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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聚焦于企业空职补缺选择悖论的形成机制，力图解释企业如

何突破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和雇员议价能力的对抗，以实现雇佣关系由封闭

向开放的重构机制。研究认为，一方面，企业面临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以

及雇主与雇员间的议价能力结构决定了组织中的劳动力市场类型，进而影响

了企业在补缺路径上的选择；另一方面，组织规模会显著影响企业中的专业

性人力资本约束与议价能力结构，从而使得企业的补缺路径选择随规模的增

大呈现非线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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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研究问题

企业组织中的人员选聘与人职匹配问题事关企业的生存、经济效

益与持续发展，因此，作为基本的组织行为，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

是劳动人事经济学、管理学、组织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重点。人职

匹配问题主要源于企业填补职位空缺的实践。当企业中的某一职位出

现空缺时，一般有两种主要的补缺路径：内部晋升与外部聘任。对于企

业而言，内部晋升与外部聘任各有利弊（拉齐尔，２０００；杨伟国、唐璜，
２０１２）。那么企业在具体的管理职位补缺实践中是如何抉择的，又有
什么因素会影响到企业的抉择？

有学者通过对一些企业的调查研究发现，当管理职位出现空缺时，

仅有１５％－２０％的公司会选择从外部雇佣，而绝大部分企业倾向于从
内部晋升，即使在外部候选人的人力资本显著高于内部候选人时也仍

是如此（Ｄｏｅｒｉｎｇｅｒ＆Ｐｉｏｒｅ，１９７１；Ｃｈａｎ，１９９６）。
关于这一现象的理论解释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以交易成本理论、

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等为代表，认为信息不对称、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

等问题的存在，限制了企业最优效益的实现。因此，企业往往会通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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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建立起长期的雇佣关系、将职位获得的机会局限于企业内部等方

式来最大限度地缓解上述问题的约束，实现有条件的效益最大化。另

一派以议价能力理论为代表，认为工会组织及政府的劳动保护政策等

因素极大地提升了雇员相对于雇主的议价能力，使其可以控制企业内

部的职位通道，从而垄断职位获得机会，将企业外部的求职者排除在竞

争之外（Ｓｒｅｎｓｅｎ＆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１９８１）。
然而，近十几年间，研究者不断有一些新的发现：在许多企业，尤其

是大型企业中，员工内部晋升持续减少，雇佣关系趋于开放且更具弹

性。具体而言，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企业的外部雇佣

明显增多。有学者发现，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中期，企业外
部雇佣人员的数量增长了 ５倍以上（Ｂａｋ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Ｒａｓｅｌｌ＆
Ａｐｐｅｌｂａｕｍ，１９９７；Ｋｏｓｔｅｒｓ，１９９７）。其二，根据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
只有位于企业内部职业阶梯低端的职位才会对外部市场开放

（Ｓｔｅｗｍａｎ，１９８６），外部雇佣的多为蓝领工人和普通办事人员。然而许
多研究发现，企业中的外部招聘已经逐渐扩展到了组织内部各个层级

的职位，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Ｒｏｙａｌ＆Ａｌｔｈａｕｓｅｒ，２００３；
Ｊａｃｏｂｙ，２００５），企业用于填补职位空缺的内外部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边
界正在消失（Ｃａｐｐｅｌｌｉ，１９９９；Ｃｈａｎ，２００６）。由此，企业中便出现了内
部劳动力安排（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与外部劳动力安排（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相矛盾的情况：一方面，按照资源依赖等理论，专用
性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存在使企业一般会倾向于将职位空缺的填补局限

于内部劳动力市场（结论１）；另一方面，不断增多的外部雇佣又是不可
否认的事实（结论２），我们暂且将这一悖论称为“企业补缺选择悖论”
（简称“补缺选择悖论”）。

许多学者试图从外部环境的变化来解释补缺选择悖论，认为国际

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及技术变化率的提升要求组织在雇佣关系上更具

弹性，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Ｐｉｏｒｅ＆Ｓａｂｅｌ，１９８４；Ｃａｐｐｅｌｌｉ，
２００１；Ｂｉｄｗｅｌｌ，２０１３）。但这一观点仅指出了企业扩大外部招聘的一
个动因，却未能阐释企业是如何克服来自专用性人力资本、雇员议价能

力对抗等方面的约束，以实现雇佣关系由封闭向开放的重构，而后一点

正是破解补缺选择悖论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若要解释补缺选择悖论的形成机制，就必须对上文中强

调企业以内部晋升为主要空职补缺手段的两派理论观点做出回应，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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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企业为何可以突破专用性人力资本等因素的约束及雇员在议价能力

上的对抗，从而有动机更有能力扩大外部招聘。

本文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需要回归组织层面，关注组织因素尤

其是组织规模的作用。首先，无论是专用性人力资本等资源约束还是

雇主与雇员之间议价能力的博弈，均是嵌入在组织之中的；其次，规模

作为组织的一个基础维度，与专用性人力资本、雇员议价能力等要素密

切相关（Ｒｅｉｎｇａｎｕｍ，１９８５；Ｎａｖｅｅｎ，２００６）；最后，补缺选择悖论现象多
发生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因此已有学者主张应特别关注组织规模等

