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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Resources Shared Service Center Mode (HRSSC) is a necessary method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new era. As recruitment platform enterprises,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resource work content. If effectively combined with the HRSSC, the enterprises will produce great
positive influence to themselves. Based on four recruitment platforms including Linkedin, Zhaopin, Indeed and Simple-Hired,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esent status of the combination of its operating mode with HRSSC, finding potential problems and attempting to put forward th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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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力资源共享服务中心模式(HRSSC)是新时代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必要方法。作为人才招聘平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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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其本身的工作内容就与人力资源息息相关，如果能与HRSSC进行有效结合，对平台本身将产生极大
的积极影响。本文从Linkedin、智联招聘、Indeed、Simply-Hired四家招聘平台入手，分析目前其运营
模式与HRSSC的结合现状，发现潜在问题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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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力资源共享服务中心模式概述
1.1. 人力资源共享服务中心模式的概念
人力资源共享服务中心(Human Resource Shared Services Center: HRSSC)的本质是指将分散在不同单
位的与人力资源有关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和专业化的活动集中在一个服务中心来完成的过程[1]。它由人力
资源服务中心(HRSC)、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HRBP)、人力资源专家中心(HRCOE)三部分构成。人力资
源专家中心属于企业决策层，是企业的智囊团，为企业提供制度与方案支持。它不仅为企业牵头战略性
的人力资源发展项目，还能在组织结构变革、工作流程优化及内外部市场与客户服务机制等方面发挥重
大作用。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属于战术层，能够深入了解业务部门的需求并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助力业务成功。同时 HRBP 也是人力资源部门分派到各业务单位的人力资源工作者，在人力资源部与其
他业务部门间起着桥梁作用。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属于企业的操作层，负责集中处理日常行政性事务，为
企业提供各类标准化服务，使得 HRBP 有更多的精力关注业务。三者间的组织结构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Organization chart of HRSSC
图 1. HRSSC 组织结构图[2]

1.2. 人力资源共享服务中心的特点
人力资源共享服务中心在运行时，存在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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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格局上，HRSSC 是企业唯一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它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自己所在的分支机
构员工服务，还涵盖了整个企业的分支结构。
在组织结构上，HRSSC 由专家中心、业务伙伴、服务中心三部分构成。不同于传统人力资源所包括
的招聘、培训、绩效考核等在内的六大板块。
在工作重点上，HRSSC 减轻了对行政事务的重视，将工作重点聚焦于企业的经营战略上，从操作层
一跃成为战略层。
在科技水平上，HRSSC 提倡行政事务自动化与管理系统数字化的模式，为企业机制的正常运行提升
了效率。

1.3. 中美 HRSSC 企业发展概况
中国关于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远低于国外水平[3]。我国的人力资源发展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起步
过晚，与国外的发展水平相比过于稚嫩。虽然一些相对成熟的企业对 HRSSC 有过相关了解，但仍然过于
浅显。它们虽然构建了所谓的 HRSSC，实际从事的工作却仍以事务性工作为主，距离企业战略伙伴的功
能定位相去甚远。
纵观美国，不论是成熟的大型企业还是新型的中小型企业，对于 HRSSC 的理解与应用都比国内更深
层。西门子以员工自助与区域分层为基础构建了 HRSSC 的服务体系，为员工提供了多途径，弹性较大的
发展空间。IBM 所实施的全球人力资源管理一体化平台更是迄今为止世界规模最大，最复杂的人力资源
混合云顶项目之一。
综上，中国要在 HRSSC 方面追赶甚至赶超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中美招聘平台企业的人力资源共享服务模式(HRSSC)的业务模式
将人力资源共享服务中心与招聘平台企业相结合时，由于招聘企业主要的工作内容本身就是人才共
享与人才招聘，考虑到其运营模式的特殊性，笔者对于 HRSSC 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其运营系统上，即数据
收集、分析和传输的过程中。人力资源共享服务中心理论来源于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得益于规模
经济效应和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理论[4]。
由于各类模式不尽相同，
因此笔者将从 LinkedIn、
智联招聘、
Indeed、
Simply Hired 四个企业入手，重点分析不同网站的运营模式，找出 HRSSC 三大构成部分在不同运营系统
内的角色分化，发现其内部业务的传输过程，完成对招聘平台企业人力资源共享服务中心模式的研究。

