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漳州企业薪酬

调

研

报

告

云招聘《至善咨询》薪酬调研组



1

前 言

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

了让企业及人力资源从业者更好地了解漳州地区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和变化趋

势，云招聘旗下至善咨询团队于 2016 年 9 月开始发起《漳州企业薪酬调研报

告》调研。

《漳州企业薪酬调研报告》调研组通过向企业人力资源从业者发放调研问

卷、网络调查、阿康访谈等搜集各方面数据进行汇总，通过专业的数据分析，

完成白皮书报告的制作。2016 年度《漳州企业薪酬调研报告》围绕 HR 所关注

的薪资调整、薪酬与福利、招聘与离职、毕业生薪资等话题展开调研，从不同

角度向企业呈现调研成果。

值此，向每一位参与、支持、帮助调研组进行数据搜集的企业主、企业高

管、HR 从业者表以诚挚的感谢！

如果您对《漳州企业薪酬调研报告》调研有任何建议，或者希望进一步探

讨我们的调研成果，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到：hr@2238202.cn

《至善咨询》薪酬调研组介

书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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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漳州市 2014 年-2017 年各类社会保险最低缴费情况

以上数据来源于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从数据可以看出，各类社

会保险基数及缴纳金额都在发生变化。基数的提高，对企业的成本提出更高的

要求，也加大了个人的保障，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附：2014 年-2017 年漳州市各类社会保险最低缴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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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年度 缴费项目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医疗保险

2014

缴费基数（元/月) 1170.00 1170 2107 2107 2107

单位

部分

比例 18% 2% 1.20% 0.90% 7%

金额 210.60 23.40 25.28 10.54 147.49

合计 417.31

个人

部分

比例 8% 1% - - 2%

金额 93.60 11.70 - - 42.14

合计 105.30

2015

缴费基数（元/月） 1350.00 1350 2331 2331 2331

单位

部分

比例 18% 2% 1.20% 0.90% 7%

金额 243.00 27.00 27.97 11.66 163.17

合计 472.80

个人

部分

比例 8% 1% - - 2%

金额 108.00 13.50 - - 46.62

合计 121.50

2016

缴费基数（元/月） 1351.00 1351 2812 2575 2575

单位

部分

比例 18% 2.0% 1.0% 0.5% 7.0%

金额 243.18 27.02 28.12 12.88 180.25

合计 491.45

个人

部分

比例 8% 1% - - 2%

金额 108.08 13.51 - - 51.50

合计 121.59

2017

缴费基数（元/月） 1600.00 1600 2812 2812 2812

单位

部分

比例 18% 1.0% 1.0% 0.5% 7.0%

金额 288.00 16.00 28.12 14.06 196.84

合计 543.02

个人

部分

比例 8% 0.5% - - 2%

金额 128.00 8.00 - - 56.24

合计 1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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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研流程

调研概述

1、2017年漳州企业预计人均薪酬增长幅度低于2016年人均薪酬增幅度。

2、2016年制造业招聘率和离职率最高，国有企业离职率最低。

3、2016年，销售、设计研发和生产类的员工是企业最难招聘的人员。

4、2016年专科和硕士毕业生薪资增长率最高，金融业学历起点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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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区/行业分布

本次调研企业中，漳州市区总体占比最大，达到31.4%，芗城区、龙文区、

漳浦县、长泰县等五个地区参调企业占比均达到10%以上。各区域的样本量分布

均匀。

调研组细分为11大类，此次样本量较多的行业为制造业、房地产行业，其

他各行业分布较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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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信息

本次调研中，民营企业占比最大，为61.6%，其次是外资企业，占23.2%。

调研群体主要集中于非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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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薪酬调整决策者

企业主、总经理、高级管理层是多数企业薪酬调整的决策者，仅有少部分

企业的调薪决策者包括HR总监及其他因素。

在薪酬决策者的调查中，占比例较大的是企业主、总经理、高级管理层相

关人员。企业主作为公司的最高负责人，在半数以上的企业中承担着薪酬决策

者的角色。

在漳州特定的环境中，HR对薪资的决策影响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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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企业薪酬调整的宏观参考因素

多数企业在调薪时将企业效益作为首要参考因素，行业薪酬水平也是重要

的参考因素之一。

调研数据表明，企业在进行薪酬调整决策时，往往倾向于参考企业效益、

行业薪酬水平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

企业效益是决定薪资变化的物质基础，而人力资本作为企业重要的投入要

素，与企业效益密切相关。行业薪酬水平能使企业及时、充分地了解市场人才

价值的动态变化，适时调整薪资，保持薪酬在行业中的竞争力。随着我市劳动

力市场供求关系态势的转变，部分行业面临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更多的企业尤

其是制造型企业越来越关注劳动力市场，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行薪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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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16年企业薪酬调整状况及2017年调薪计划