结构性因素对于企业补缺路径选择的影响（ＤａｖｉｓＢｌａｋｅ＆Ｕｚｚｉ，１９９３；
Ｕｚｚｉ＆Ｂａｒｓｎｅｓｓ，１９９８）。

然而，现有从组织规模角度讨论企业补缺路径选择的研究尚不十

分成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多数研究仅停留于对规模与企

业补缺路径选择之间关系的经验性描述层面；其二，即使在对二者关系

的描述上也呈现莫衷一是的状态（Ｄａｌｔｏｎ＆Ｋｅｓｎｅｒ，１９８３；Ｂｉｄｗｅｌｌ＆
Ｋｅｌｌｅｒ，２０１４）；其三，更为关键的是，尚未有研究清晰地阐释组织规模、
组织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和补缺路径的选择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所以

无法破解补缺选择悖论的成因。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将从组织层面入手，探究组织规模如何通过作

用于专用性人力资本、雇员议价能力等企业所面临的约束和限制条件，

进而影响企业在空职补缺路径上的选择，力图为补缺选择悖论提供一

个合理的解释。

二、文献综述

前文提及，针对企业空职补缺的路径选择问题，存在两派主流的解

释范式。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将以交易成本理论、激励理论和内部劳动

力市场理论等为代表的解释范式称为“约束—有限理性范式”，将以议

价能力理论为代表的解释范式称为“议价能力范式”。

（一）约束—有限理性范式
约束—有限理性范式下的研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企业是完

全理性经济人的假定是不现实的。在企业的日常运作中，存在许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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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制约着企业目标的实现，由此增大了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企业在空缺职位填补上的选择行为更符合有限理性的原

则，即企业会根据其所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做出恰当的人事选择与组

织安排，以保证实现有限的目标。企业在空职补缺和人职匹配方面可

能遭遇的约束因素有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激励困境，等等。其中最

受关注的因素当属专用性人力资本（ｆｉｒ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所谓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是指雇员通过所在企业的在职培训而

获得的专属于该企业中某一职位的工作技能。这种工作技能具有很强

的非转换性，即仅在某一企业内部有效，在其他企业中则并不适用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５）。专用性人力资本对企业在空位补缺上的选择具有十
分重要的影响，一般而言，企业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越强，则越倾向

于以内部晋升为主填补职位空缺，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企业专用性技能的存在导致了小数现象的出现（ｓｍａｌｌ
ｎｕｍｂｅｒｓ），即企业与雇员之间不再是市场关系，而是一种双边的、相互
依赖的关系（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７５）。一方面，企业需要依赖拥有专
用性技能的内部员工来保证生产，增加利润，提升市场竞争力；另一方

面，由于企业专用性技能的不可转换特性，雇员在某一企业专用性技能

上的投入，在其他企业中则只能变为沉没成本，因而会更倾向于在本企

业内部寻求职业生涯的发展。这种小数现象导致了市场机制的失灵，

从而使得企业空缺职位填补趋于内部化（Ｍａｓｔｅｒｓ＆Ｍｉｌｅｓ，２００２；
Ｂｉｄｗｅｌｌ＆Ｋｅｌｌｅｒ，２０１４）。

第二，专用性人力资本在企业之外或再配置过程中的不可转换性

使得员工在学习该企业的专用性技能时面临较大的机会成本和道德风

险。由此，企业需要事先承诺某些能够抵消上述成本和风险的补偿，以

激励员工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而职位晋升恰恰可以作为一种激

励手段，促使员工为了谋取更高的职位和薪资水平而投身于企业专用

性技能的培训，从而有效地改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问题

（Ｐｒｅｎｄｅｒｇａｓｔ，１９９３）。
第三，专用性人力资本和在职培训强化了员工与特定企业之间的

相互依赖性，促使企业与其员工之间建立起长期的雇佣关系，减少人员

流动。长此以往，稳定的就业关系便成为惯例，并最终演化为企业内部

一套隐性的或显性的管理规则（Ｄｏｅｒｉｎｇｅｒ＆Ｐｉｏｒｅ，１９７１：７０－７２）。企
业一般会在其内部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职位晋升阶梯，当某一级别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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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空缺时，便由次一级员工晋升填补，由此将人力资源的配置局限于

企业内部，仅在阶梯的底端入口处对外部劳动力市场开放（ＤａｖｉｓＢｌａｋｅ
＆Ｕｚｚｉ，１９９３；Ｕｚｚｉ＆Ｂａｒｓｎｅｓｓ，１９９８）。

综上所述，约束—有限理性范式强调，企业所面临的专用性人力资

本等因素的约束导致雇佣关系出现封闭，使得职位晋升机会被局限于

企业内部，这一点构成了补缺选择悖论中的重要一环。然而，约束—有

限理性范式在解释企业的补缺路径选择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不足。首

先，在解释逻辑上缺乏弹性。这一范式下的理论与研究虽能较为合理

地阐释悖论中的结论１，但却无法解释悖论中的结论２，即外部雇佣不
断增加的现象，因而时常面临来自现实经验上的困境。其次，在分析主

体上存在单一性和片面性。这一范式下的研究多着眼于雇主的理性在

企业补缺路径选择上的决定性地位，但却忽略了雇员作为另一方主体

的能动性作用。最后，这一范示忽视了组织的结构性因素对专用性人

力资本的约束，进而对企业补缺路径选择的影响。

（二）议价能力范式
不同于约束—有限理性范式，议价能力范式将企业补缺路径的选

择视作雇主与雇员双方权力对抗的结果，因此也可称之为“权力结构

范式”。索罗森（ＡａｇｅＢＳｒｅｎｓｅｎ）与凯勒伯格（ＡｒｎｅＬ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提
出，新古典经济学的人职匹配观是以雇主绝对的议价能力优势和开放

