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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urban integra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energy system, ensuring the provision of universal service, improving electricity service level, 

responding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remote areas, and make good use of remote units in the 

operation of Large-scale power grid, are part of the important work for power grid enterprises to 

serv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ir own. At 

present,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remote units of power grid enterprises is generally low, and it’s 

difficult for them to attract and retain talents. Therefore, it’s urgent to optimize employment 

mechanism to facilitate the orderly supply of talents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ir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ctivities.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alent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in remote units of power grid enterprises, studies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 of synchronous promotion of localized employment 

strategy and internal human resource market strategy, as well as specific optimiza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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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城乡融合发展、农村能源系统创新发展的背景下，保障普遍服务供给、提高电力服务水

平、响应艰苦边远地区发展需要，切实发挥艰苦边远单位在大电网运营中的作用，是电网企业服务社

会经济发展、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当前，电网企业艰苦边远单位普遍存在管理水平

较低、引才留才难的问题，亟需优化用工机制、助力艰苦边远单位人才有序供给、保障其经营管理活

动健康有序开展。本研究总结了电网企业艰苦边远地区引才留才现状及问题，研判了问题原因，进而

提出本地化用工策略及内部人力资源市场策略同步推进的解决思路，并分别提出了具体的优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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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政策及制度层面，“艰苦边远地区”由中央及相关部门界定的六类艰苦边远地区、四类藏

区，及各省级电网企业确定的内部欠发达地区构成。本研究聚焦于电网企业营业范围内、与

同类别同层级单位相比，地处边远、在吸引保留人才方面存在突出困难的市县供电公司、供

电所、变电站等；相较于政策层面的“艰苦边远地区（单位）”，在地理范围、管理层级上有

所差异，但相应的引才留才问题具有明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2．现状及问题分析 

（1）电网企业薪酬及发展机制、人员配置机制等对流向或供职于艰苦边远地区提供了一

定的激励保障。 

一方面，针对艰苦边远地区的现实困难，电网企业在津补贴、生活补贴方面向艰苦边远

地区当地员工、其它单位派援人员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另一方面，集团内部人力资源市

场系列制度，鼓励员工向艰苦边远、欠发达地区流动，重点从职业发展方面对相关人员兑现

激励；并以“人才帮扶”方式为主要抓手，向艰苦边远、欠发达地区重点项目、特殊任务、经

营管理和生产一线岗位选派专家人才，支持和帮助受援单位提升管理水平、加快人才培养。 

（2）艰苦边远地区招聘计划难以完成，录用毕业生层次逐年下降。 

目前，应届生招聘是国内供电企业的核心招聘渠道，规范性、计划性强。近年来，通过

省级电网企业统一招聘、排名相对靠后的应届生，在分配环节放弃艰苦边远地区就业机会（拒

签三方）、签订三方后毁约的现象越来越多，致使艰苦边远单位难以足额招聘。艰苦边远单

位对一流高校、高学历毕业生的吸引力已明显下降，为完成补员、保持新进人员稳定性，实

际招聘重点已向本地生源、非重点院校、较低学历层次的学生群体转移，而学历层次较高、

愿意返回艰苦边远地区发展的本地生源十分有限，综合导致各单位录用毕业生层次逐年下降。 

（3）艰苦边远地区流失人员供职时间更短，且难以通过内部人力资源市场实现补员。 

对2016至2018年国家电网公司供电板块人员离职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四类及以上艰

苦边远地区、藏区流失人员的平均供职时长，相较于供电板块平均水平显著缩短（在职天数

降低47%）；四类及以上艰苦边远地区、藏区在第1年流失的员工，在总离职人数中占比较大、

相较于供电板块其它单位占比更高，之后各年人数逐渐减少；供电板块其它地区总体上也呈

现离职人数逐年减少趋势，但在第5年、第8年有一定的上浮。 

一方面，偏远县公司、供电所、变电站等单位的新进毕业生在入职3-5年选择考研再就业、

考公务员或流向其它企事业单位的现象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市县公司组织结构调整优化带

