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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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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我国也逐渐踏入信息化时代，网络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大领域中。

在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关系到各个企业的发展，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核心内容。因此，企业应引进现代化网络信息技
术，改善以往陈旧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实现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既可以大大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效率，
也减少了企业在这一方面的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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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ina has gradually stepped into the information
age, and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 In China,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enterprise, and it is the core content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erefore, enterprises
should introduce modern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mprove the old way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realize
information-base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which can not only grea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but also reduce the investment cost in this aspect.
Keyword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formatizati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引言：

件进行处理，且与人工方式相比工作效率往往更高。在

在企业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随

此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在抽身于机械性、简单性、重

着信息时代的脚步企业人力资源也要与时俱进，在各项

复性工作流程的同时，有必要将自身的岗位职责、专业

工作中应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管理，这也是企业管理行之

素养与企业的综合管理、长远发展相挂钩，即实现向信

有效的变革途径。通过应用信息化管理方法，为职工工

息化的转型，从而提升企业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更

作创建一个良好的氛围，提升企业人员管理的水准，还

大化地发挥企业工作人员的职能作用。同时，逐步实现

能够对相关的工作流程有效的规范，在根本上促进企业

向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也能多方面地强化企业

的稳定发展。

人事的专业素养，进而促成其与所在企业的共同发展。

1

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必要性

在实际的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过程当中，企业人事应积

与传统人力资源管理相比，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

极学习企业、人力等管理领域的理论知识与工作技能，

更倾向于“释放企业工作人员的自身潜力”而非单一的

接触并掌握信息化的工作技能，树立前瞻化、全面化、

“调整企业工作人员的工作安排”，且日常工作多为规划

动态化的工作意识，以满足新形势下的信息化人力资源

性、管理性的内容，和传统人力资源管理存在很大不同。 管理岗位要求和人才需求 [1]。
在信息化发展背景下，信息技术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

2

企业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大部分的数据采集、数据核算以及

2.1 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系统并未普遍应用

信息传递等传统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内容可交由计算机软

虽然已经引进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却未能展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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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效果。从根本上说，中小型企业是否能够高效的

百度的人力资源信息化工程为例，在开展信息化人力资

应用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基本取决于企业管理者的意

源管理工作活动过程中，要保证相关工作人员具备较强

识与决策，不同中小型企业管理者在意识上差距明显。 的大局意识，尤其要对企业创造力和引导能力进行考察，
管理人员的思想觉悟是否与时代同步，是决定企业发展
[2]

的关键因素 。

为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提供更加具体的支持。百度
的人力资源信息化工程项目组联合人力资源各业务负责

2.2 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人员缺乏培训

人，以及 IT 各团队负责人，对标最佳实践，以 workshop

在企业推进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进程中，应当

的形式，向业务部门呈现人力资源业务流程的规划方案

关注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不仅有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

和构思，收集业务部门的反馈和建议，经过多轮碰撞，

相关知识，还要具备管理的能力，能够确保信息化人力

最终形成 to-be 蓝图设计文档。另外，一定要加强对各部

资源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当下大部分工作人员缺乏对

门岗位职责体系构建情况的研究，并对信息化人力资源

信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学习和研究，甚至有些工作人

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所需资源进行总结，使准备性工作

员身兼数职，没有办法真正开展信息化建设，影响企业

得到有效处置，确保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总体质

[3]

量可以得到有效优化。要结合人本理念制定信息化人力

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成效 。
2.3 缺乏信息化管理

资源管理工作的具体策略，使符合互联网新技术运用特

在企业运作中，还存在信息化管理制度不完善的情

征的各类措施能够得到调整优化，更加有效地适应信息

况。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及基层员工工

时代下企业建设的改良优化需要。另外，各企业在制定

作的状态具有极大的影响。一个好的企业只有结合现代信

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方案时，要避免形式主义倾向，

息技术，充分发挥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势，才能有效

不能将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只停留在名义层面，要

提高工作效率。现如今仍有许多企业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将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创新落实到实际，具体问题
使得管理体系不够完善，人力资源管理运行方面存在许多

具体分析，以维护工作人员的合法劳动权益为目标，归

问题，导致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不能有效地开展。

纳总结出一套较为成熟的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模式

2.4 系统建设的认知不够
在我国经济体系当中，企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4]
改革创新方案 。

3.2 明确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目标

很多企业为了顺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建立了信息化人

企业对人力资源进行管理必不可少，而企业内部又

力资源管理系统。但是很多企业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信息

需要经过授权来分配管理及工作的具体职责，所以实现

化发展的重要性，这让企业在整体发展上有一定的局限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首先要明确具体的管理目标。这部

性。在新时期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建设已经成为

分工作的信息化则可以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更为高效，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源管理者涉

产生质的飞跃。因而，作为中小型企业的相关负责人，

及的管理面较广，而且在每一个层面上都要求控制管理， 首要目标就是要彻底改变原有观念，培养信息化意识，
这样的管理方式导致人才的流失较为严重，在一定程度

树立现代管理理念与目标，还需要掌握最新的人力资源

上还会损害企业的形象。另外，很多企业并没有对员工

信息化管理技术与动态，使自身能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

进行技术培训，还是沿用传统的管理理念，对信息化建

与变化，提高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的先进性。从不同角

设的重视度不够，导致很多员工对于信息技术并不擅长， 度出发，中小型企业管理人员的首要目标就是积极融入
影响了企业整体信息技术水平。
3

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建议

3.1 树立对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正确认知
各企业在制定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方案时，要对相
关工作人员的思维意识进行有效分析，尤其要对互联网

到信息化应用与建设这项工作中，确保每一个关键的建
设环节都能看到企业管理人员的身影，从而真正实现人
力资源管理信息化。
3.3 充实人力资源信息库
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人员要全面了解公司未来的发

新技术运用过程中工作人员的思维意识着重加以考察， 展和走向，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进行规划和设计，使公司
树立工作人员对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正确认知， 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更具科学性。管理人员重视人力资
使符合信息时代下企业建设需求的具体措施能够得到合

源工作的开展，信息库里的信息和资料要确保准确、完

理构建，以此适应信息时代下企业建设发展的需要。以

整，为企业的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吸引更多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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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人才，在众多企业的竞争中争取更大的优势。

发展需要。其次，企业在制定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3.4 构建管理模式和流程建设

改革创新的工作方案时，应当结合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合理优化企业的工作流

工会工作的实际情况，协调各方面之间的关系与影响，

程，确保员工各尽其职。由于员工信息数据量庞大，所

尤其要对当前信息技术运用的精准性加以考察，根据信

以有必要借助信息技术来管理工作流程，对员工信息数

息技术的优势进行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创新策略

据能够集中处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水平大大提升，整

探索，构建良好的、完善的信息技术配套，从而提高信

个调节工作可以井然有序地进行，逐步扩大人力资源服

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专业性与科学性。

务的成效。发挥信息化的特点，保障信息软件的效率，

4

结束语

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具有时效性。

综上，在新时期的发展进程中，网络和信息技术迅

3.5 加强信息化人才的培养

猛的发展，对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带来很多便利性。企业

要想很好地发挥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势，企业

要想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质量和水平，就必须要重视信

必须加强内部信息化人才的培养。为企业培养出更多的

息化人力资源管理，让其朝着信息化的方向发展，将人

创新型和综合型的信息技术人才，将这些人才不断融入

力资源管理与信息技术完美的结合，通过企业实况针对

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中，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和质

性的建立信息化管理体系，进而实现信息化人力资源管

量。所以，企业除了从外界不断地引进社会人才，也要

理的目的。

[5]

对企业内部的员工进行培养，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
3.6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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