的雇佣关系性质为前提的。但是，在现实的组织实践中，雇员为了提高

获得职位晋升的可能性，会努力将企业的外部人员排除在对空缺职位

的竞争之外，从而获得对企业内部职业通道的掌控权（Ｓｒｅｎｓｅｎ＆
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１９８１）。此时，雇员相对于雇主具有了议价能力上的优势，
使得组织中的雇佣关系性质趋于封闭。

索罗森等讨论了导致雇员议价能力优势与封闭型雇佣关系的几种

机制，其中最为主要的是集体行动的可能。一方面，集体行动是雇员议

价能力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为了避免怠工、罢工等集体行动的发生，

雇主往往不得不在某些涉及员工利益的问题上做出让步，而集体行动

的可能会增强雇员的议价能力；另一方面，雇员议价能力的提升降低了

雇员参与集体行动的成本，从而增强了集体行动的力量。如果组织中

存在员工间的沟通程度较高、向上流动率较低、意识形态较为一致等条

件，便会进一步提升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进而增强雇员对于职位通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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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力（Ｓｒｅｎｓｅｎ＆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１９８１；Ｐｆｅｆｆｅｒ＆Ｃｏｈｅｎ，１９８４）。
总之，议价能力范式认为，企业补缺路径的选择取决于雇主与雇员

的议价能力结构。当雇主的议价能力大于雇员时，企业的雇佣关系性

质是开放的，在补缺路径上更倾向于选择外部雇佣。然而，由于集体行

动的可能等问题，以及工会等组织的存在，雇员有可能占据议价能力上

的优势，掌控职位通道，从而使企业的雇佣关系趋于封闭，在补缺路径

选择上更倾向于内部晋升。

与约束—有限理性范式相比，议价能力范式将雇主与雇员双方主

体纳入分析框架，考察了二者之间的议价能力结构对企业补缺路径选

择的影响，这对于理解现实中的企业空职补缺现象极具启发意义。但

是，与约束—有限理性范式相似，议价能力范式也存在以下两点不足。

其一，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同时，该范式下的理论观点走入了另一极

端，认为雇主的议价能力一旦处于劣势，便永久失去了为最大化自身利

益而行动的可能。在此条件下，企业中的雇佣关系是完全封闭的，在补

缺路径上只能选择内部晋升，这显然与外部雇佣不断增加的经验事实

不符。正因如此，议价能力范式也不能有效地解释补缺选择悖论。其

二，该范式仅分析了微观层面各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补缺路

径的选择，但却没有考虑组织的结构性因素在此过程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约束—有限理性范式和议价能力范式分别强调了企业

所面临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等约束和雇主与雇员之间的议价能力结构对

企业空职补缺路径选择的影响，较为系统地论证了补缺选择悖论中的

结论１。但是，这两种范式均无法解释构成悖论的另一个结论，即为何
较大企业中的外部聘任不断增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论是约束—

有限理性范式还是议价能力范式在解释框架上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首先，二者都倾向于单一性的解释逻辑。企业的补缺路径选择是多种

因素、逻辑和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专用性人力资本等资源层面的约束

和雇主与雇员之间议价能力的结构可能同时影响企业补缺路径的选

择，并且二者均嵌入在组织中，与组织的结构性因素密切相关。如果仅

强调某一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忽视其他变量的作用，便无法对复杂的现

象给出合理、系统的解释。其次，两种范式下的理论和研究多为定点静

态的分析，致使其分析框架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按照两种范

式的解释逻辑，企业所面临的各种资源约束或议价能力抗争似乎是固定

不变的，这是导致其无法解释企业外部聘任增加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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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讨论我们认为，破解补缺选择悖论需要基于以下两点认

识。第一，企业补缺路径的选择是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雇主与雇员的

议价能力结构及组织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各影响因素之间是

相互关联的。在此基础上，本文拟构建一个企业结构、专用性人力资本

约束和议价能力结构三者相结合的框架，分析组织结构如何通过作用

于企业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雇主与雇员的议价能力结构进而影响

企业在补缺路径上的选择，力图为补缺选择悖论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

解释。

三、组织规模与企业补缺路径的选择

组织规模是组织结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正如斯格特所言，“如果

技术决定组织应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那么规模则测量组织能在多大

程度上从事这项工作”（斯格特，２００２：２４４）。
在我们看来，解决补缺选择悖论的基本方法是将企业组织的规模、

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和议价能力结构结合起来，在组织规模变动的动

态过程中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此，首先要厘清两个问题：一是

不同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程度和议价能力结构的组合如何影响企业补

缺路径选择，二是上述组合如何因组织规模的变化而异。

（一）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议价能力结构与劳动力市场
威廉姆森（Ｏ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认为，企业人力资本专用性程度上的

差异会导向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市场。根据人力资本专用性的程度与劳

工之间工作成果的可分离性，威廉姆斯区分了四种类型的劳动力市场：

内部现货市场、原始工作团队、有义务约束的劳动市场和关系工作团

队。在后两类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专用性较高，交易双方之间的雇

佣关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威廉姆森，１９８７；赵云昌，２００４）。
尽管威廉姆森没有讨论不同类型劳动力市场中的人职匹配模式，但是

有义务约束劳动力市场和关系工作团队所具有的长期雇佣的特征，意

味着在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较高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往往具有较强