来的“择优选人”也导致部分县公司、供电所业务骨干流失；人才派援、挂职等方式仅能解决

短期缺员问题，跨单位竞聘、调动等方式及配套激励机制的引才效果不佳，艰苦边远地区难

以通过内部人力资源市场实现长期职工补员。总得来说，由于艰苦边远地区在补员方面存在

突出困难，人员流失对于艰苦边远单位的影响相对更为严重，引才留才的迫切性尤为凸显。 

3．问题原因分析 

（1）生活条件艰苦、资源环境欠佳，员工向外流动意愿强烈。 

艰苦边远地区通常经济发展落后、自然环境欠佳，高素质人才、年轻劳动力呈现净流出

趋势。入职初期，外地员工面对陌生艰苦的环境，易产生强烈的不适应感、失落感，离职现

象较为突出；在面临婚恋、就医、子女就学等议题时，不少年轻员工倾向于选择流动到城区、

市区,以争取更好的资源条件。区域环境条件切实制约着艰苦边远单位引才留才工作效果。 

（2）员工成长发展缺乏良好的机制支持，不利于引才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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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艰苦边远单位资源有限、管理水平相对偏低，不具备完善的员工培养机制及条件，

实际用人部门对新员工以使用为主、系统性培养欠缺。导致年轻员工缺乏合理定位及发展规

划、流动及转型机会匮乏、能力提升缺乏保障、难以适应内外部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变化等。 

与此同时，在校招环节占据优势的新生代高素质高学历大学生群体，更为重视自我价值

实现及长期职业发展。人员发展诉求与艰苦边远单位工作实际之间存在着明显错位，使得近

年来艰苦边远单位招人愈发困难、人才流失愈发严重。 

（3）新员工工作任务重、薪酬回报少，易影响工作满意度、导致人员流失。 

由于艰苦边远地区长期面临生产一线缺员、队伍老龄化的困境，信息系统及文书类工作

主要由新员工承担的情况在艰苦边远地区普遍存在，且相较于新进人员较多的发达地区单位

更为严重。艰苦边远单位新进大学生在班组承担的工作任务较重、压力大较，在定岗低、绩

效工资难以拉开差距的大背景下，工作满意度偏低，易导致新员工流失。 

4．问题解决策略 

优化用工策略及配套机制，需立足艰苦边远地区客观实际。一方面，以本地化用工策略

为主线，以职业发展、薪资福利、人文关怀等方面激励保障为支撑，提高员工队伍主体的稳

定性，满足日常业务运转及持续经营需要。另一方面，以内部人力资源市场机制为主线，以

职业发展激励保障为支撑、引导员工流向艰苦边远地区，尊重员工发展诉求、短期服务与长

期扎根并重，为艰苦边远单位输送高素质人才，满足提质增效、创新发展需要。 

4.1  完善本地化用工策略，建立稳定的员工队伍主体 

（1）从招聘实施、候选人储备等方面完善引才工作，提高新员工的稳定性。 

一是加大定向培养、本地生源招聘力度。深入开展与相关高校院系、职业教育机构的合

作培养、定向就业模式；探索技能扶贫模式、提供培训资源并锁定合适候选人，加大对本地

生源的培养和聘用力度。对于定向招聘人员，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其对特定单位的服务期。 

