐性流失的客观原因 。

图2

青年人才隐性流失客观原因调查

2． 主观原因造成人才隐性流失，主要受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工作内容与兴趣爱好不相符及人生价
值观念转变等影响（ 见图 3） 。从青年自身来看，当下青年干部似乎更加关注自我人生价值实现 、兴趣爱好及
个性发展，在工作中如遇到与本人价值观、兴趣及个性不相符时，容易产生抵触，选择逃避或是消极对待，进
而工作中则表现为得过且过，不求上进，学习时间少，又缺乏合理的职业发展规划，最终导致青年人才知识、
技能不断流失。

图3

青年人才隐性流失主观原因调查

青年人才隐性流失表面上看人才归单位所有 ，但并未归单位所用，表现为知识、技能、精力等方面的流
失，比较隐蔽，似乎与人才流失无关，但却逐渐影响着基层央行的建设与发展 ，给基层央行带来潜在危害。
其一，缺乏责任感，工作效率低下。 人才隐性流失日常工作表现为工作开小差、迟到、早退，“磨洋工 ”，
组织纪律散漫，工作不负责任，相互推诿，不求质量，应付了事，将时间和精力专注工作以外的事情等等 ，这些
行为表现必然会给所在部门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不负责任，相互推诿现象更会严重影响工作质量和效果 ，不
但影响到部门工作完成情况，还会影响到单位的正常履职。
其二，不良行为蔓延，挫伤工作积极性。学好难，学坏易。不好的习惯和行为很容易在单位内传染 ，特别
是在基层央行内，隐性流失的行为表现更容易传染。 青年人才本应在部门中发挥重要作用，带来生机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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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却表现组织纪律散漫，工作不负责任，进而影响到身边的其他青年行员 ，挫伤了单位的整体生机与活力。
其三，知识技能弱化，影响成长成才。知识性流失、工作技能流失及精力流失是青年人才隐性流失主要
方面。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加强学习和培训 ，进行知识更新，技能也得不到提高，这将影响个人的成长成才，对
其职业生涯发展也是不利的。而基层央行本可以把这些青年人才培养成为单位业务支柱 、岗位能手及管理
人才，随着人才的隐性流失逐渐失去了原本应有的培养价值 ，影响到了基层央行人才培养与建设 。

三、基层央行应对青年人才流失的策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才流失的原因很多，对于显性流失，要正视现实，因势利导、疏通渠道； 而对于隐
性流失，必须认真对待，采取有效的策略最大限度地降低人才流失率 ，打造充满战斗力、竞争力的人才队伍。
( 一) 有效招聘，发现专业及人生规划相投的青年人才
招聘作为人事管理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其作用很明显，为基层央行“过滤 ”和“筛选 ”人才。 留住优秀的
青年人才前提即是要招聘到合适的人才 ，只有招对人，才谈得上留住人。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招聘，运用科学
合理的方法，采取有效的策略，足够的投入，选择符合基层央行业务和文化要求的人才 。
1． 坚持适用原则。适用原则是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工作 。切忌追求高学历、高职称，也
不必追求高智商、高能力，与基层央行工作岗位相匹配才是最好的 。要以与职位匹配程度来决定取舍，因为
适合适用是最稳定的，招入的新行员不容易产生抱怨或抵触情绪 ，更加重视提供的机会，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倘若一味追求所谓的“高”，其结果是导致人才的高流失率。
2． 与央行文化相协调。实践证明与开发员工的技能相比 ，改变其态度和价值观是更困难的 。因此，央行
人才招聘要注重双向选择，要聘用那些认同央行文化和价值观 ，兴趣爱好与工作岗位相符合，且愿意到基层
央行从事工作的优秀人才。
3． 进行有效的新行员社会化过程。招聘过程不仅要注重人才选拔过程，更要重视人才正式入职过程即
新行员社会化过程。有效设计新行员社会化过程，可以采取新行员培训、给予尊重和支持、适当的岗位轮换
锻炼等形式，结合青年行员兴趣和想法，安排合适工作岗位，这些都有助于消除新行员焦虑不适 ，培养他们的
组织认同和归属感。
( 二) 留住人才，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要留住优秀青年人才，防止人才流失，需要不断完善基层行央行人才激励机制 ，努力做到“制度留人”。
1． 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要打破原有“论资排辈 ”用人机制，建立
起以行员工作能力、素质及业绩为基础的人才晋升制度 ，给予行员施展才华和能力机会。运用科学的干部管
理理论和方法，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为青年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锻炼机会 ，
做到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2． 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完善绩效考评制度。每个青年行员都希望自己付出的努力和工作成果得
到单位的肯定和认同。要防止人才流失，科学评价人才是关键，运用合理的绩效考评制度留住优秀人才 。通
过制定客观的评价标准，建立公正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把评价结果与行员的职称晋升、薪酬待遇等紧密挂
钩，结合具有竞争力的工资和福利条件 ，促进青年行员奋发进取，激发工作热情，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
( 三) 开发培养，制定全面的发展计划
基层央行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 ，特别是对青年人才的开发培养，为其制定行之有效的培训计划，指
导其职业发展方向，让他们充分认识自我价值，增强归属感，最大限度发挥工作潜能。
1． 加强对青年人才的教育培训，提高青年员工的工作技能和效率。培训不仅能够提高青年人才的技能
和改变其观念，给予人才发展机会，而且有益于基层央行履职水平的提升 。因为人力资源是高增值性资源，
它能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实现自我补偿和发展 ，有效的培训会带来丰厚的回报。因此，要围绕提高工作技能和
工作效率，深入开展岗位培训、岗位练兵活动及业务竞赛，带动青年人才认真学习和掌握本岗位业务技能 ，并
制定相应奖励机制，鼓励青年员工主动学、积极学，尽快掌握工作技能和提高工作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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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定青年人才培养计划，有效开展职业生涯管理。当前，基层央行针对新行员已开展了为其三年的职
业生涯规划，有效地帮助和促进新行员快速成长成才 。但还不够，基层央行应将整个青年人才队伍纳入央行
发展规划中，制定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结合青年人才能力和需求制定详细的职业发展计划 。在整个职业发展
中，加强对青年人才的学习与培养，了解他们的需要、能力及目标，以及发展中遇到的困惑，结合基层央行培
训发展计划，充分发挥青年人才潜能，更好服务于央行事业发展。
当前，基层央行青年人才队伍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 ，对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这不仅
要求青年人才要进行自我调整，谋求发挥，更需要基层央行领导的重视支持及各方面的关注 ，加强对青年人
才队伍管理，真正实现留住人才，尊重人才，实现人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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