的封闭性，反映在空职补缺上便是内部晋升相对较多而外部聘任较少。

与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类似，企业雇主与雇员之间议价能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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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也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类别差异。弗雷格斯坦（ＮｅｉｌＦｌｉｇｓｔｅｉｎ）与
费尔南德兹（ＲｏｂｅｒｔｏＭ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指出，劳动力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是雇
主与雇员策略性互动的结果（Ｆｌｉｇｓｔｅｉｎ＆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１９８８）。他们根据雇
员与雇主的议价能力对比，总结出了四种类型的劳动力市场，分别为竞

争市场、雇员控制市场、雇主与雇员协商市场和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

当雇主与雇员的议价能力都较弱时，劳动力市场是竞争性的（竞

争市场），人职匹配过程向外部市场开放；当雇员的议价能力较强而雇

主的议价能力较弱时，劳动力市场由雇员控制（雇员控制市场），因而

空缺职位的填补趋于内部化；当雇员与雇主的议价能力都较强时（雇

主与雇员协商市场），雇主与雇员都无法单方控制劳动力市场，组织中

的人职匹配过程由双方协商决定；当雇主的议价能力大于雇员时，劳动

力市场由企业雇主掌控（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雇主为了更好地控制

内部雇员，会倾向于将人职匹配过程局限于企业内部。但与雇员控制

市场不同，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中晋升机会的多少与晋升标准均由雇

主决定（Ｆｌｉｇｓｔｅｉｎ＆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１９８８）。
我们在此借鉴并进一步综合上述两种分析策略，将专用性人力资

本约束的强弱与两种雇主与雇员之间的议价能力结构进行交互组合。

在具体的分析之前，需要强调一下本文与弗雷格斯坦和费尔南德兹在

议价能力定义上的区别。在后者的研究中，雇主与雇员的议价能力来

源于市场供求关系，处于供不应求的一方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但是

这种基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分析存在两大缺陷。第一，其所假定的完全

开放的市场在现实中是很难存在的；第二，这种分析忽视了组织层面的

因素对于雇主和雇员议价能力的影响，而组织恰是雇主与雇员之间发

生互动的主要场域。由此，我们借用上述索罗森等人的观点，认为雇主

与雇员的议价能力表现为对组织内部职位通道的控制。对于雇员而

言，其议价能力来源于组织中各职位的相互依赖度、产出的可衡量性和

集体行动等因素（Ｓｒｅｎｓｅｎ＆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１９８１）。
除此之外，与弗雷格斯坦和费尔南德兹对劳动力市场类型的划分

不同，为了使分析更为简洁并贴合实际，我们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议价

能力关系视为一种非均衡对抗性的关系，排除二者议价能力同强且势

均时的协商或同弱时完全竞争的情况，总结出四种不同类型的劳动力

市场（如下图所示）。

在第一类雇主开放市场中，企业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较弱，且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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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与议价能力结构交互下的劳动力市场类型

主相对于雇员占据议价能力上的优势。在此条件下，雇主控制着职位

通道，同时其对雇员的依赖性较低，因而没有动机将空职补缺的机会局

限在企业内部。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中，企业反而更可能选聘到最合适

的人员，实现最佳的人职匹配。

在第二类雇员开放市场中，企业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较弱，雇

员的议价能力相对强于雇主。此时，雇员尽管控制着职位通道，有能

力使雇佣关系保持封闭，但由于其并未进行大量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

资，不需要以职位晋升作为对其投资成本的补偿，对雇主的依赖较弱，

因而企业中的劳动力流动依然可能较为频繁，雇佣关系仍具有较大的

开放性。

相比之下，在第三类雇员内部劳动力市场中，雇员同样由于议价能

力上的优势而控制着职位通道，但与雇员开放市场不同的是，处于这一

劳动力市场中的雇员进行了较多的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因而需

要以职位晋升等作为对投资成本的补偿。所以，雇员有能力也有强烈

的动机使雇佣关系趋于封闭，在此类劳动力市场中内部晋升较多。对

于雇主而言，一方面，需要依赖员工保证生产，提升利润；另一方面，失

去了对职位通道的控制权，也就丧失了开放雇佣关系、以外聘来填补职

位空缺的能力和动机。

在第四类雇主内部劳动力市场中，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较强，且雇

主具有议价能力上的优势。在此背景下，雇主需要依赖雇员进行生产，

因而倾向于通过内部晋升来填补职位空缺，以激励员工进行人力资本

投资。但是与雇员内部劳动力市场不同的是，雇主此时掌握着职位通

道的控制权。这意味着在这一劳动力市场中，雇主虽然有动机使雇佣

关系保持封闭，但同时也有能力让雇佣关系转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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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规模与企业补缺路径的选择
如前所述，本文认为组织规模会通过作用于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

议价能力结构两个机制，导向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决定企业在

填补空缺职位时的路径选择。

１．组织规模与专用性人力资本
组织规模对于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有

研究指出，相比于规模较小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复杂程度较高，其

在生产技术与企业管理技能等方面的专用性较强，因而更需要员工具

备较高的专用性人力资本（Ｒｅｉｎｇａｎｕｍ，１９８５；Ｎａｖｅｅｎ，２００６）。另一方
面，由于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相对雄厚的经济基础，所以在提供专业技

能培训、发展专属于本企业的人才储备上更具优势（Ｖｉｌｌｅｍｅｚ＆
Ｂｒｉｄｇｅｓ，１９８８；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Ｂｕｒｅｎ，１９９６）。由此，与小企业相比，规模
较大的企业与其员工之间更可能因较高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而形成

