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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企业有求 九成学生有意
南海
“隐形冠军”
能否与高校生成功配对？
华南理工大学调研南海隐形冠军企业人才需求，
急需人才专业前三为机电机械、管理和生产一线类
九成省内外高校学生愿意到南海就业，63.3%的学生最感兴趣的企业是高新科技类企业，南海“隐形冠军”企业中九成都有人才之渴，最紧缺
的是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以及机电机械、管理和生产一线类专业人才……日前，华南理工大学的《南海隐形冠军企业的人才需求调研报告》出炉。
该报告以金赋科技、伟业铝厂、联邦家私、瑞洲科技、志高空调等 19 家具有代表性的“隐形冠军”企业作为样本，并对 695 名来自全国各层次高
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就业意向调查，了解企业人才需求和学生就业意向的匹配程度，旨在为南海区制定人才政策提供参考。
调研团队认为，南海的“隐形冠军”企业，是南海制造“重量级”转型的先行者，是构筑南海开放性经济的主力军，当前，
“隐形冠军”企业与学生
就业意向存在共识，也存在分歧，一边是企业招聘难，一边是学生揾工难。因此，可以通过建立校企合作、政府加大人才政策红利、出台鼓励企业招
聘大学生激励机制等方式，解决供需矛盾。

九成受访学生愿意来南海
企业提高薪酬能吸引更多毕业生
需求端如何与供给端“接上
线”？调研团队对全国各层次高
校在校大学生的就业意向进行调
查，共收到 695 份有效问卷，受访
学生来自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
学、
南昌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佛
山科技学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等 14 所广东省内外高校。其中，
广东户籍的受访学生占了七成。
在了解学生未来在佛山南海
工作的意向中，南海的发展前景、
市场潜力、生活成本和淳朴民风
普遍被看好，超过 90%的受访学
生表示愿意毕业后到佛山南海发
展。其中，很喜欢以及能够接受
佛山南海的学生共占总数的
58.6%，没感觉、不排斥佛山南海
的学生占 32.2%，
完全不考虑在南
海工作的学生只有9.2%。
不过，学生们对南海企业的
了 解 程 度 还 有 待 加 强 ，其 中 有
85.6%的学生表示，对南海企业
完全不了解。
“ 南海的企业虽然
在各自领域有着不错的发展，但
■去年，广东金融高新区带领企业到广东财经大学招聘，吸引众多毕业生前来面试（资料图片）。

约七成
“隐形冠军”是中小企
近九成企业迫切需求人才
作为制造业强区，南海有工
业企业超 6 万家，而在 2017 年全
城一场“寻找南海制造业全国隐
形冠军”活动中，70 家南海“隐形
冠军”浮出水面。他们因行业关
注度低而“隐形”，但他们是南海
制造重量级转型的先行者，是构
筑南海开放性经济的主力军，是
南海从“草根南海”迈向“冠军南
海”至关重要的一块拼图。南海
制造开始扮演着技术标准建立者
的角色，
对整个行业的走势贡献着
南海力量。
因此，这次华南理工大学自
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调研团队
将目光对准了这批
“隐形冠军”
，
选
取了 19 家
“隐形冠军”
企业了解其
人才需求，
并对 695 名来自全国各
层次高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就业
意向调查，
了解企业人才需求和学

生就业意向的匹配程度，
旨在为南
海区制定人才政策提供参考。
调研团队选取了金赋科技、
伟业铝厂、
联邦家私、
瑞洲科技、
志
高空调等 19 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
作为调查样本，发现约有七成“隐
形冠军”企业属于中小型企业，是
从南海制造业“丛林”中冲出来的
“黑马”
。
在调研样本中，
8 家企业处于
快速成长阶段，
2 家企业处于稳定
期，
9 家企业处于持续发展期。
“由
此可见，
近九成的企业仍处于成长
期或持续发展期，
企业的发展对人
才有迫切的需求。”调研团队进一
步对企业目前的人力资源调查发
现，有 13 家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
人力资源处于短缺状况，
有 6 家企
业认为当前企业的人力资源处于
比较稳定的状态。

“隐形冠军”更爱社招而非校招
有工作经验的人更受捧

既然“隐形冠军”企业都有人
才需求，那他们究竟需要哪些人
才？
调研团队首先对“隐形冠军”
企业的人员结构进行了调查，
发现
不同类型的企业对不同层次的人
才需求具有明显的差异，
比如在轻
工业制造型企业中，
基层员工一般
都超过 80%，而自主研发的创新
型企业中，
专业技术人员的占比在
20%~30%。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
“隐形冠
军”
企业急需人才排行榜前三的专
业分别为“机电机械类”
“管理类”
“生产一线类专业”，
“电子自动化
类”
“经贸类”
“材料类”紧随其后。
不过，
绝大多数企业表示，
专业和能
力同等重要，
只要能在实际工作中
证明能力和素质与岗位匹配即可，
至于专业是否对口，
可以适当放松。
而对学生们的调查也发现，
63.3%的学生最感兴趣的企业是
高新科技类企业，尤其是工学、管
理学、
理学、
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这
与企业急需招聘的人才的专业比
较匹配。
“不难发现，随着科技的发展
以及国家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
企

