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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关注

我国需加强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腾讯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报告《中美两国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全面解读》指出，美国在人

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储备方面具有优势，中国

应加强相关人才的培养。

报告显示，到 2017年 6月，美国有 1078

家人工智能企业，员工数量为 78700名；中国

有 592家人工智能企业，员工数量为 39200

名。根据全球职场社交平台“领英”的数据，七

成美国人工智能人才从业 10年以上，而中

国仅有四成相关人才有这样的从业经验。

该报告分析认为，目前中国人工智能产

业的主要从业人员集中在应用层，而美国主

要集中在基础层和技术层。

王晓洁

日本便利店将为员工设托儿所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日本便利店连

锁巨头 7-11（东京）近日表示，将开设两所

面向加盟店老板和员工的托儿所。日本服务

行业人手不足问题日益严峻，主妇有望成为

今后的主要劳动力。7-11 计划通过该项措

解决主妇们的后顾之忧，营造更轻松的工作

环境，为加盟店提供更多支持。

今年 9月末至 10月期间，托儿所将设置

在东京都大田区和广岛市西区店铺的 2层，

接收 0～2岁的幼儿，部分名额将分配给当地

居民，因为有国家补助，所以保育费设置较

低。根据运营状况，这种做法或将推广至全国。

龙文泱

意大利 80后失业严重
近日，意大利社会保障局（INPS）对 80后

青年就业情况进行了随机抽查。调查结果显

示，80后青年整体就业水平普遍偏低，间歇

式临时性失业现象严重，在缴纳社保基金上

存在着很严重的不连续性。而间断性缴纳社保基

金，将直接影响80后青年获得退休金的时间。

意大利社会保障局主席蒂托·博里表示，

根据调查结果研究，大量的数据表明，意大利

80后青年就业状况照此发展下去，他们至少

要工作到 70岁才能退休，有的人甚至要等到

75岁以后。该局目前正在着手动议并向政府

提出对劳工退休年龄制度作出改革，使政策

更具有灵活性，更贴近社会的需要。

财经网

2017《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发布

超七成企业“低缴”员工社保
近日，社保第三方专业机构 51

社保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

2017》显示，受经济下行、成本压力

影响，从 2016 年开始，中国企业社

保合规的压力增大。今年，基数合规

的企业比例继续下滑，社保缴费基

数完全合规的企业仅占 24.1%。这意

味着，75.9%的企业未按照职工工资

实际核定缴费基数缴费，其中 22.9%

的企业统一按最低基数缴费，而这

意味着员工的社保被“降低标准缴

纳”，势必会影响今后的待遇享受。

企业缴纳社保基数合规率下滑
据了解，衡量社保是否合规主

要有三点：参保及时性、险种的覆盖

面以及缴费基数合规性。《白皮书》

数据显示，随着经济社会转型、政策

环境变革、公共管理倒逼、员工意识

觉醒，企业社保合规加速，参保时间

合规的企业比例增长，2017 年达到

了 84.1%。与 2016年相比，未按规定

及时参保的企业比例下降了约 5个

百分点。

从险种覆盖面来看，社保参保

覆盖面保持高位，住房公积金缴纳

率由 2015 年的 79.8%、2016 年的

75.2%，提高到了 2017年的 84.1%，

有较大幅度提升；补充医疗保险由

2015 年的 27.5%、2016 年的 29.1%，

提高到 2017年的 31.7%，连续三年

稳步提升。总体来看，购买补充商业

保险企业比例超过了 31%。

但从缴费基数合规性来看，当

前经济减速，下行明显，调整周期

长，企业成本压力巨大，从 2016 年

开始，企业社保合规的压力增大。

2017 年 基 数 合 规 企业 比 例 为

24.1%，有 22.9%的企业统一按最低

下限基数缴纳，有 22.9%的企业按企

业自行分档基数缴纳，还有 11.3%的企

业按固定工资部分不算奖金缴纳。

51社保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

参保在及时性上遵守程度较好，但

是在基数合规上有所下滑，这反映

出企业社保合规已经逐步从“不缴