相互依赖的关系（Ｄａｌｔｏｎ＆Ｋｅｓｎｅｒ，１９８３；Ｌａｕｔｅｒｂａｃ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然而另有研究显示，虽然就整体而言，大企业的生产与管理更为复

杂，但其内部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会降低对个体员工在专用性人力资本

上的要求。首先，在大企业中，工作分工更为细化（Ｂａｒｏｎ＆Ｂｉｅｌｂｙ，
１９８０）。正如布雷弗曼（ＨａｒｒｙＢｒａｖｅｒｍａｎ）的研究所示，工作的分解与再
分解剥夺了工人的技能，导致了工人的“去技能化”。工人的“去技能

化”产生了两方面的效应。一是将工人对其工作的自主权和决定权转

移到雇主手中；二是打破了工人的技艺，将工匠变为操作员，增加了潜

在替代者的来源（Ｂｒａｖｅｒｍａｎ，１９７４）。其次，大企业一般采用科层制的
管理形式，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工作分工。最后，相较于小规模企业，大

型企业一般具有较高的机械化与信息化程度，由此导致了对某些员工

尤其是蓝领工人的技能替代（Ｋｒｉｓｔａｌ，２０１３）。总之，正是因为大企业
具有劳动分工细化、科层制管理、科技现代化水平较高等特征，其对个

体员工的技能要求逐渐偏向于一般化而非专业化。

２．组织规模与议价能力
组织规模与议价能力之间的关系同样错综繁复。有研究指出，相

较于规模较小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可能有实力雄厚的工会，从而

使其雇员具有相对较强的议价能力（ＤａｖｉｓＢｌａｋｅ＆Ｕｚｚｉ，１９９３）。然
而，与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类似，大企业所具有的特征同样会削弱雇员

的议价能力。首先，如布雷弗曼所说，大企业中工作的分解将工人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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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减少了相互之间的沟通，割断了他们的共同经验，消除了统一的

意识形态（Ｂｒａｖｅｒｍａｎ，１９７４）。此外，工作的相对分离与沟通的减少降
低了个人社会交往的网络密度，不利于波多尼（ＪｏｅｌＰｏｄｏｌｎｙ）和拜伦所
谓的“圈子关系”的形成，从而使工人之间缺乏基本的社会认同

（Ｐｏｄｏｌｎｙ＆Ｂａｒｏｎ，１９９７），极大地削弱了集体行动的力量，降低了雇员
的议价能力。其次，大企业中的技术现代化也会减损雇员的议价能力。

一方面，如上所述，较高的机械化、信息化会导致对蓝领工人的技能替

代，因而使得蓝领职位不断减少，而蓝领工人通常是工会组织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结果便是工会的力量被大幅削弱；另一方面，较强的技术现

代化在对蓝领工人的技能形成替代的同时，却提升了白领工人和高新

技术工人的重要地位，由此造成了工人之间的两极分化，极大地降低了

集体行动的可能（Ｋｒｉｓｔａｌ，２０１３）。
根据上述论证，我们认为组织规模对于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和议

价能力结构的影响具有某种一致性，即均呈现非线性的、非单向的特征

（如表１所示）。

　表１ 　　组织规模、议价能力与补缺模式

企业规模
专用性人力

资本约束

议价能力

雇主 雇员 结构
劳动力市场类型

－ － ＋ － 雇主优势 雇主开放市场

＋ ＋＋ ＋ ＋＋ 雇员优势 雇员内部市场

＋＋ ＋ ＋＋ ＋ 雇主优势 雇主内部市场→雇主开放市场

在规模较小的企业中，由于专用性人力资本较少，企业所面临的约

束较弱，同时集体行动的力量较弱，雇主占据议价能力上的优势，因而

企业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为雇主开放市场，雇佣关系较为开放，更可能

以外部招聘作为填补空缺职位的手段。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在规模相对较大的中型企业中，较多的专用

性人力资本使得企业面临的约束较大，此外较强的集体行动力量提升

了雇员的议价能力优势，因而企业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为雇员内部劳

动力市场，雇员关系较为封闭，更可能以内部晋升作为填补空缺职位的

手段。

在规模更大的企业中，一方面复杂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技能要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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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面临着较强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但是由于分工的细化、科层制

管理和较高的技术现代化等原因，企业对个体员工的专用性人力资本

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被降低了。尽管如此，大规模企业中的人力资本专

用性一般仍高于小企业。另一方面，大企业中的分工细化、科层制管理

和技术现代化降低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极大地削弱了雇员相对于雇主

的议价能力优势。因此，我们认为，大规模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呈现由雇

主内部劳动力市场向雇主开放市场发展的状态，较强的专用性人力资

本约束使雇主对内部员工仍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但是由于该约束的不

断减弱以及雇主在议价能力上的优势地位，雇主有动机同时也有能力

提升雇佣关系的开放程度。此时，企业仍可能以内部晋升为主，但是外

部招聘会相对增多。

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探究组织规模如何作用于企业中的专用

性人力资本约束和议价能力结构，进而影响企业在空职补缺路径上的

选择。其中假设１为主假设，假设２１－３２为中介机制假设。
假设１：组织规模对企业空职补缺路径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在

规模较小和规模较大的企业中，企业倾向于通过外部招聘填补职位空

缺；在中型规模企业中，企业倾向于通过内部招聘来填补职位空缺。

假设２１：组织规模对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的影响呈倒Ｕ型变化，
规模较小和规模较大的企业中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相对较低，中型

