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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战略角度的人力资源绩效评价与薪酬管理整合分析 

高 原 

沈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辽宁沈阳 

【摘要】战略管理就是一种在企业发展进程中，可以实现可持续经营的重要工作理念，对于企业的未

来发展提供了较强的影响。从战略角度进行分析，需要对企业的宏观发展信息掌握，同时对内部的工作人

员结构，以及薪酬管理进行优化调整，以此顺应市场化的发展和变革。在本文的分析中，就主要基于战略

角度，对现阶段企业人力资源绩效评价，以及在薪酬管理工作当中，如何进行整合进行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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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rategic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working concept that can realiz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it has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strategic point of view, it is necessary to master the macro-development in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optimize and adjust the internal staff structure and salary management, so as to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marketization. In the analysis of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trategic point of view,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enterprise human resources at this stage and how to integrate the salary management work are 
elaborat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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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着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得

企业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需要全面提升管理

能力与管理制度的合理性，其中人才一直都是企业

之间竞争的核心内容。企业需要在现阶段发展中，

基于战略角度进行分析，制定出一个科学合理的绩

效评价体系，同时加强一个合理的薪酬管理方案，

激发内部员工在实际工作当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1 企业绩效管理现存问题分析 
1.1 薪酬管理设计缺乏战略性 
在企业现阶段的发展进程中，企业的人才需求

与薪酬，往往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这就需要在

企业的实际管理时，要全面结合其企业的发展情况，

同时明确出具体的管理需求，这种针对性的工作调

整下，才可以符合企业现阶段的战略性发展需求。

因此，就需要企业在现阶段的发展进程中，积极的

保障资金以及工作人员，可以发挥出最大化的价值
[1]。但是，在对实际的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很多

企业在实际经营管理中，缺乏对这个理念的认知，

始终都在追求最低的经营成本。这样低成本的绩效

评价以及薪酬管理方案，会导致实际的经济效益无

法实现长效的作用。这样不仅仅对于员工的日常工

作热情和积极性带来负面影响，也相应的会导致企

业在实际的经营中，出现结构性的不合理，并在面

临经营风险时，带来更大的损失。对于员工而言，

也相应的在这样体系当中，无法受到企业的重视，

因此对于企业认同感比较低，企业出现大量的人才

流失。因此，企业急需要在现阶段的发展中，从战

略性的角度出发，人时代绩效评价以及薪酬管理的

价值，并结合其企业发展的目标，实现动态性的调

https://aif.oajrc.org/�


高原                                                        基于战略角度的人力资源绩效评价与薪酬管理整合分析 

- 97 - 

整，以此全面促进企业的未来发展与进步。这样促

进企业的发展方式才可以为员工提供更加合理的薪

酬奖励，也相应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2]。 
1.2 薪酬管理人性化不足 
薪酬管理的工作开展中，对于企业的未来发展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企业就需要在

实际的工作进程中，积极的制定出一个科学合理的

薪酬管理方案。企业进行实际的薪酬管理方案的编

制中，基本上需要从企业的战略发展角度进行分析，

同时结合起员工在现阶段工作岗位上的实际需求，

这样才可以很好的基于员工的实际工作发展计划，

以及实际的职业目标，加上对于员工个人能力的需

求，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这样基于员工校对下的薪

酬管理等级方式，才可以符合现阶段的企业发展需

求。但是，对于这样的薪酬管理标准，经常会受到

社会当中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以此导致企业始终

无法为实现这种个性化的薪酬管理方案。在实际的

工作开展中，基本上采用的是基于学历、工作年限

的方式，进行员工薪酬方面的设置。这样缺乏对员

工个人工作能力的评估，会导致很多员工对于自身

的薪酬认可度不高。特别是认为薪酬比较低的情况

下，会导致实际的工作开展中，存在着很多工作问

题。在现阶段很多技术人员的安排中，企业始终缺

乏一个薪酬管理方案，特别是无法实现技术人员的

合理运用，因此导致丧失技术人员的实际能力。这

样的管理方式下，也相应的导致相关工作人员在日

常工作存在着较大的压力，进而导致企业的工作人

员出现大量流失的情况[3]。 
1.3 绩效评价与薪酬管理与企业战略相悖 
在实际的企业经营过程中，所设定出的一些绩

效评价体系，经常会涉及到诸多方面的指标信息，

特别是在定性指标、定量指标以及财务指标等诸多

方面，存在着各种问题，进而会直接影响到员工的

实际工作绩效内容。但是，对于企业现阶段的具体

发展而言，很多企业缺乏将企业的实际情况，与绩

效评价进行融合，因此导致所形成的绩效评价方式

较为局限，无法很好的形成一个客观的评价结果。

这样的情况也相应的出现在了薪酬的管理进程中，

并不符合现阶段企业发展的实际预期，对于很多定

性以及定量的内容分析不明确，因此导致企业在经

营发展中，面临着较大的经济风险。只能够获得短

期的经济利益[4]。企业中长期的发展进程中，无法

利用这种薪酬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绩效评价体系，实

现长效的发展。 
2 基于战略角度下的人力资源绩效评价与薪酬

管理途径 
2.1 短期战略目标与人力资源绩效评价体系的

融合 
对于企业而言，在进行人力资源绩效评价体系

的分析中，基本上需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短期战略目

标的分析，特别是在短期目标结束之后，需要将企

业在预算实际运行情况的分析中，需要进行针对性

的比较分析。在全面了解到预算以及实际状况下，

就可以实现对企业未来发展进程中的目标调整以及

相应的优化处理，通过这样的工作方式，可以制定

出一个较为完善的考核指标内容。企业进行绩效评

价体系的制定过程中，往往要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需要从绩效考评工作的角度进行分析，明确出

