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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主办，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管理学院承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予以

支持的 2014 年“职业发展与就业管理”国际

会议（2014ICCDEM）于 11 月 6 日至 8 日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 30 多所

高校的 100 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享本次

学术盛宴。本次会议分别采用主题报告和分论

坛的形式进行学术交流，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Neal Ashkanasy 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 Lillian 

Eby 教授、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 Tammy Allen

教授、西交利物浦大学席酉民教授、中国人民

大学时勘教授和周文霞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赖

德胜教授、中山大学施俊琦教授围绕“职业发

展与就业管理”相关研究问题分别进行了主题

报告。会议共设置 6 个中英文分论坛，与会代

表分别就职业发展、就业与创业研究、组织与

人力资源管理等专题，结合个人研究情况进行

了深入的交流。

学者们从政府、用人单位、高校、劳动者

自身多个角度剖析了职业发展与就业管理领域

的宏微观理论与实践问题，为促进劳动者职业

发展、提升劳动者就业质量提供了理论指南。

结合大会报告内容与现场交流情况，本文首先

梳理和阐释了此次会议的重要主题思想，然后

对专家主题报告和分论坛演讲的主要观点进行

简要介绍和评述。

一、会议主题：职业发展与就业管理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并且受 2008

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就业竞争环境愈发

激烈，失业率上升、就业质量下降已经成为困

扰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

的共同问题（刘素华、董凯静，2011）。在

我国，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

高校毕业生数量迅速增加，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日益凸显。近十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

相关就业促进政策，使得大学生就业数量得以

不断增长，但整体就业质量却并未得到同步提

高。据《2014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

2013 届高校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整体就业满意

度仅为 56%，有 44% 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与

自己的职业期待不相符。就业质量普遍较低的

问题，不仅直接影响着个人的心理健康和家庭

幸福（Caplan et al.，1989），也给用人单位

在人才招聘、培训、配置等环节带来了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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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制约了社会人力资源的总体利用效率。党的十八大报告

提出“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这说明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由片面追求经济数量向注

重经济发展质量转变，未来就业工作的重心也从单纯地强

调扩大就业数量向提高就业质量转变。

与此同时，在新的职业生涯时期雇员与雇主的关系、

劳动者的职业价值观和对待工作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

化（Arthur et al.，1999；Weng et al.，2010）。 人 们 的

职业追求变得没有边界，职业转换和工作流动成为一种普

遍的现象（翁清雄、席酉民，2010）。在这样的背景下，

求职者已不再是单纯的被选择对象，求职过程是个人与组

织相互选择的过程，劳动者的职业发展问题成为提升就业

质量需要解决的关键点。所以，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质量需

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员工的职业发展给予更高程度的重

视。已有研究表明，对求职者来说，工作的寻找和获取往

往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选择与被选择的过程，尤其是要获

得一个理想的工作，更需要充分的职业心理和行为上的准

备（Saks & Ashforth，2002），包括做好职业规划，提升

职业能力，发展相关职业策略，增强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等等。因此，职业发展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组织、员工发展，

实现彼此双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推动实现更高

就业质量的基础性工作。

本次会议聚焦于“职业发展与就业管理”这一主题，

既在理论上瞄准了学科发展的前沿，又紧贴社会发展中的

现实问题，是一次极具现实意义的学术盛会。

二、会议主要观点 

（一）职业发展

1. 职业成功

职业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成功的职业生涯是人

们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

周文霞教授分享了她在这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报告

中，周文霞等指出传统的客观职业成功标准在这个职业生涯

无边界化的新时代已经失去原有的意义，而主观职业成功

标准又具有价值观特性——因人而异，因时代不同而不同。

因此，她对劳动者的职业成功观进行了研究，运用深度访谈、

焦点小组讨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归类、提炼主题，得到中

国情境下职业成功观的九个方面，即物质报酬、权力地位、

绩效贡献、关系网络、安全稳定、才能发挥、获得认同、

自由快乐、和谐平衡。在此基础上，她依据西方文献中关

于职业成功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的总体框架，又将九个方

面进一步抽象化，得到了职业成功观的三维结构：外在报酬、

内在满足与和谐平衡（周文霞、孙健敏，201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翁清雄教授、彭传虎的研究关注了