企业中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相对较高。

假设２２：组织规模对企业中集体行动可能的影响呈倒Ｕ型变化，
规模较小和规模较大的企业中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较低，中型企业中的

集体行动可能性较高。

假设３１：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越高的企业在补缺路径选择上倾
向于内部晋升，反之则倾向于外部招聘。

假设３２：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大，则雇员的议价能力越强，企业
在补缺路径选择上倾向于内部晋升，反之则倾向于外部招聘。

四、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２年与２０１３年的“中国雇主—雇员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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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数据调查”。该调查始于２０１１年，是一项全国性的企业追踪调查
项目，①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主持设计与实施。

中国企业雇主—雇员匹配数据调查中样本企业的抽选是以２００８
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建立的城市企业名录为抽样框，采用按企业人数

规模分层的二阶段抽样。经数据整理和分析比对，该调查的企业样本

在企业规模构成等维度上都获得了与２００８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结构
相近的结果，表明该调查的企业样本具有一定的全国代表性。本文将

２０１２年与２０１３年的数据合并，经处理后共有７９４家企业、８１０１名员工
构成原始分析样本。

（二）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企业在空职补缺上的手段选择，自变量包括专用

性人力资本状况、集体行动的可能、企业规模，其他控制变量包括组织

层次的企业的生存时间、固定资产、上一年度利润总额、市场占有份额、

企业的所有制类型，个人层次的有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此外还包括

年份的固定效应。②

１．因变量
企业空职补缺方式的测量题目为“贵企业空缺职位的招聘方式是

什么？”，包括五个指标：１为“全部内部招聘”，２为“内部招聘优先”，３
为“两者并重”，４为“外部招聘优先”，５为“全部外部招聘”。数值越
大表示企业在管理人员职位出现空缺时越倾向于从外部雇佣，反之越

倾向于从内部晋升。

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最后还将采用雇员在过去三年中

实际经历的晋升状况作为因变量，对主要结论进行检验。员工晋升状

况是一个二分变量，测量题目为“在过去的三年内，你是否获得过技术

等级或职务上的晋升”，“０”为“否”，“１”为“是”。
２．自变量与控制变量
本文选择以企业员工专业在职培训状况作为对专用性人力资本要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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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尽管这一数据是追踪调查数据，但２０１２年与２０１３年的数据之间并不是追踪关系，因此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依然是截面数据。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控制变量选择方面的建议。



求的测量，①具体的指标为企业在过去一年中用于员工培训的成本占

企业营业额的对数比。对集体行动可能的操作化较为困难，鉴于问卷

中没有关于这一变量的直接测量指标，我们用企业在上一年所发生的

劳动争议所涉及的总人数除以劳动争议事件总数，计算出平均每个劳

动争议事件所涉及的人数。每个劳动争议事件涉及的平均人数越多，

则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大。

企业规模为截止到调查时间的上一个月底企业全部从业人员总

数。企业生产时间为自成立开始到调查时间为止的年数。资产为企业

上一年的固定资产总额，利润为企业上一年的利润总额。市场占有份

额为企业在本行业中的市场占有率，我们将市场占有率高于５０％的企
业定义为行业垄断企业，取值为“１”，将占有率低于５０％的企业定义为
非行业垄断企业，取值为“０”。企业所在行业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与第三产业，以第一产业为参照。企业所有制类型分为私有企业、集体

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四类，以私有企业为参照。具体的变量信

息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描述统计表

组织层次
均值

（百分比）
标准差 个体层次

均值

（百分比）
标准差

因变量

空职补缺方式 ２９５１ １０６３

自变量

专业在职培训 ０１６６ ０２４２

集体行动 ０７７９ ４６２５

规模（对数） ４５４２ １２０９

生存时间 １３４６８ １１９８２

资产（对数） ６５１０ ２２８１

年利润（百万） １２３５０ ８２６０

年增加额（对数） ７３７２ １９３３

因变量

员工晋升状况

无晋升 ７７５４

有晋升 ２２４６

自变量

教育程度 ３２６０ ０８３５

年龄 ３３４９７ ９９５１

性别

男 ５４３６

女 ４５６４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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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贝克尔（ＧａｒｙＢｅｃｋｅｒ）将企业的人力资本区分为专用性人力资本和通用性人力资本两种
类型。他指出雇主对员工培训的投入通常仅限于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培训，而不会为

通用性人力资本支付费用。



续表２

组织层次
均值

（百分比）
标准差 个体层次

均值

（百分比）
标准差

市场份额

　非垄断 ９３２４

　垄断 ６７６

企业所有制

　私有企业 ６９３３

　集体企业 １１７３

　国有企业 １３７３

　外资企业 ５２０

（三）模型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类型较为复杂，我们对应采用三种分析模型。

在分析组织规模等变量对于专业培训投入和集体行动的影响时，由于

培训成本投入与劳动争议不可能为负，且许多企业在这两方面的取值

为０，即因变量有大量删截值，因此我们采用 Ｔｏｂｉｔ模型进行估计。当
分析专业培训成本、集体行动以及组织规模等变量对于企业补缺路径

选择的影响时，由于因变量为定序变量，我们采用序次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最后在分析组织规模等变量对员工实际晋升状况的影响时，因为因变