绩效考评过程中的实际内容，并将其进行压缩以及

深入的整理分析，这样就可以让其考评的相关理念

全面融入到考评机制当中，进一步的完善实际的工

作效果。对于这样的绩效考评指标的分析，对于企

业当中的不同岗位，都要全面制定出一个量化的考

核指标信息，并结合其现阶段企业生产目标以及利

润产值，同时还要关注员工在现阶段工作开展进程

中的实际内容，形成一个良好的信息反馈机制。在

这样的发展模式下，就实现了对考评结果方面的详

细分析以及处理。在这种信息反馈机制下，可以很

好的了解到员工在学习过程中的不足问题，也相应

的明确出企业未来的实际发展情况。最后，还需要

构建出一个完善的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在绩效评价

体系的发展中，要避免出现僵化、单一的问题，这

样就会导致在实际的发展中，无法形成多元化的发

展效果，需要积极的在实际绩效管理开展中，满足

实际的员工个性化需求。 
2.2 薪酬管理与中长期战略目标整合 
这是一种在企业的实际发展进程中，要全面顺

应企业的现阶段发展需求，并进一步的加强员工对

于薪酬方面的实际需求，积极的采纳各种工作内容，

基于一个良好的发展模式出发，对企业的内部员工

进行深入的考核以及了解。从员工的实际需求角度

进行分析，才能够让后续进行薪酬管理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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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科学合理的方案。薪酬管理的工作中，基本上

涉及到工资薪酬、福利津贴，或者也可以包含着年

终奖以及一些休假。通过这种丰富的薪酬管理内容，

可以极大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相应的提升对

企业的认同感。其次在一部分的企业发展中，也需

要让员工采用入股的方式，成为企业的管理者，这

样更加全心全意的为企业发展服务。薪酬管理的过

程中，加强以企业中长期战略目标的整合，基本上

是需要始终基于企业运行的成本，以及在未来发展

进程中的实际内容进行分析，这样才可以充分的保

障在未来发展进程中，基于一个合理的薪酬发放标

准，以及各种福利待遇，全面提升工作水平。 
2.3 引入平衡记分卡，实现多层次的绩效评价 
（1）财务工作 
首先在企业内部的财务工作开展中，需要实现

高水平的合理化控制以及分析，特别是对于企业的

各项资金走向，要实现内部资产的可靠性把握。其

次，还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明确出现阶段企业

在实际业务开展中的投入与产出比例。这样的平衡

记分卡的绩效评价方式，可以很好地提升财务的工

作质量。具体工作开展，首先要提升企业现阶段在

内部资金方面的利用率，其次则是需要积极的控制

资金方面的 浪费程度，全面提升企业内部资源的合

理控制效果。在现阶段对于企业的资源使用上，要

为员工提供一个合理性的薪酬以及奖励，并对企业

现阶段在各个业务开展中的现存资金，进行全面整

合。或者利用存货周转率的方式，明确出企业现阶

段在经营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这样就可以为企业在

未来业务的开展中，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途径。企

业在财务工作进程中，也相应的需要保障企业能够

将更多的财务投入到市场以及产品当中，这样帮助

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2）客户层面 
现阶段客户是企业发展的关键资源类型，同时

也是全面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进一步的维护客

户之间的关系，形成员工之间的良好关系。在客户

的工作开展中，企业需要不断的提升市场占有率，

同时也相应的了解到市场化的未来发展，这样就可

以通过针对性的管理方式，满足客户方面的实际需

求。日常的企业经营中，需要利用各种渠道，全面

提升与企业之间的沟通以及交流，特别是在企业发

展中，关注员工的实际绩效情况，这是可以很好的

让企业在未来发展进程中，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利用新产品的销售状态，可以

提升产品销售的分析水平，以此满足企业的实际经

营管理调整需求。 
（3）内部流程调整 
为了推动企业在现阶段的发展进程中，可以全

面提升创新力，就要积极的对企业现阶段内部的实

际工作流程进行分析，同时全面结合起企业现阶段

的发展战略目标，以及对于各项综合任务的开展。

在这种工作理念下，首先企业要进行全面的创新发

展，同时保障在未来企业的发展进程中，进一步的

优化以及调整发展的内容和形式，这样才可以在后

续进行项目研发的过程中，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绩效

水平以及能力方面的分析强度。其中生产工作人员

的日常工作开展中，则需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订单

数量方面的分析，这是保障后续企业的发展中，全

面强化和优化工作内容，也相应的促进企业的未来

发展。 
3 总结 
综上所述，在现阶段企业的发展进程中，往往

需要基于一个良好的工作形势，全面优化以及调整

企业在发展进程中的人力资源绩效评价，以及对于

薪酬管理方面的工作开展，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上

提升工作的整体作用，也相应的满足企业的发展实

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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