大部分企业在2016年进行了薪酬调整，2017年涨薪计划企业数量有所减

少。

本次调研企业中，超过半数的企业在2016年实施了涨薪，而涨薪的主要缘

由在于企业的服务工龄，其中，35.9%的企业对大部分人员进行涨薪，31.8%的

企业实施全员涨薪。可见，不管企业是为吸引人才、保留员工而进行的主动涨

薪，还是迫于行业普遍涨薪的压力而被动涨薪，涨薪已成为大部分企业的选择。

数据显示，2017年仍有半数左右的企业有涨薪计划，但这一企业数量占比低

于2016年10个百分点左右，说明部分企业在2017年减少了涨薪人员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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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企业调薪频率

调研群体中，61.0%的企业选择每年调薪一次，15.6%的企业选择一年调薪

两次及以上；可见，大部分企业每年都有其固定的涨薪计划。

数据显示，仍有2.3%的企业从未实施过薪酬调整。近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

持续上涨，员工对企业的加薪需求也随之提高，因为不加薪则意味着实际收入

的降低，因此建议从未调薪的企业应考虑当前经济环境的变化，结合员工需求，

适当地进行薪酬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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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各层级员工薪酬水平与市场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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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发现，有57.5%的企业认为自身企业的高管层薪酬水平略高或远高于同

行业市场薪酬水平。高管作为企业发展的领头羊，其薪酬收入应具备一定的市

场竞争力，企业应重视高管在固薪、奖金和长期激励等方面的薪酬设计。

HR在判断员工薪酬水平在行业中的定位时，虽然可以根据从业经验和相关

渠道了解行业的市场薪酬水平，但毕竟信息量零散，建议可参考同行业外部薪

酬数据报告来进行对标，客观判断企业薪酬水平是否达到预期定位。

半数左右的企业对主管及一般员工采取跟随型的薪酬策略，保持薪酬给付

标准达到市场一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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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2016年企业涨幅最高的部门

2016 年三成企业的销售部门薪酬涨幅最高，远高于全市人均薪酬增长率。

2016年，三成企业销售部门的薪酬涨幅最高，其平均涨幅达到25.02%，这

些企业多集中于消费品、贸易、综合服务等以产品或服务销售为导向的行业，

销售作为实现产品或服务市场价值的关键，其工作业绩将直接影响企业效益。

其他企业涨幅最高的部门为生产、研发、运营，这些部门的涨幅平均值都

超过20%，远高于全市人均薪酬增长率，后勤如行政、人事、财务等涨幅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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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各行业薪酬总额占营业额的比例

综合服务业薪酬总额占营业额的比例最高，消费品行业薪酬总额占营业额

的比例最低。

综合服务业薪酬总额占营业额的比例最高，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综合服

务业总成本中的员工薪酬成本占比较高。

金融、高科技行业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对中高端人才需求量较大，在人

才薪酬成本的投入方面较多。

消费品行业薪酬总额占营业额的比例最低，一方面由于消费品行业的用工

成本较低，另一方面消费品市场需求旺盛，行业营业收入整体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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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不同性质企业福利总额占薪酬总额的比例

国有企业福利总额占薪酬总额比例高于其他性质企业。

整体而言，本次调研企业福利总额占薪酬总额的比例平均值为12.9%。国有

企业的员工福利总额占薪酬总额比例整体高于其他企业，国有企业在员工福利

方面投入比例较大。福利作为员工的间接收入，在吸引和保留员工的同时，更

体现企业对员工在生活方面的投入和关怀，增加员工的企业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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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各层级员工变动薪酬占薪酬总额的比例

企业员工变动薪酬占薪酬总额的比例随层级的提高而加大。

变动薪酬指员工的变动性收入，如销售提成、绩效考核奖金等，大部分企

业各层级变动收入的占比不同，体现出企业对不同层级的员工激励力度不同。

高管变动薪酬占薪酬总额的比例整体较高，平均值达到27.8%，企业在高管

层更注重变动薪酬的激励作用。企业高管变动薪酬的发放有很多形式，例如将

高管的变动收入与项目利润、企业效益挂钩，或发放高管留用奖金和制定长期

激励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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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员工福利