人格对职业成功的预测。他们运用元分析的方法，对过去

15 年关于大五人格与主观职业成功关系的研究进行了定量

评述。这一研究重点考察了大五人格与主观职业成功之间

关系的稳定性以及相关调节变量，尤其是检验了在不同文

化背景、工作类别条件下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差异性。这

项元分析结果显示，大五人格与主观职业成功显著相关，

其中神经质与主观职业成功的相关性最高，外向性和宜人

性次之，尽责性和经验开放性最低；文化背景、职业类型、

人格测量工具、数据搜集的时间跨度都对大五人格与主观

职业成功之间的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

英国萨里大学管延军老师和中国人民大学江鹏则关注

了员工感知的组织职业生涯管理与主观职业成功（职业满

意度）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了员工感知的组织职业生涯

管理和职业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会因员工生涯适应力水平的

差异而不同，对于那些生涯适应力更强的员工，感知的组

织职业生涯管理对员工职业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更强。同时

他们还发现了职业满意度完全中介了生涯适应力和离职倾

向之间的关系。

2. 职业能力 

职业能力反映了个人进行职业选择、获得工作职位、

胜任于工作、适应职业环境以及实现职业目标所必须具备

的基本综合能力。职业能力结构及导致个体职业能力不同

的因素一直是职业领域颇为关注的问题。南京理工大学谢

义忠副教授、陈鋆等的研究在国内率先采用主、客位相结

合的质性分析方法对企业员工的就业能力结构进行实证探

索，最终获得了包含 8 个维度（传记特点、基础素质、业

务素质、人际素质、概念素质、职涯认同、职涯管理技能、

个体适应性）、42 个就业能力指标的“企业员工就业能力

结构框架”。他们合作的另外一个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

可以显著提升员工的就业能力，这主要是由于变革型领导

有利于促进团队知识共享，从而使员工的就业能力得以提

升；而且团队学习氛围越强，团队知识共享的中介效应越强。

华南理工大学的吴耀华分享了关于新员工组织社会化对可

就业能力作用机制的一项研究。在这个研究中她开发了可

就业能力的量表，将可就业能力分为心理资本、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适应性、职业认同五个维度，同时也探究了角

色认同、积极行为对于新员工组织社会化和可就业能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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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中介效应以及组织社会化策略的调节效应。