量为二分变量，且自变量分为个体与组织两个层级，所以我们采用二元

虚拟变量多层模型进行估计。

五、结果分析

本文认为，组织规模对企业在补缺路径选择上的影响十分复杂，并

不是单向的、线性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和议价能力结构作为中介

机制，二者之间的不同组合将企业置于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市场之中，最

终影响企业在空职补缺上的路径选择。

我们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三个步骤来考察本文的假设。首

先检验组织规模对于企业补缺路径选择的影响，其次考察组织规模对

中介机制变量培训成本与集体行动的影响，最后综合考察组织规模、培

训成本和集体行动对企业补缺路径选择的影响。此外，为了检验本文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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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的稳健性，我们用企业员工内部的实际晋升状况作为因变量，

进一步验证组织规模对于企业补缺路径选择的作用。

　表３ 　　组织规模与企业补缺路径选择的最大似然估计

变量 模型１

企业规模（对数） －１１３０

规模平方 ０１０２

生存时间 －００１９

固定资产 －００６４

利润 －０００１

年增加额 ０１１０

市场份额 ０５２５

企业所有制（参照：私有企业）

　集体企业 －００５４

　国有企业 －０２４９

　外资企业 ０３０３

行业（参照：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０４８６

　第三产业 ０４０５

年份固定效应 －０５１４

分割点结果（略）

伪Ｒ２ ００３１

样本量 ７１６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由表３可知，组织规模对于企业空职补缺路径选择的影响呈 Ｕ型
趋势变化。具体而言，当组织中的管理职位出现空缺时，小规模企业和

大规模企业倾向于从外部招聘，中型企业倾向于从内部晋升，结果支持

了假设１。在控制变量方面，年增加额、市场份额、企业所有制类型和
行业等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年增加额越多，企业越偏向于外部招

聘。相较于非垄断企业，垄断企业更多采取外部招聘。与第一产业相

比，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更多采取外部招聘。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条

件一定的情况下，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不可能对外招聘。这一

结果可能是由于在中国所有制分割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受国家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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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较大（Ｚｈａｏ＆Ｚｈｏｕ，２００４），许多人事安排不对外部市场开放，因
此外聘相对较少。

　表４ 　　组织规模与培训成本和集体行动的最大似然估计①①

变量
模型２１ 模型２２

专业培训 集体行动

企业规模（对数） ０１２３ １４７１

规模平方 －００１０ －０１１３

企业所有制（参照：私有企业）

　集体企业 －０００１ －０１４９

　国有企业 ０４３ －０６１７

　外资企业 －００２３ ０１９０

截距 －０１４３ －６９２１

伪Ｒ２ ０１３０ ０１１５

样本量 ７３２ ７２４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由表４中的模型２１可知，组织规模对于专业培训的影响呈倒 Ｕ
型趋势变化，小规模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专业在职培训较少，中型企业

的专业在职培训较多，数据结果支持了假设２１。组织的生存时间、企
业年增加额与年利润对专业在职培训的影响显著为负，国有企业相比

于私营企业对专业在职培训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他组织变量没有通过

显著检验。

模型２２的数据显示，组织规模对于集体行动的影响呈倒 Ｕ型趋
势变化，也即小规模企业与大企业中的集体行动相对较弱，而中型企业

中的集体行动相对较强，数据结果支持了假设２２。与私有企业相比，
国有企业的集体行动相对较弱。

由表５可知，在加入专业培训成本和集体行动变量后，组织规模对
于企业空职补缺路径选择的影响仍然呈显著的Ｕ型趋势变化，但是系
数减小。同时，专业培训成本与集体行动变量显著为负，说明专业培训

成本越高，集体行动的可能越大，则企业越偏向于内部晋升。上述结果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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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如果企业年增加额、所属行业等控制变量无特殊意义，便不在模型中给出，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向作者索取（邮箱：ｓｈｉｌｅｉ２０１４＠ｒｕｃｅｄｕｃｎ）。



支持了本文所假设的中介效应，即组织规模会通过作用于专用性人力

资本约束、议价能力结构来影响企业在空职补缺路径上的选择。

　表５ 　　组织规模与企业补缺路径选择

变量 模型３１ 模型３２ 模型３３

专业在职培训 －０２０５ －０２１６

集体行动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５

企业规模（对数） －１０６８ －１０４７ －１０３５

规模平方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２

企业所有制（参照：私有企业）

　集体企业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９

　国有企业 －０２３０ －０２５９ －０２４２

　外资企业 ０３０３ ０２９４ ０２９１

分割点结果（略）

伪Ｒ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１

样本量 ７１６ ７０７ ７０７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表６ 　　组织规模与员工晋升状况

变量 模型４

企业规模（对数） ０６５３

规模平方 －００５８

个人层次变量

教育 ０２２１

性别 ０５４６

年龄 ０２３４

年龄平方 －０３５４

组织层次变量 已控制

常数项 －８０９

ＩＣＣ ０１７９

样本量 ７４６６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表６展示了组织规模对于员工晋升情况的影响。由数据结果可
知，组织规模变量显著为正，而其平方项显著为负，说明规模对于员工

晋升的影响呈倒Ｕ型变化，也即小规模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的内部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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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较少，中型企业中的内部晋升较多，与企业补缺路径选择模型的数据

结果相同，再次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认为，破解补缺选择悖论的关键在于解释企业如何突破专用

