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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 developing of socialized reform in rear service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mporary employe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trong. To strengthen the 
high-efficiency management of this group is relative to improvement of servic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universities’ logistics department.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of temporary employee at logistics depart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ch as 
im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un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staff and other issues, etc.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it is imperative to implement post management, 
improve the system, optimize the structure, and exploit the potential efficiency. 

 
 

新形势下高校后勤非在编员工管理研究 

杨利，陈垚  

华北电力大学后勤管理处，北京，中国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北京，中国 

13911993333@139.com,1120869327@qq.com 

陈垚 

关键词: 高校后勤;非在编员工;岗位管理 

中文摘要. 随着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后勤非在编职工队伍不断壮大，加强对非

在编职工的高效管理，直接关系到高校后勤的服务质量与效率的提高。而高校后勤非在编职

工在管理中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人员配置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需要通过岗位管理的实施，

完善制度、优化结构、挖潜增效，实现后勤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1. 引言 

社会化改革使高校后勤逐步探索形成了一种既符合办学规律又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新型人事制度体系，企业化管理的实行和非在编员工的大量引入解决了高校后勤人力资源

管理的瓶颈，实现了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的大幅提高。但面对高等教育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

目前多数高校后勤员工队伍还难以适应现代大学建设的需要，如何实现对高校后勤队伍管理

的优化，已经成为摆在高等教育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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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后勤非在编员工管理现状 

2.1 顶层设计缺乏，制度建设亟待完善 

1、管理制度片面性、临时性较强，缺乏体系。目前各高校人资管理方面的文件，大都是

针对在编员工，而适用于非在编职工管理的规章制度，散见于各个用人单位自行制定的临时

办法，同一高校中非在编员工的考核、薪酬、管理方式大相径庭，不仅缺乏同一有效的管理

部门，更缺乏系统而完善的制度体系。  

2、员工发展受限，系统且有针对性的人员培训制度缺失。合理的人才发展机制尚未形成，

人员素质难以在工作中得到提升，不能紧跟时代步伐，满足与时俱进的工作需求，同时长期

从事单一且机械性的工作难以使员工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满足感，降低员工积极性。 

3、薪酬制度单一，待遇留人不到位。一项合理的薪酬制度需要对员工岗位进行合理评估

以及员工薪酬进行内外部均衡分析，进而设计合理的薪酬结构和确定薪酬的范围、等级，最

后制定薪酬的适时调整措施。而当前非在编职工的薪酬制定过程简单，薪酬偏低且结构单一，

与社会同行业职工的薪酬相比差距较大，得不到最起码的物质保障。 

4、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难以营造良性竞争氛围。当前高校后勤在管理上存

在企业管理与高校行政管理两种模式，主要是模拟企业化运行模式，因此不可避免地在激励

机制方面存在先天性的缺陷，没有系统性的激励政策、绩效评价尚未完善、竞争上岗，同岗

同酬难以落实。 

2.2 人员结构不合理，人力梯队创建困难 

1、基层队伍稳定性差。后勤基层员工主要分布在维修、保洁、绿化、食堂等一线岗位，

做着许多“脏、苦、累”的服务保障工作，工作量大、工作环境差、工资水平低于社会同行

业水平，同时当前大城市生活成本提高，非在编职工得不到起码的物质保障，流动性大和招

工困难成为外聘职工队伍不稳定的一大难题。 

2、管理层流动性差。高校后勤仍存在计划经济的影子，管理层多为在编员工任职，存在

身份壁垒，外聘员工难以进入。同时后勤岗位与教学、科研岗位相比处于从属地位，相对“低

端”和“弱势”，没有学校政策扶持，发展前景受限，校内或者其他社会人才不愿进入后勤

任职。因此对内杰出人才难以脱颖而出，“造血”功能差；对外更没有诱人的条件设置，“换

血”能力低，致使管理层人才更新缓慢。 

3、业务骨干综合素质参差不齐。主要表现为管理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人才分配不均

衡。其整体平均学历层次明显低于学校其他管理队伍，相当多的管理人员没有经过系统培训，

管理经验和管理手段都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并且仅有的少数拥有高学历或者高级职称的人

员多分配在机关科室以及中心行政部门，并不从事一线工作，工作效率以及质量难以保证。 

3. 加强高校后勤非在编员工管理的途径 

高质量的后勤管理与高校教学、科研一样，不仅是高校教科研工作的保障，更是高校工

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非在编职工管理存在的问题，应针对不同的管理人群实施不同的

有效的管理方法[2]，以制度完善为前提，以有效激励为保障，公平、公开、公正地开展定岗

定编工作。 

3.1 构建与岗位相配套的规章制度体系 

定岗定编必须与薪酬体系改革交相呼应，淡化身份差异，实现同岗同酬。在按照“总量

控制，结构优化”的指导思想，分步实施定岗定编，挖潜增效的同时，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

非在编员工薪酬体系，细化现有工资档级，按照人员资质、学历、工龄和历年考核结果，适

当拉开工资差距，并提高管理岗非在编员工待遇。在“互联网+”以及大数据迅速普及的时代，

工作、生活以及思维都迎来大的变革，因此必须开发一套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由传统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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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手工统计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转向系统化、网络化、智能化管理方式，提高工作效率，