2.1. 基于社交网络招聘模式的 LinkedIn
LinkedIn 作为全球最大的职业社交平台之一，拥有着全球最权威的人才大数据库。截止 2015 年，
LinkedIn 全球会员共 3.64 亿名，中国会员也已超越 900 万名[5]。纵观 LinkedIn 整体的运营体系，不难发
现，它最大特点便是采用了社交招聘模式的运行机制。
2.1.1. 社交招聘模式介绍
所谓社交招聘模式，是指在社交网络中进行招聘(主要是发布职位信息后等待应聘申请的行为和结果)
这一具体行为。它的存在基础是 Stanley Milgram 所创立的六度分割理论。研究显示，个体以寻求群体联
系来确立它们在社会环境中的地位，并巩固他们的自我定义[6]。其运行模式如图 2 所示：
作为同时兼顾企业与应聘者两方的招聘平台企业，LinkedIn 采用此模式一方面为企业猎头提供人才
来源，另一方面也为招聘者提供了解企业的途径。企业可以通过 LinkedIn 了解用户的个人资料，获取其
社交人群、人脉关系等大致信息，预测用户匹配度；另一方面，用户可以通过 LinkedIn 浏览应聘公司，
进行双向选择。而 LinkedIn 的成功，意味着大众对社交招聘模式的接纳与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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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ocial recruitment model
图 2. 社交招聘模式简图

2.1.2. 社交招聘模式与 HRSSC 的结合
在这一模式的正常运作下，LinkedIn 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形势日渐成熟。其信息提取、数据分析、
成果服务与 HRSSC 的三大板块逐渐对应。信息提取是人力资源服务的中心业务之一。网络能够智能抓取
用户主动上传的简历，发现其所在的社交网站，学术平台与研究机构，获取能够体现目标人群研究、创
新及创业能力的数据，收录数据库，通过自动算法进行更新整合[7]。在整个数据操作中，数据收集虽然
运用了系统的自动计算，但操作层面却并不复杂，与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的工作层面不谋而合。
数据分析作为 LinkedIn 的核心竞争力对应了 HRSSC 中的专家中心。数据分析需要通过数据的建模
创建数据图像，并运用数据处理软件，实现数据从非结构化到结构化的转换。系统能够正确解释其中的
变化规律，确保企业能够筛选或制定出相应的配套方案。相似的工作内容也出现在了 HRCOE 的职能中。
同为决策层，一个为数据分析决策，一个为战略考量规划，两者不过是不同侧面的角色分化而已。
成果服务这一块则成为了用户与平台之间的桥梁。成果展示面向客户，力求做到精准化与个性化，
实现岗位系统与人才系统的精准对接，保证企业与个人信息的相互对称[8]。若展示时出现资料不实、信
息不对称等问题，系统则会将信息漏洞交由其他两部分并进行反馈。它是业务的最前沿体现，也是面向
客户的最直接结果。