四川大学谢晋宇教授的研究团队分享的两篇文章探究

了大学生可雇佣能力存在的欠缺及实习存在的问题。他和凌

淼合作的研究通过对雇主进行深度访谈，发现在我国情景

下，雇主认为大学生真正缺失的不是可雇佣性技能中的知

识和能力，而是 KSAIBs 模型中的 I，即看不见的因素。这

些看不见的因素包括构成工作方向系统的价值观、信念和

态度以及构成工作动力系统的兴趣、需求和动机。而社会

文化系统很可能是造成这种缺失的重要因素，因此他们认

为大学生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社会心理问题。他

和田国梅合作的研究针对大学生实习的特殊性进行了探讨，

通过对几位管理类大学生深度访谈总结出我国管理类大学

生实习存在的主要问题：学校、企业以及个人缺乏对于学

校世界和工作世界差异的认识；学校缺乏从学校世界向工

作世界转化（STW，School-to-Work）的教育；实习单位

对实习生不够重视与大学生实习期望过高之间的矛盾；大

学生实习过程中缺乏主动性、实习时间短制约实习效果等。

生涯适应力是指个体处理和应对工作上的可预测任务

及不可预测的职业环境的能力（Savickas，1997）。管延

军老师的团队分享了 3 项致力于探索个体人格特性以及职

业相关的父母行为（父母参与、父母支持、父母干涉）对

于生涯适应力的影响以及生涯适应力的作用的研究。他和

蔡子君（2014）合作的研究发现自尊、主动性人格会影响

到个体的职业探索行为，进而影响到生涯适应力，而且当

主动性人格越高，职业探索对于自尊和生涯适应力关系的

中介作用更强。他和周翔等合作的研究发现，高水平的父

母支持和低程度的家长干涉能够促进大学生职业探索行为，

从而增强他们的生涯适应力；家长参与的缺乏对大学生生

涯适应有直接的负面影响。他和郭瑜等（2014）合作的研

究则探讨了生涯适应力对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专业能力的

预测作用。他们发现，生涯适应力的两个维度职业关心和

职业好奇心能够显著提升他们对于社会工作意义的认可或

投身社会工作的热情，进而激励他们发展自身专业能力。

另外，若他们感知到当前学习环境难以为他们提供实践机

会、难以为他们能力提升提供充分的指导时，这种投身社

会工作的热情在促使他们主动克服困难、发展社会工作相

关专业能力上会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

3. 职业决策

随着职业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强，人们不得不频繁地做

出职业决策，职业决策的有效性直接影响着其今后的职业生

涯发展（翁清雄，2010），因此很有必要深入了解个体的

职业决策行为。管延军和李晨笛合作的研究探讨了中美大

学生在 CDMP（职业决策描述）上的不同以及个人文化导

向的作用。他们发现，中国大学生在决策时与他人讨论更多、

更愿意满足他人愿望、更容易做出妥协；而美国学生在决

策时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大、更大程度上相信自己能够控

制自己的职业生涯、对理想职业的渴望更为强烈。此外，

他们还发现个体的个人文化导向（如自我建构）在一个宽

松的文化环境（如美国）下可以更好地预测 CDMP。

谢晋宇和洪瑞指出，职业选择作为个人神圣权利是西

方职业生涯理论的基石，该理念开启了中国生涯领域独特

的个体化进程，“85”后的青年正是经历这一文化影响的

第一代。因此他们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 90 位中国

“85”后青年的生涯自述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研究发现，“85”

后表现出了强烈的自我实现的需求，但追求自我实现的历

程又体现出迂回、挣扎的状态。这一状态的形成是“85”

后决策者复杂的心理机制和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85”

后的职业选择心理机制呈现出“依赖 - 自主”交错（强烈

的个体化意向与低能的个体化能力之间的落差）、世俗职

业标准战胜个人内心标准、对职务世界的认识侧重“职务”

外部条件而忽略职务持有人的个体特质等特征。外部因素

主要包括职业选择自由权并未被纳入基本人权体系，关系

主义文化约束生涯自由，越来越高的社会生存成本加大了

决策的困境等。

（二）就业管理与创业研究

1. 大学生就业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教授结

合自身的研究工作系统地阐述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

和对策。他的研究指出，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包括：（1）

大学毕业生在短期内增长过快，总量上出现了供大于求和

结构性矛盾；（2）过高的工作转换成本、解聘成本和户口

成本对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搜寻产生很大的障碍；（3）我国

第三产业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对就业岗位的带动力不

足。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他提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

四个方面应对策略：（1）国家应逐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

推出促进就业的劳动力政策；（2）高等教育在维持一个较

大规模的同时应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

力和创业能力；（3）创造环境，使创业更好地带动就业；

（4）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分割，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

发挥政府在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中的特殊作用。北京师范

大学洪成文教授则分析了当前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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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潜在社会动荡隐患，并介绍了发达国家为避免或减

少失业引起社会动荡而采取的应对机制，为我国政府推进

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参考。

新疆农业大学的阿不力克木·艾则孜副教授及其合作

者的两篇文章探讨了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他

们对新疆 6 所高校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少

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的综合竞争力弱。而且发现，这主要是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就

业指导工作不完善、就业观念陈旧等造成的。他们还提出

了加快实施基础教育水平提升计划和高校就业一把手工程、

完善就业政策保障、创建大学生就业信息平台等应对策略。    

北京大学的范皑皑、杨钋、车莎莎的论文以学生收入

预期为视角，考察了不同收入预期对大学生择业选择结果

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大学生的预期收入与其就业选择

显著相关；而且对专科、本科和研究生而言，这种作用的

方式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失业的高职学生都是因

为预期过高而没有工作机会，即使是面对不匹配的工作，

他们也会选择先就业再择业；本科生的情况较为复杂，一

方面预期过高是导致部分本科生就业难的原因，另一方面，

降低预期并不能完全解决本科生的就业选择问题，面对不

匹配的工作，风险规避型的学生往往拒绝工作，出现有业

不就的情况；研究生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上游位置，就业机

会相对较好，所以对工作机会也更为挑剔，他们不仅满足

于找到一份工作，而更看重找到一份匹配的工作。 

2. 求职行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施俊琦教授分享了他和合作者最近

发表在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上的一个研究成果

（Liu et al.，2014）。这个研究通过纵向的追踪很好地解

释了以往研究中关于自我效能感理论在解释求职行为上的

悖论。他的研究表明，求职过程会同时受到求职行为自我

效能和求职成功自我效能的影响，求职行为自我效能对求

职行为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当求职成功自我效能高时，

求职者盲目乐观，反而会降低求职努力程度。另外，这个

研究发现了求职者感受到求职过程中取得的进展后不一定

会产生较高的求职行为自我效能和求职成功自我效能的原

因，即这种关系受到内部归因的调节作用。

浙江大学乐君杰副教授、刘琼的研究利用中国家庭收

入调查（CHIPs）的外来务工人员数据，在考虑农民工初次

流动和再次流动的决定机制存在差异的基础上，针对农民

工再次流动时求职渠道选择的自选择偏差问题，使用倾向

性得分匹配法中的测径内近邻匹配法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法，评估了在校正上述自选择偏差后求职渠道对农民工的