性人力资本约束和雇员议价能力的对抗，以实现雇佣关系由封闭向开

放的重构。为此，我们对企业的人力资本约束程度和雇主与雇员之间

的议价能力结构进行交互组合，构建了四种劳动力市场类型，并以此为

框架分析组织规模对企业补缺路径的影响及机制。

经研究，本文的观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即企业规模通过作用

于企业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和雇主与雇员之间的议价能力结构，使

得企业处于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市场，由此决定了企业在填补职位空缺

上的路径选择。具体而言，在规模较小的企业中，由于专业培训成本较

低，集体行动力量较弱，因而企业所面临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较小，

且雇主占据议价能力上的优势，形成雇主控制下的开放市场，从而使企

业倾向于通过外部招聘来填补职位空缺。在规模相对较大的中型企业

中，由于专业培训成本相对较高，企业所受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较

强，对已有雇员的依赖性较大。同时，企业中集体行动的可能较高，形

成雇员权力优势结构下的雇员控制市场，使得企业中的雇佣关系十分

封闭，故而更多地通过内部晋升来填补职位空缺。然而，在规模更大的

企业中，由于专业培训成本和集体行动力量相对下降，企业中的专用性

人力资本约束相对减弱，雇主在议价能力上占据一定优势，此时，企业

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处于由雇主内部市场向雇主开放市场转变的状

态，雇佣关系相对开放，企业中的外部招聘开始逐渐增多。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便可为补缺选择悖论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

虽然企业在其运转中时常遭遇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雇员的议价能力

对抗等问题，导致企业中的雇佣关系趋于封闭，但是不同规模的企业所

面临的这种约束和限制不同。一般而言，规模较大的企业相比于小企

业在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等方面更为复杂，专用性更强，且通常拥有工

会等保障员工利益的组织，因而会面临更强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和

雇员议价能力的对抗，使得企业主要以内部晋升作为填补空缺职位的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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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中型企业中。然而对于规模更大的企业而言，

尽管它们仍存在较高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和较强的雇员议价能力对

抗等问题，但是大企业本身所具有的劳动分工细化、科层制管理和较高

的技术现代化等特征极大地削弱了企业对个体员工的专用性人力资本

要求以及雇员集体行动的可能，从而降低了大企业所面临的约束和限

制，使其雇佣关系相比于中型企业更加开放，外部雇佣相对更多。这也

解释了为何补缺选择悖论更多出现在大型企业中。

至此，本文有如下四点讨论。

首先是组织规模与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及议价能力结构的动力学

问题。尽管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并不是关于企业的追踪数据，但根据本

研究的数据结果可做出如下推测：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企业中的专用

性人力资本约束会由低转高，再由高转低。雇主与雇员之间的议价能

力结构也可能呈现由雇主优势转为雇员优势，再转为雇主优势的变化。

与此对应，企业的空职补缺路径选择也会经历一个从外部聘任到内部

晋升，再从内部晋升到外部聘任的过程。

其次是多元综合的分析视角。企业在空职补缺路径上的选择是多

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所谓的多元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分

析维度的多元性。企业在补缺路径上的选择不仅受到其内部微观权力

博弈的影响，而且受制于中观的企业规模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二是

分析对象主体的多元性。企业补缺路径的选择涉及多方行动主体，其

中最主要的是雇主与雇员，缺少对任何一方主体行为的考虑，都可能导

致结论的片面性。所谓综合，不仅是指要把多种因素同时考虑，更要着

重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本文的研究中，企业规模的变化会

导致专用性人力资本约束和议价能力结构的改变，从而影响企业在补

缺路径上的选择。

再次，本研究的结论与解释逻辑有助于理解近年来大规模组织中

员工任期缩短的现象。研究发现，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至今，大企业
中员工的任期不断缩短，原有以长期、稳定为特征的雇佣转变为更加具

有弹性和不确定性的劳动力市场（Ｈｏｌｌｉｓｔｅｒ，２０１１）。已有研究将这种
变化的原因归结于工会力量下降、国际竞争加剧、股东革命和制度合法

化压力等（Ｂｅｒｇ＆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２００１；Ｃａｐｐｅｌｌｉ，２００１；Ｆａｎｔａｓｉａ＆Ｖｏｓｓ，
２００４；Ｕｃｈｉｔｅｌｌｅ，２００６），然而这些解释均存在逻辑断层的问题。

本文的结论则可以为上述现象提供一个相对连续和完整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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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形成之后，组织规模的继续扩大会使企业中的专

用性人力资本约束降低，集体行动的可能减弱，雇主重新获得在议价能

力上的优势。由此，一方面雇主对雇员的依赖性减弱，另一方面内部员

工对职位通道的垄断又被打断，使得企业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倾向于

从雇主内部劳动力市场向雇主开放市场转变。这样雇主便可根据自身

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或外部环境的要求，对企业补缺路径的选择进行

调整。

最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本文虽然研究的是组织行为的现象，但

结论不仅仅局限于组织行为现象的理解，组织职位补缺在某种意义上

是社会地位以及组织权力的分配，本文在控制了个人因素的基础上，揭

示了组织特征对于这些地位分配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本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其中最为主要的缺陷有

三点。一是企业的样本量较少，可能会对文章结论的真实性、有效性产

生不良影响；二是囿于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对本文中的一些重要的分

析概念进行十分准确的操作化，因此论证逻辑中的许多重要环节还有

待进一步验证；三是理论的本土适用性问题，这一点主要是针对议价能

力理论而言的。尽管本文的数据结果表明雇员的集体行动能力越强，

企业越倾向于内部晋升，然而在时下中国，鉴于工会的双重代理角色以

及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雇员的集体行动或谈判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

响企业的人事安排或其他的组织行为，还需要后续的研究做进一步的

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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