2.2. 基于传统网络招聘的智联招聘模式
2.2.1. 传统网络招聘模式介绍
传统网络招聘是企业的招聘部门运用本企业的网站或者第三方专业招聘网站进行招聘的过程[9]。传
统网络招聘侧重于对用户的数据截取与岗位匹配，并不熟悉用户的生活状态。与社交招聘模式相对比，
传统网络招聘模式更倾向成为发布消息的传播媒介。
传统的网络招聘最有利的竞争点在于其专业性与覆盖面。由于目前国内的招聘网站包括智联招聘在
内的前程无忧等网站都采取的是传统网络招聘模式，因此企业发展的深度与宽度更能体现出企业优势。
另一方面，由于招聘模式的相似，广大用户在接纳度上会更包容，这种模式更容易获取人心。在竞争市
场上，虽然同类众多，竞争激烈，但对应的经验就会更丰富，发展风险远小于创新型企业，这会使企业
有更多精力用于专业领域，从而节省时间成本(图 3)。
2.2.2. 传统网络招聘模式与 HRSSC 的结合
智联招聘作为传统网络招聘模式的代表，自 1997 年诞生以来，便成为中国互联网领域最早的猎头服
务公司，也是中国市场上率先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猎头服务机构[10]。2017 年，智联招聘战略重心转移，
开始扩张地区性业务，同时校园招聘和职业测评业务上进行横向拓展。
智联招聘侧重讨好企业而非应聘者，与用户沟通较少，因此对用户需求的考量易形成慢性偏差。站
在 HRBP 角度，智联招聘在用户反馈上并没有培养很好的人力资源合作伙伴。战略选择使它忽略了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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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不能完成两者的传递与反馈。在运营方案上，商业板块横跨各处，包括了金融、汽车、房地产和
IT 行业等，但针对每个领域的精细化与个性化发展却极为粗略。并且由于定位模糊，平台很难因需输送
适当的人才，产生由于规模不经济造成的成本上升的副作用。从 HRSSC 的角度，这是战略层的失职，或
者说是因为内部并没有培养起成熟的 HRCOE 对所有问题进行宏观操作和微观的实施方案。

Figure 3. China online recruitment market strength matrix in 2014
图 3. 2014 中国在线招聘市场实力矩阵[10]

目前，智联招聘与 HRSSC 结合的最紧密的一块是在数据收集的部分，即操作中心部分。但功能还是
过于传统，其工作内容完全等同于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日常行政性事务，不存在任何有效的数据计算，于
企业或用户而言都不是一种有效提升成功率与精准度的模式。
综上，智联招聘所代表的传统网络招聘模式在与 HRSSC 之间的有效结合上还任重道远。

2.3. 基于垂直搜索模式的 Indeed 与 Simply Hired
2.3.1. 垂直搜索模式介绍
目前大众熟悉的搜索引擎一般分为综合搜索引擎与垂直搜索引擎(图 4)。垂直搜索引擎是针对某一个
行业的专业搜索引擎。其对应的垂直搜索则是针对某一特定领域、某一特定人群或某一特定需求提供的
有一定价值的信息和相关服务。

Figure 4. Operation mechanism of vertical search engine
图 4. 垂直搜索引擎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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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搜索引擎大多集中于餐饮、求职、出行、房产等行业。在技术上与综合搜索引擎大致相同，但
在策略制定与用户定位上却存在较大差异。垂直搜索集中于信息的细分化与数据结构化，其搜索结果不
在量而在精；对于搜索数据，垂直搜索的计算处理量远大于综合搜索，不仅要完成与综合搜索相同的基
础处理，还要对数据进行结构化加工、参数计算，保证搜索结果的精准。在搜索结果上，相比综合搜索
垂直搜索一旦被放置在行业知识的上下文中，其返回结果便更倾向于信息、条目等。
2.3.2. 垂直搜索模式中 HRSSC 的运用
不论是 Indeed 还是 Simply-Hired，作为垂直搜索引擎，这种商业模式已经对主流的商业模式产生较
大冲击。其优势首先在于整个数据框架的搭建，因此了解用户想法并反馈于用户对应的结果是吸引客户
的主要手段。在垂直搜索引擎的运作模式中，由于数据搜索与成果展现涵盖了其工作内容的 90%，所以
对此类型的 HRSSC 主要这个范围内进行研究(图 5)。

Figure 5. Internal vertical search engine architecture of enterprise
图 5. 企业内部垂直搜索引擎架构[11]