二是优化定向招聘的筛选评估工作。以“最适合而非最优秀”作为招聘标准，适当降低学

历层次要求；优化筛选标准及评估方式，聚焦于生产工作及扎根基层所需的核心能力特质（如

电力生产技能、尽责性特质、技术型及社会型职业锚），提高新进人员的适配性和稳定性。 

三是降低毕业生被分配至偏远地区的被动和抵触心理。对于非定向招聘的应届生，探索

试用期内多次考核评估后再进行地区分配。在毕业生选择志愿时，将艰苦边远单位单独列出，

并充分介绍用人单位概况、薪资待遇、成长发展机制等，鼓励毕业生考虑长远发展前景。 

四是重视雇主品牌建设，加大对本地化候选人的储备力度。开展在校生定向实习项目，

形成开发利用外部人才、提升组织及队伍活力、交流合作中考察并吸引候选人的机制及文化。

整合内外部资源、创新工作模式（如与公益组织合作），对艰苦边远地区青少年开展电力行

业就业宣传，加强相关职业教育的宣传引导，吸引、储备更多本地化的潜在候选人。 

（2）从职业发展、薪资福利、人文关怀等方面加大激励力度，稳定在职员工队伍。 

一是加大培养力度，建立更快更畅通的职业发展体系。拓展一线技能人员职业发展通道，

推进技能条线职员职级建设；推动相近岗位的工龄、任职能力合理互认等，支持员工跨专业

发展。供电所“一长三员”、班组长等岗位，敢于任用年轻人才、优秀农电工，薪酬福利待遇

进一步与用工形式、工龄等脱钩，体现岗位价值及业绩贡献。畅通艰苦边远单位的优秀员工

到省市公司培养锻炼的通道；对于艰苦边远单位的管理、技术类岗位，加大内部公开选聘力

度，可适当降低学历、基层工作年限要求等，并基于岗位胜任能力要求开展针对性培养。 

二是适当提高艰苦边远地区薪酬福利待遇。明确艰苦边远单位减亏增效、履行普遍服务、

发挥电网源端受端通道作用、优化电力营商环境等核心职责，弱化效益考核，侧重管理规范

性、科学性的考核激励，改善艰苦边远单位在薪酬总量分配中的劣势地位。探索艰苦边远地

区核定缺员工资、调高新员工薪级，进一步加强薪酬与绩效挂钩力度，提高苦脏累险岗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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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水平。津补贴方面按照公司标准和地方标准“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执行。福利费分配向艰

苦边远地区倾斜，因地制宜创新福利项目及开展形式（如提供亲人探访补助）。允许非艰苦

边远县公司存在艰苦边远供电所或变电站，推动倾斜性政策科学执行、激励到位。 

三是改善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生活条件，加强人文关怀及精神激励。对标发达地区基层单

位，提升艰苦边远站所的工作生活条件，确保生活及劳保物资供应，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及服

务、创新开展文体娱活动等。加强组织层面对新员工的关怀，通过座谈、走访、新老员工交

流等，帮助新员工快速融入团队、提升组织认同；充分发挥党政工团的作用，服务青年员工

婚恋交友、安家立舍。重视员工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对于员工提出的工作目标，提供良好条

件和宽松环境；通过表彰、分享交流等方式，加强对优秀员工的荣誉激励、精神激励等。 

4.2  完善内部人力资源市场机制，输送高素质人才 

（1）加大内部市场向艰苦边远单位引流力度。 

一是拓宽引流渠道。常态化开展缺员艰苦边远地区管理类、技能类岗位的人才帮扶、培

养锻炼等软流动工作。针对艰苦边远单位难以内部补员的岗位，加大系统内公开招聘力度，

对于从较发达地区向艰苦边远地区硬流动的候选人，适当放宽身份、学历、资历等方面要求。 

二是加强职业发展激励保障、激发员工动力。对流向艰苦边远地区加强激励引导，对个

人加大职业发展激励（如探索在干部任用过程中将艰苦边远单位的供职经历作为硬性条件）；

在人才评估、干部任用等环节进一步突出艰苦边远地区任职经历的价值，引导高素质人才流

向艰苦边远单位、服务当地。 

三是加大对人才输出方的激励。加大同级、上级单位冗员向缺员艰苦偏远单位流动转岗

的力度，对以各种方式向艰苦边远单位输出人才的原单位、部门及相关负责人，在考核评价

中予以认可激励、探索提供专项激励等。 

（2）探索建立高素质毕业生的流动培养机制，有序输送至艰苦边远地区。 

一是新员工招聘进一步向艰苦边远地区倾斜。应届生招聘指标向省公司的艰苦边远地区

倾斜，引导高素质毕业生入职艰苦边远地区；同步适当降低省内跨地区补员的招聘要求，将

向发达地区流动作为对员工的职业发展激励手段。 

二是建立系统的流动培养机制。参考选调生计划等，开展顶层设计，以了解企业全貌、

锻炼作风能力、助力业务运营为核心，鼓励优秀毕业生前往艰苦边远地区工作锻炼；同步建

立针对性的培养发展机制、重视与发达地区交流互通等，实现艰苦边远地区与发达地区在人

才配置、培养方面的协同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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