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通过将定岗定编与薪酬体系重新制度化改进，实现“人、岗、事”三

者之间的合理匹配与待遇留人齐头并进，建立精干高效的后勤实体。 

3.2 完善能上能下、奖优罚劣的激励奖励机制 

有效的激励会激发员工的活力，促使他们的工作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更加有责任心。

对于现有员工，通过激励将奖罚与工作业绩挂钩，在职工之间营造良性竞争氛围，可以使员

工的个人价值和单位目标有机结合起来，[3]从而实现奖励先进鞭策后进的效果，保证定岗定

编的实现良性循环。在实践中，除了综合运用形式各异的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外，更重要的

还是在畅通非在编员工的上升渠道动脑筋、下功夫，利用和挖掘好现有政策，使那些想干事、

能干事、干成事的员工都能有属于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成就感，切实

做到待遇留人、事业留人。 

对于急需人才岗位，可择优选聘应届毕业生充实管理和技术队伍，或通过人事代理吸引

社会人才和技术管理团队；通过向学校申请政策上的倾斜，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吸引

校内各类人员加盟。大量引进优质人才不仅能够加强人才储备和使用，还可以优化员工队伍

的层次和结构，从而提升后勤员工队伍的整体水平。 

3.3 充分调动集团和中心两级的积极性 

集团层面只制定一般性规章，具体规则交由各科室、中心按照部门工作实际权宜实施。

首先后勤各部门按照工作职能，重新梳理本部门业务流程、服务流程和管理流程，设定岗位，

明晰岗位职责，制定岗位说明书，提出定岗定编以及人员聘任办法，然后交由后勤集团层面

审核。集团与各部门以“三上三下”为原则，进行多次磋商与探讨并同时进行岗位评价与岗

位确定，明确各部门岗位管理序列、岗位职数、岗位系数等定岗定编情况，明晰权、责、利，

做好人员聘任的前期工作。之后的岗位聘任可根据定岗定编情况以及岗位职责要求，实行双

向选择和竞岗的形式进行聘用。通过人员聘任环节达到各类人员合理的比例关系和合理的层

次结构，使员工群体组合最优化，以发挥最大效能。 

4. 岗位管理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高校后勤岗位管理首先要依据是后勤本身的发展战略或业务目标，高校后勤在特定的时

期内，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这是后勤一切工作的中心。[4]为确保定岗定编的顺利实施，并

最终达到预期的效果，具体工作中还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4.1 尊重传统与兼顾未来原则 

通盘考虑，既立足于当前，又兼顾后勤未来发展，把定编定岗与各部门实际工作需要结

合起来，坚决防止滥设、多设、虚设岗位。具体来说，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岗位设置、人员

编制增减等不进行大规模变动，保持后勤人力资源管理的稳定性。但同时要明确集团发展战

略目标与主要任务，以“事”设岗、因“事”择人，坚持高标准、高要求，要善用人、选对

人、培育人，做好后勤人才的梯队建设，建立起一支与后勤长远发展需要相适应的职工队伍。 

4.2 集中管理与事权下放相结合原则 

集团统筹，部门自主。后勤通过制定统一定岗定编办法对各部门进行原则性指导，各单

位在遵守总体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本部门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具体实施方案，并报备后勤批准

后实施。具体来说对于后勤中上层及管理岗员工定岗定编的模式、方法、原则等由集团统一

制定实施。而对于一线员工，可放权至各单位具体实施，毕竟日后一线员工的管理使用和考

核还是由各单位具体操作。因此，在集团审核批准了各单位的实施方案后，在实施过程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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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违背法律法规或学校用人规定，集团不应进行过多干预。这样既为集团减负，又使得定

岗定编工作更为切合实际，富有效率。 

4.3 多元化用工与挖潜增效相结合的原则 

用工多元化可以使后勤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使用，通过定岗定编，结合目前管理、

技术水平和用工情况，同时参照行业标准和兄弟院校做法，可在不同的岗位采用外包、返聘、

实习生、季节工、小时工等多元化用工模式，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定岗定编的目的

就是为了挖潜增效，而多元化用工可以缓解“短期工作、长期用人”而造成的人员闲置与资

源浪费，既能快速有效的解决临时性问题，又不给集团增加新的负担，使集团用人更富弹性，

从而精简机构与人员，提高工作效率。 

4.4 最少岗位数与人文关怀并重原则 

岗位设置要保证岗位工作量的饱满，既不能事务繁重造成岗位人力的透支，又不能工作

清闲，人浮于事。所以对于专业性较强、事务繁琐的事务可单独设岗，而对于相通性、关联

性较强，工作简易的事务可合并设岗，减少交易成本，增强统筹协作能力，以最少的岗位数，

最大限度的满足后勤工作需要。当然，定岗定编并不是趁机裁员，而主要采取全员竞聘的方

式，让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营造竞争氛围，激发员工潜力。 

高校作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并不能一味地强调效益，还要发挥工会等群团组织的作用，

注重人文关怀以及职工合法权益的维护，做好岗位聘任的善后工作，合理分流相关人员。工

会应积极从思想以及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关心非在编职工，在深入一线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形

成切实可行的建议方案，帮助非在编员工提高政治待遇、收入待遇和福利待遇，增强非在编

员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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