数据搜索中，HRBP 作为与用户直接交流的一环，储存着大量用户数据库并准备着与专家中心和操
作中心的随时接应。它需要依据用户的搜索记录，定位用户的搜索习惯，通过关键字结合语义，预估出
用户潜在需求，匹配出相关数据反馈给专家中心。
专家中心则是作用为模式的宏观监控者，关注着整个机制的正常流通。当得到合作伙伴的反馈时，
它需要及时查明各数据存在的相关网站，再命令操作中心进行数据调取。
操作中心的工作难度在此模式中得到了明显升级，数据提取的范围从一个平台扩充到了多个网站平
台。提取后进行结构化处理展现于网页上，实现搜索的个性化与精准化。这种模式增加了职位的多样性
与自身运转的专业性。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它除了带给用户更多的求职机会外，在其它方面并不具备明
显优势。既没有社交网络招聘的双向交流，也不具备传统网络招聘所沿袭下来的用户总量。对于此类模
式的发展与改进，还需提高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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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类招聘平台企业面临的挑战
3.1. 社交招聘模式下的 LinkedIn
以上三种模式中，与人力资源共享中心服务模式结合的最好的是社交招聘模式，但它也并非无懈可
击。社交招聘模式以好友，分支等关系网作为信息发布与传播的载体，拥有着极强的信息传播性，能够
自动抓取、分析及存储用户信息，是否也意味着个人信息在系统存储后会有二次泄露的可能？存储的信
息在用户停用 LinkedIn 后会如何处理？如何保障在用户退出 LinkedIn 后系统不会再对其社交生活进行窥
视？这是 LinkedIn 入驻中国后需要考虑的问题。其次，社交招聘虽然互动性更强，但毕竟是以用户的社
交状态为主要考量依据，可能造成信息的不准确，匹配不对称等问题，为竞争对手利用网络舆论等不正
当手段进行竞争提供渠道。这对招聘的公平性是否会造成威胁？一旦发生这种状况用户是否具备有效途
径维权？第三，LinkedIn 作为外企入驻中国，其原有的人力资源模式是否能适应中国的市场特征？它能
否完成打破行业壁垒的本土化改革？这些薄弱环节也亟需加固。

3.2. 传统网络招聘模式下的智联招聘
以智联招聘为例的传统网络招聘模式则表现得过于保守。首先表现在互动性上：传统招聘模式以简
历为基本依据，更倾向与僵硬的简历传递过程，过程缺乏实时的交流。其次，目前传统网络招聘存在相
当严重的同质化现象，导致部分企业通过恶性竞争占领市场，使得差异化竞争和优化基本服务成为难题
[12]，而智联招聘却还在扩大其商业领域，这并不是一个适当的选择；第三，在用户定位上，智联招聘的
发展用户多为刚毕业的学生或者有工作需求的初级人才。高等人才在此网站的使用率较低，导致应聘成
功率下降，同样不利于企业的形象定位。
在 HRSSC 方面，专家中心与业务伙伴长期处于被搁置的境地；操作中心与日常行政业务所暴露出的
完全无区别模式使得三个环节并没有环环紧扣，展现给用户的大多为一套标准化、程序化的求职信息，
忽略了用户对个性化的要求。

3.3. 垂直搜索模式下的 Indeed 和 Simply Hired
垂直招聘模式在各类网站模式上是数据共享的佼佼者，也是服务水平的差等生。过度的结构化数
据是优点，也是让用户失去新鲜感与好奇心的缺点：目前垂直搜索难以向多元化经营和其他领域渗透。
而单一的服务体系还能坚持多久无人可知。垂直搜索模式在以其专业深度与较高的进入壁垒搭建了舒
适的发展环境的同时，也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封闭的牢笼。三种模式中 LinkedIn 致力于商务社交，擅长
于猎头招聘；智联招聘涉及领域多，品牌响应吸引了大量用户，求职经验也较为丰富；而 Indeed 与
Simply-Hired 除了垂直招聘带来的信息丰富的优势外，并没有其他出彩点。对自身定位不清晰，发展方
向迷雾重重。