漳州企业对员工福利的保障存在不足。

四成左右的高科技企业为员工提供培训福利，比较重视员工的技能提升；

房地产行业常见的福利有实物福利、带薪假期、旅游等；多数制造业为员工提

供食堂，方便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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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2016年各行业离职率

2016年制造业、综合服务业和工程建设行业离职率较高，与2015年相比增

幅较大。

调研企业的整体离职率平均值为26.8%。各行业中，制造业的平均离职率最

高，达到35.6%，其次是综合服务业和工程建设行业，分别为34.8%和30.2%。

造成员工离职率高的原因除了行业人才市场的变化，更多的是企业自身的

原因，一方面是企业的薪酬待遇较低，不具备同行业的人才竞争优势，另一方

面由于企业在员工职业通道和企业文化建设上有所缺失，造成员工归属感不强，

导致员工离职。



漳州企业薪酬调研报告

20

行业 高科技 房地产 能源化工 交通/物流 贸易 医药/医疗 消费品 制造业 金融 工程建设 综合服务

最难招聘
部门一

设计研发 建筑设计 研发 运营 销售 销售 品牌策划 生产 销售 工程设备 销售

最难招聘
部门二

销售 工程设备 销售 销售 市场 设计研发 销售 研发 风险管理 运营 市场

最难招聘
部门三

生产 运营企划 技术 内勤 物流 生产 设计研发 技术 财务 工程施工 客户服务

十六、2016 年最难招聘的部门及岗位

2016 年企业最难招聘的是销售、设计研发、生产部门的人员。

调研结果显示，有33.5%的企业认为销售是最难招聘到人才的部门之一，占

比最大，其次为设计研发和生产。

销售和设计研发作为企业的核心部门，从业人员的素质是人力资源管理者

最为重视的；而生产和技术人员在目前的人才市场中仍然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尤其是基层的操作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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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2016 年各行业人均招聘成本

调研结果显示，2016年人均招聘成本最高的行业是高科技行业，为2000元

以上/人，其次是能源化工、金融和房地产，这些行业属于人才密集型行业，重

视高学历、高层级职位的员工招聘，因此人均招聘成本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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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2016年各行业招聘率

2016年制造业的招聘率最高，能源化工的招聘率最低。

在2016年各行业招聘率调研结果中，平均招聘率最高的是制造业，达到

46.3%，其次是综合服务业，平均值为44.6%；而能源化工的招聘率最低，为17.6%。

制造业招聘率一方面与劳务市场的人才流动率有关，另一方面和制造业淡

旺季的招聘需求变化有关。数据显示，2016年制造业招聘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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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2016年大学毕业生薪资

2016年房地产行业大学生薪资增幅最大，各行业大学生毕业生普遍薪资在

每月2000至3000元之间。

2016年金融行业大学毕业生薪资最高，但从招聘计划来看，金融行业对毕

业生的需求量较小。

2016年，房地产行业毕业生预计薪资相较于2015年薪资增幅最大，增长率

达到15%，高科技行业2016年的招聘比例达到35.4%，说明高科技企业仍需要大

量技术型、应用型的专科人才。

毕业生由于其本身经验的限制，加上其就业范围局限，普遍薪资在每月2000

至3000元之间。



漳州企业薪酬调研报告

24

二十、云招聘资源平台

★ 提供网络招聘、微博招聘、微信招聘发布。

★ 提供代理招聘服务，接受用人单位委托快速推荐合适人才入职。

★ 提供中高端猎头服务，一对一专业顾问服务。

★ 提供小型面试会服务，提供代理面试、邀约面试及面试场所服务。

★ 提供人力资源调研、企业内训、企业制度的建设和绩效方案的落地。

★ 提供社医保公积金代缴咨询服务。

★ 提供普工临时工批量供应渠道。

★ 提供更多人力资源圈人脉。

至善咨询项目

作为云招聘的重点项目拓展模块，至善咨询立足漳州本土，提供专业的人

力资源调研数据、协助企业进行制度和绩效流程再造、企业管理咨询、拓展培

训等服务，助力企业实现跨越式增长。

云招聘源于 2001 年，是漳州专业的人才招聘网站。2016 年公司获漳州市、

芗城区两级人民政府认定为 2014-2015 年度“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称号，历经

十余年的专心运营和精心磨砺，“云招聘”品牌和服务已被个人求职者和企业

人力资源部门普遍认可。

电话：0596-2631020 2631060 2238202

网址：www.2238202.com www.zzrc.org

中文网址：云招聘.com 漳州人才网.com

微信公众号：漳州人才网 云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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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附：部分调研企业薪酬数据

薪

酬

数

据

详

见

纸

质

薪

酬

报

告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