业对工科类以及具有专业管理技
能的人才的需求急剧上升，
而高校
的培养计划与国家的相关政策是
否能够及时跟上这一需求增长，
至
关重要。
”
调研团队认为。
高校毕业生能否直接进入南
海
“隐形冠军”
企业？调查发现，
近
年
“隐形冠军”
企业在招聘人才时，
更倾向于社会招聘，而非校园招
聘。企业通过社会招聘的途径招
聘的人才平均比例高达 85%，而
通过校园招聘的途径招聘的人才
平均比例仅为15%。
企业反映，传统制造业的企
业需要大量的一线生产工人，
而现
有的大学毕业生很多都不愿意去
一线生产车间，
故企业倾向于社会
招聘，
倾向于曾经有工厂或车间经
验的人。企业在招聘高素质人才
时，大多数企业与高校有一定合
作，但也有企业反映，进高校有一
定门槛，
大多数企业仅和一两所高
校有合作关系。
目前，
受访企业近八成都与高
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而未建立合作
关系的两成企业，
都希望可以尽快
踏出合作这一步，
可见校企合作培
养人才的模式，
正越来越被接受。

珠江时报记者/穆纪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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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隐形冠军”企业员工学 “较多项目或比赛经历并获奖”
历集中于大专及高职以下，
平均占 “获得较多专业资格证书”。可
比约 80%，
有的企业高达 96%，
本
见企业十分看重人才的组织能
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才平均占比约
力、合作能力，而对于技术类岗
为 20%，有的企业甚至仅有 4%。 位来说，专业知识是否扎实是重
企业对高学历人才有强烈的需求， 要的考察点。
半数以上的企业表示急缺本科人
“南海的‘隐形冠军’企业的
才，
近 1/3 的企业表示最急缺的是
人才需求跟学生之间还是存在很
硕士及以上的人才。
多共识的。”调研团队指出，比如
同时，
61.1%的企业表示会优
90%以上的被调查学生表示愿意
先考虑录用或只录用 985、211 高
在佛山南海工作生活，
而几乎所有
校毕业的学生。可见，
企业倾向于
企业表示对于就业者籍贯没有任
引进高学历人才，
希望能带动企业
何要求，仅 13%的企业要求就业
核心业务的研发，
提升企业的核心
者了解粤语的基本常用语；
几乎所
竞争力。
有的企业已经或愿意与高校建立
企业表示在招聘应届生时， 合作，
而学生也希望和愿意能多去
最有可能优先考虑的 3 个条件依
企业锻炼和实习，
提高与企业岗位
次为“较多学生活动组织经历” 的匹配度。

一边是揾工难一边是招聘难
建议企业主动寻求与高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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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市场上的知名度太低，学
生对南海企业缺乏了解。”调研
团队建议，南海企业需要积极主
动走进各大高校进行广泛宣传，
并以更好的薪资与福利作为吸
引点。
学生们选择就业单位时，
“收
入高、
待遇好”
成为首选因素，
其次
是
“个人发展前景好”
“
。毫无疑问，
收入待遇一直是毕业生就业时最
看重的因素，而传统的制造业的
涨薪幅度远不及金融科技等行
业。”因此，调研团队认为，怎样通
过其他方式提供更多的福利以抵
消薪酬不高这一劣势，是企业所
在地政府与企业在招揽人才时需
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不过，调研团队也发现，在薪
酬 要 求 上 ，能 接 受 最 低 月 薪 为
3000 元~5000 元的学生有四成，
能接受最低月薪 5000 元~7000
元的占三成，
“ 所以，企业能提供
5000 元以上的薪酬，就能吸引到
绝大部分的毕业生前来就业。”调
研团队在报告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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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企业与学生双方也存
在
“分歧”
。比如，
80%以上的学生
认为现在就业形势相对严峻，找
工作的压力很大，但他们更热衷
于金融、科技等高新技术企业，偏
向于选择民营企业的只有
16.3%，没有企业类型选择偏好
的仅为两成。另一边，企业反映，
每年招聘宣讲会上学生的到场率
逐年下降，招聘的难度越来越大，
企业感受不到学生的焦虑感和竞
争性。
调研团队分析原因认为，主
要是学生认为就业形势严峻体现
在热门企业的扎堆竞争，而传统
企业、非热门企业自身的吸引力
不高。
事实上，南海作为以中小企
业为主、
以民营经济为主要经济特
点的工业大区，
近年来牢牢把握创
新驱动发展的主方向，
不断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稳增长、
抓创新、
促转型。2017 年，南海区新认定
高企 511 家，总量达到 955 家，大
幅增长 78.8%，
继续领跑全市。今
年南海区更是提出了
“创新发展一
马当先”，并明确紧扣高质量发展

主题，
将构建
“两高三新”
现代产业
体系上升为经济工作的总导向和
总抓手，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是重要
内容。
如何解决供需分歧？调研团
队建议，一方面，企业要主动寻求
与地区高校合作，搭建产学研基
地，
吸引学生、
高校教师、
科研团队
等优势资源，
甚至企业还可以与高
校签订在职职工深造培养计划，
提
高职工的学历和理论知识，
为企业
未来的发展储备人才；另一方面，
高校学生也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和就业观，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提
高动手能力。
而在政府层面，调研团队发
现企业对佛山市人才引进政策非
常满意，调研团队建议，除了继续
加强人才激励机制、子女入学、人
才安居等相关政策配套的落实外，
还可建立激励用人单位机制，比
如，
企业招收大学毕业生的技能培
训或岗位培训的经费可以由政府
系统承担，
鼓励刺激企业接纳大学
毕业生。还可以根据用人单位招
收毕业生人数的比例，
适当减免这
些企业的缴税额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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