4. 招聘平台企业人力资源共享服务中心模式发展对策
4.1. 以 LinkedIn 为例的社交招聘模式
对 LinkedIn 而言，用户隐私是首要。既然社交招聘模式深入用户的交友圈，那么 LinkedIn 就应要
求服务中心在抓取分析数据信息时更应注重对客户隐私的隔离。首先，企业在网站对外推广之前，可
以进行适当的内测，对网站做最后的测试，查看是否存在网站崩溃停运、传染病毒、程序漏洞的可能，
将隐私数据的泄露从根源上解决掉。其次，对隐私的保护还可以体现在用户数据的覆盖上。系统在推
广运用时可以设置用户信息的隐藏或权限功能，并显示说明此项设置对用户求职可能造成的影响，在
不损害用户权益与企业利益的同时将数据隐私的控制权交由用户手中。第三，网站系统应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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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但能及时删除已停用用户的数据信息，避免数据泄露，还能在网站的功能上加以完善，提高用户
使用的满意度。
其次，由于社交招聘模式对应聘者的考察主要源于用户所分享的生活状态，无法避免某些关于社交
造假、舆论导向等不正当竞争，因此 LinkedIn 在锁定应聘者时，专家中心系统更应制定辨别信息真伪的
配套方案，例如可以提供关联好友的服务，若应聘者选择此项服务，LinkedIn 便可从其好友动态中适当
考察，以此确定信息真假，但应注意考查数据应及时删除，做到在保护企业利益的同时也要尽力维护用
户的个人权利。其次在选定之前，系统可以分发一份专业问卷交由用户填写，这样既能确定有无社交造
假的行为，也能直接确定应聘者是否符合企业的用人需求。
如果确认发生不正当竞争等行为，造成人才流失等后果，系统在对企业用户负责的同时也可对造假
者做出适当的警示处罚，以维护网站秩序。

4.2. 以智联招聘为例的传统网络招聘
针对智联招聘，首先在互动性上传统网络招聘可以向社交招聘模式借鉴，将侧重点从企业方转向于
用户方。从用户本身下手，为特征不同的用户配套制定相应的在线培训，提升模式的产异化经营水平。
同时利用业务测评活动，收集企业、求职者双方对求职网站的看法意见，搭建起用户与网站交流沟通的
渠道。增加网站与用户的联系。
针对目前问题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以智联招聘为代表的传统网络招聘当务之急应该形成自己的创新
优势。首先智联招聘可以适当缩减涉及领域，一方面，这有利于促使资金回笼，为自身创新准备充足资
金；另一方面，集中目标市场更有利于优化网站服务，提升网站的基础设施，而网站管理层也更有精力
去思考有关于企业发展方向及发展战术等战略性问题，确保企业发展依照预定轨道稳健进行。其次网站
可以为用户推荐适合的企业：将目标人群进行有效划分，根据用户不同需求及自身特点将用户与企业及
岗位进行匹配，提升应聘成功率。同时也可以创办专场招聘，为应届毕业生等不同的求职群体提供机会，
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为企业本身打造品牌优势。
在工作内容的升级方面，由于目前传统网络招聘还处于 HRSSC 的初级阶段，不论在数据计算还是传
输中均未体现出 HRSSC 的特质，因此企业应完善有关专家中心、操作中心以及 HRBP 的要素设置，根
据具体情况调动起三者间的联系，促进人力资源共享服务中心与网站的合作双赢。

4.3. 以 Indeed 和 Simply Hired 为例的垂直搜索模式
对于 Indeed 与 Simply-Hired，由于这类企业以信息的准确性为重点，因此在这方面更应追求超越。
网站对客户习惯的了解不仅要体现在关键词的语义上，还要体现在用户的浏览重点上。不同用户注重点
不同，相对应的结构展示就应有所差异，因此网站可以运用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通过计算客户的浏览
数据得出符合用户浏览习惯和喜好的数据信息。
同时，对于难以拓展的业务范围，Indeed 与 Simply-Hired 反而可以从自身优势出发，找准自身定位，
发展企业特色服务；以纵向深度弥补横向短板，在一个领域内形成品牌效应，以此提升其他相似企业进
入市场的门槛。
在于人力资源共享服务中心结合时，
作为垂直搜索引擎的 Indeed 与 Simply-Hired 还应该从本体出发，
从目标人群出发，从职业共享与人才招聘的基本点出发，完成自身向人力资源共享服务模式的有效结合
和直线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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