社保”“迟缴社保”的阶段，进入“缴

了但基数不足”的阶段。从近几年调

查来看，“成本过高”长期稳居企业

社保难题之首，企业呼吁进一步推

进社保政策上的减费降负。

企业社保管理面临多重挑战
《白皮书》同时揭示了企业内部

社保管理面临的挑战。全国经营常

态化，跨地区经营的企业比例从

2016 年的 49.05%增加到 2017 年的

54%，提升了 5 个百分点；50～100

人企业跨地区经营比例在 2017 年

首次突破了 50%，达到了 52.2%。这

标志着我国 50人以上企业已经全

面进入全国经营常态化阶段。

调查显示，对于现行养老金计

算办法，仅 8.7%的 HR可以完全解

释清楚，15.9%的 HR表示“完全不

懂”，40.4%表示“略知一二”。与 2016

年相比，选择“完全不懂”的 HR 比

例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 2个百

分点。随着公共政策挂钩倒逼，员工

社保意识觉醒，企业社保管理的要

求也随之提高，已经从早期的“参保

缴纳”发展到“待遇申领”“解答咨

询”“统筹规划”等，政策复杂度高无

疑是企业社保管理面临的极大挑战

之一。

调查显示，企业内部社保缴费

核算信息化程度很低，77.5%企业仍

采用 EXCEL手工计算，仅有 8%企

业借助了 ERP或 e-HR软件工具，

企业内部社保实操方式亟待变革，

信息化任重道远。值得关注的是，

2017年借助外包机构计算的企业比

例有 11.2%，已连续三年小幅增长。

这反映了一种新的可行路径：由专

业外包机构提供“software+service”

（社保核算工具 +经办代理服务）整

体解决方案，一站式解决相关问题。

e-HR软件与外包服务开始深度整

合。

《白皮书》系列报告主笔、国内

知名社保专家余清泉认为，中国企

业社保正在迈向全面合规时代。一

方面呼吁国家在社保政策上进一步

推行减费降负；另一方面企业要主

动变革，高度重视合规，提前筹划，

以更高的视野来看待人力资源及财

税，关注薪酬、个税、社保的关联关

系，做好人力成本精算，提前自查，

推进合规进程，避免风险。企业内部

社保管理要“升维”，关注行业趋势，

利用外包资源，逐步从低价值事务

上升到高价值筹划，快速推动企业

转型。

本报综合

管理经验

时下，中国企业对海归和海外

人才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对正

在国际化的中国企业而言，一位“大

牛”被招来之后，仅仅为企业增加

“光环”是不够的，用怎样的体制机

制留住“大牛”，是需要面对的现实。

刘琦对此感同身受。这位美国

花旗银行风控部高级副总裁在回国

前，同时收到 26份工作邀约。但他

梳理这些“橄榄枝”后却发现，一些

企业在招聘时并不理智，往往只看

重人才的光鲜履历和可能为企业带

来的“明星效应”。“他们一上来就给

你画一个大饼，往往是一份诱人的

‘年薪 +期权’，却不问人才与企业

发展是否匹配，只要是‘牛人’，先招

进来再说。”

“在没有想清楚人才在企业的

定位之前，盲目招人对公司、对应聘

者来说都不是好事，容易陷于人才

来了就走、水土不服的尴尬。”刘琦

说，他在筛选工作邀约之前，先把公

司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有没有我都

能赢”，第二类是“有没有我都会

输”，第三类是“需要我的力量扶一

把”，“我只会选择第三种公司”。

一些在面向国际市场招揽海外

高端人才的道路上走得最早的企

业，也最快地遇到了怎样留住人才

的问题。有专家认为，这其中有人才

正常流动的合理性，但从更深层角

度讲，在全球顶尖人才的争抢中，中

国企业面临的对手，大都是具有非

常完善的规则和体制、人才管理机

制、人才储备系统的全球顶尖企业。

“我觉得中国不少新兴公司在‘聚天

下英才而用之’方面还有进一步改

善的空间，在吸引到‘大牛’之后，还

需要有一套非常完善的培养和使用

机制。”刘琦说。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

学院党委书记、中国企业发展研究

院院长余明阳也持相同看法：“无论

是创新创业还是探索前沿科技，顶

尖人才都是宝贵的矿藏。这些人才

在技术上往往领先国内同行三五

年，意味着‘保质期’也就是三至五

年。”他认为，企业在引入“大牛”后，

需要根据自身发展阶段为高端人才

量身定制长期规划，比如，现在有不

少企业创设实验室、研究院，让高端

人才一边研发技术、一边助力企业

业务落地，这体现出一种比较良性

的循环和氛围。 徐晶卉

聘得高端人才，更需懂得人尽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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