收入效应，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计量结果发现，若信息

充分，那么农民工利用社会网络渠道求职还是利用市场渠

道求职，对其收入基本不会产生影响，对其求职时间的影

响也微乎其微。该结果表明，在低端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

农民工的工资更可能是由个体能力、工作特征等因素所决

定，与求职渠道并无太大关系，而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全

性则有助于提高农民工求职的匹配效率。

3. 求职心理

人们在选择职业、谋求职业、获得职位或者再就业时，

必然伴随着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谢晋宇等分享

的两篇中文质性文章都是聚焦于求职心理这一主题。他和

张红梅合作的研究以经管类专业的大学生为样本，选取个

案进行深度访谈，然后通过三级编码，从质性材料中扎根

构建了大学生在求职中遇到的心理问题，如懒惰心理、焦

虑心理、自卑心理和自负心理。他们还基于 KSAIRs 模型

对大学生在求职中的心理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

他和董甜甜合作的研究则关注了报考公务员这一热点问题，

通过对知名网站的公务员信息进行收集，运用扎根理论研

究了中国大学生热衷报考公务员、公务员在职期间感受以

及关于是否辞职的决策问题，刻画出动态的心理变化过程。

他们发现，我国公务员群体在意识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后，

甚至自我反省、理性分析得出自己并不适合公务员职位这

一结论后，会长时间地纠结而进入碌碌无为的状态。这一

研究揭示了人们热衷于报考公务员的动机及这些动机在中

国特定的文化、教育、经济、体制下的形成过程。

华南理工大学李敏教授与关翩翩等合作的论文就如何

提升求职者的求职信心进行了探索。他们以应届毕业生为

调查对象，对 90 后大学生的生涯适应、个人成长规划、求

职信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研究结果表明：我国 90 后

大学生的生涯适应水平普遍较高；个人成长规划行为中介

了 90 后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对求职信心的影响；职业生涯规

划的开始时间又调节了个人成长规划在职业适应与求职信

心之间第一阶段的中介效应，即职业规划越早，个人成长

规划对职业适应力与求职信心之间的传导作用会越强。

4. 创业研究 

武汉大学常荔副教授和华中科技大学李顺才副教授的

论文探讨了创业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活动的影响。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证检验发现创业准入政策、创业融资政

策、创业服务政策和创业文化政策对创业动机、创业机会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创业教育对创业动机和创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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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不显著，创业服务政策对创业技能也未产生显著影响。

据此他们认为，现阶段应整合政策资源、突出重点，降低

创业市场中存在的经济和非经济壁垒，增加对创业投资的

支持，完善服务保障体系，营造创业文化环境，以实现政

策效应的最大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杨洋展示了基于知识溢出视角下新

知识与创业活动关系的实证研究。他在知识溢出型创业理

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解释知识型创业活动的模型，利用

中国地区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了知识溢出型创业理论

在中国背景下仍然适用。研究结果表明，新知识的产生对

地区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对新知识的利用

效率对创业活动具有负向作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经济

发展水平对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苏文平副教授的论文通过问卷调查

的方法调研了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意向的现状并将其与其

他地区大学生相比较，发现北京高校大学生与其他地方大

学生相比具有中等水平的创业意向，而且创业意向也会因

背景（是否已创业、性别、年级、专业、有无创业朋友等）

相异而不同，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三）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1. 组织职业生涯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只有企业可以持续地为员工提供学习

机会并增强员工自身的市场适销性时，员工才愿意为组织

献力献策（Altman & Post，1996）。因此，组织必须重视

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组织职业生涯管理是指由组织实施

的，旨在开发员工的潜力、留住员工，使员工能自我实现

的一系列管理方法（龙立荣等，2002）。翁清雄和卞泽娟

分享的研究从组织的角度考察职业生涯管理（职业指导、

职业支持）通过 P-O 匹配、P-J 匹配来促进员工职业成长

的内在机制。他们通过3波次时隔一年的追踪问卷调查发现：

职业指导和职业支持均对 P-O 匹配、P-J 匹配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P-O 匹配以及 P-J 匹配对职业成长三个维度（职

业目标进展、职业能力发展、组织回报增长）均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P-O 匹配和 P-J 匹配在职业生涯管理与职业

成长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美国乔治亚大学 Lillian T. Eby 教授在主题报告中对导

师制的职业指导研究进行了介绍，她分享的一项元分析（Eby 

et al.，2008）显示职业指导虽然与态度、人际关系、动机

相关的结果变量相关，但是相关性不强，而且与行为、健康、

职业相关的结果变量相关性更弱。基于此，她深入分析了

职业指导的作用不像我们预期的那么强的具体原因。Eby

教授在报告中指出，现实生活中糟糕的指导和被指导的经

历时有发生，而且指导效果往往会受到指导者与被指导者

关系质量的影响。另外，研究者往往会忽视被指导者自身

之外的一些因素（如良好的团体氛围），这些因素可能是

实现良好指导效果的关键条件。除此之外，以往的研究假

定变量之间是线性关系、仅仅收集被指导者一方的数据，

这些都阻碍了对职业指导的深入研究。

2. 离职倾向

学者们从多个视角探究了离职的影响因素，为企业降

低员工离职率提供了新策略。翁清雄和吴松的研究从多维

承诺的视角对企业员工的根植意愿和离职倾向进行了研究。

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职业承诺、组织承诺和区域承

诺对离职倾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

次为组织承诺、职业承诺和区域承诺；职业承诺、组织承

诺和区域承诺对人才根植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

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区域承诺、职业承诺和组织承诺；根

植意愿在职业承诺、组织承诺和区域承诺与离职倾向的关

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这一研究拓展了已有关于工作

承诺与离职倾向之间关系的研究，进一步从区域承诺视角

分析了企业员工离职倾向的产生动因。

华东理工大学陈万思副教授等的论文则是基于社会支

持的角度来探讨如何降低农民工群体的离职倾向。他们通

过中国农民工组成的跨组织样本的数据，基于 CSA 的方法，

确定了农民工工作场所社会支持的三个来源（老乡同事、

当地同事和管理者），并发现对农民工离职倾向和工作投

入影响最大的是老乡同事，其次是当地同事，最后是管理者。

北京大学陆昌勤副教授、许晓敏等通过纵向研究发现

组织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敬业度，

进而使员工的留任意愿更强，并且这种作用对于可雇佣力

高的员工而言更加明显。上海交通大学陈景秋副教授等的

论文以集体主义为研究视角，以中国女性为研究对象，发

现了集体主义调节了工作态度（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

和离职倾向之间的关系，而且集体主义调节了离职倾向对

于工作满意度和实际离职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Chen et 

al.，2014）。燕山大学李雯的研究则从组织与职业两方面

入手，探讨了工作嵌入与职业嵌入在指导关系与离职行为

关系中分别起到的中介作用。

3. 工作 - 家庭平衡   

工作 - 家庭平衡是衡量职业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美

国工业与组织心理协会前主席、佛罗里达大学 Tammy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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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 教授专注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她的报告以“弹性工

作制和远程办公”为主题，着重介绍了远程办公和弹性工

作制对工作、家庭的影响。她指出学者们针对弹性工作制

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得出了相悖的结论，这主要

是由于对弹性工作制的操作化存在差异。未来的研究需要

对于这一概念进行更为具体的界定。她还指出虽然远程办

公可以减少工作对于家庭的干扰，但同时也会带来家庭对

于工作的干扰；而且员工会感觉被孤立、缺乏组织认同感；

在家办公也会破坏家庭所特有的天然归属感等。南西安交

通大学王昕红副教授等的研究发现，对于女性工程师，工

作 - 家庭冲突、工作热情可以显著地预测工作满意度；但

对于中国男性工程师，只有工作热情可以显著地预测工作

满意度。

4. 创新绩效

南开大学张伶教授和厦门大学连智华的研究致力于检

验家庭亲善政策在社会企业层面的实践。他们通过对中国

大陆地区社会企业的 1200 名员工和 240 名主管的配对样本

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家庭亲善政策对员工创新绩效产生积

极影响，职业特性在家庭亲善政策与创新绩效之间产生中

介效应，市场导向调节了家庭亲善政策同创新绩效之间的

关系。研究揭示了家庭亲善政策对于组织提升绩效、强化

员工关系的重要性。

武汉理工大学的张光磊副教授、陈丝璐基于科研团队

样本，探讨了集体主义人力资源实践如何通过心理安全感

来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的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集体主义人

力资源实践对心理安全感、创新绩效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心理安全感对团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心理安

全感在集体主义人力资源实践和团队创新绩效间发挥着部

分中介作用。这一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集体主义人力资源实

践的积极作用。

5. 组织情绪管理

澳 大 利 亚 社 会 科 学 院 院 士、 昆 士 兰 大 学 Neal 

Ashkanasy 教授为我们介绍了情绪管理的研究发展和最新

研究动态。他梳理了组织情绪发展的历史并指出情绪研究

分为个体内情绪、个体间情绪、人际互动情绪、群体情绪、

组织情绪五个层次，并分享了他所开展的几个跨层次的组

织情绪研究成果。他认为，组织情绪研究的难点在于测量，

情绪是短暂的，回忆性的测量方法备受诟病，并提议借助

智能设备来进行情绪的自动实时测量，如智能手表、手机

APP、PAD 等。他在最后指出未来的情绪研究应该深化与

神经生物学的结合，关注团队与领导情绪管理、情绪调节、

情绪智力（现存的争议、测量方法）、战略管理上的情绪

管理（如情绪和企业家精神的结合）、跨文化的情绪研究

等方向。

三、结语

与会学者从职业成功、职业能力、职业决策多个视角

来探索劳动者职业发展的途径，从大学生就业的结与解、

求职行为、求职心理、创业研究等各个方面寻求就业质量

提升的策略，同时就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组织职业

生涯管理、离职倾向、工作 - 家庭平衡、创新绩效提升、

组织情绪管理等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会议形成的相关观

点与认识丰富了职业发展与就业管理领域的理论，学者们

的研究成果也将使得劳动者对生涯发展的重点、如何进行

生涯规划、如何有效提升职业能力、如何发展相关职业策略、

如何为实现良好就业质量做好准备产生更加清晰的认识，

也将为他们进行更好的自我生涯管理提供策略建议。本次

会议还组织了一个高水平论文写作工作坊，来自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南开管理评论、管理

学报、预测等国内外管理学重要期刊的编辑通过圆桌会议

的形式和与会学者交流了论文写作与发表的相关问题。这

次会议不仅促进了国内外职业发展、就业管理等相关领域

学者间的沟通与合作，而且为国内学者提供了建立良好国

际合作关系的平台。会议的内容与形式得到了与会学者的

普遍肯定。不少学者建议将职业发展与就业管理国际学术

会议长期举办下去，使得这样的交流得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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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变量 量表组成 题项

人力资源部门的支持

服务支持

1. 当人力资源部门承诺在某一时间做一些事，他们能够兑现

2. 人力资源部门保持他们的准确记录

3. 人力资源部门的人能准确地告诉我，他们什么时候能提供人力资源帮助

4. 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始终愿意帮助我

行为支持

5. 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具备必要的知识来回答我的问题

6. 人力资源部门给予我个人关注

7. 人力资源部门了解各部门主管的特殊需要

变量 题项

一线管理者人力资源

执行效能

1. 本部门能够招到符合岗位要求的人

2. 我参加岗位技能培训的机会是充足的

3. 我参加管理技能培训的机会是充足的

4. 绩效评估系统能够评估员工的优势和弱势

5. 与在其它部门从事相似工作的员工相比，我的工资是公平的

6. 与在本部门中从事相似工作的其他人相比，我的工资是公平的

7. 与我的贡献相比，我得到的报酬是不公平的

8. 我得到的报酬直接与我的工作绩效相关

9. 本部门有规范的招聘程序

10. 我没有我想要的晋升机会

附表 3  人力资源部门对一线管理者支持调节量表

附表 4   一线管理者人力资源管理效能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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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201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reer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Management

Weng Qingxiong and Liu Jingbo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Abstract: How to promote the career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quality of 
workers is a major issue, which has attracts great concerns by both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reer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Management” was therefore held at Heifei in 6-8 November, 2014, in which the 
relevant topics in such area were discussed. This research reviewed the main research 
ideas and results in the keynote speeches and symposiums on career development, 
employment, entrepreneurship, organiz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other research topics.
Key Words: Career Success; Career Development; Career Decision-making; 
Employment;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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