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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数字人才的需求量巨大且在迅速增

加，各大企业求贤若渴。然而遗憾的

是，由于没能更有效地针对女性进行招聘，

许多企业正与良机擦身而过。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STEM）学科的大学毕业生中

女性占36%。但STEM领域的女性员工只占

25%，管理层中女性所占比例更小，仅有9%。

让更多女性加入数字行业不只能填补市

场对人才的需求。BCG的研究表明，女性

的加入有助于平衡员工和领导团队的性别比

例，无论从运营层面还是财务层面上讲，都

将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如果企业中女性员

工人数与男性持平的话，那么这家企业将会

更加富有创造力与韧性，且身处其中的女性

员工也将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和职业抱负。

研究中，我们构建了一个分析性别多样

性问题的框架，用以追踪职业生涯发展的不

同阶段，包括：女性员工招聘、留用、晋升

以及高级管理层内的分工。这四个阶段环环

相扣：如果企业内的数字岗位留不住女性员

工或她们无法得到晋升，那么该企业将不太

可能在这个岗位上招聘到更多女性员工。因

此，企业需要有序采取措施，全面解决上述

四个阶段中女性的职业发展问题。首先，企

业领导层应该做出明确表态，强调性别多样

性的优先地位。

令人欣喜的是，数字科技正迎来发展的

拐点，这意味着企业还有时间迎头赶上。如

果企业积极寻求合适的人才储备，开展针对

女性的招聘计划，那么其业绩将得到提升。

那些留得住人才且能够确保女性员工晋升到

更高职位的企业将真正在数字人才的竞争中

获胜。

数字领域女性从业者严重短缺
数字化改变着各行各业。企业进行大量

投资，引入新系统与工具。但人才仍是制约

众多企业发展的因素。据美国劳工部估计，

与电脑相关的工作岗位缺口到2024年将达

110万，但由于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

生不足，其中三分之二的岗位将得不到填补。

女性可以帮忙满足这一人才需求。然而，

受到文化及社会因素的影响，女性往往不会

从事STEM相关工作。由于拥有相关学位的

女性人数相对较少，企业中的女性员工人

数稀少也就不足为奇了（图表显示，STEM
行业内女性人数随级别的升高而递减）。

一些拥有STEM教育背景的女性选择不进

入传统企业。《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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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Review）的首席执行官兼发行

人Elizabeth Bramson-Boudreau在采访中表

示：“即使女性毕业于技术相关专业，她们

也更愿意投身学术，或将专业技能运用于以

任务为导向的项目。” 

另外，女性员工即使为企业所雇佣也留

不长久。因为企业中女性人数过少，她们看

不到发展的榜样，常常感到孤立无援，最终

只能选择离开。因此，仅靠招聘并不能解决

问题。

一家为学龄女孩开设计算机科学课程

的组织机构——“编程女孩”（Girls Who 
Code）的研究与评估主任Ryan Clarke表示：

“很多大型科技公司注重招聘上的性别多样

性，但一旦人招进来了，就会发现公司文化

仍在一定程度上偏向于男性。”她说，文化

很难改变，但影响力却很大，不仅会影响现

任员工，还会影响企业的招聘声誉。女性如

果对这种文化有所耳闻，就会另谋他处。

总之，为吸引更多女性加入数字团队，

大部分企业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由于技术

的大范围普及，从本质上来讲，所有企业很

快都将成为科技企业。数字化终端产品和服

务将不断增多，这也就意味着女性将大有可

为。企业需要女性程序员和设计师参与开发

不同类型的产品，从线上购物到个性化定制

的医疗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在如何公平合

理地应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这一问题上，企

业需要不同的观点，而不是墨守成规。

如何胜出：员工生命周期全覆盖
为在女性数字人才的竞争中胜出，企业

不仅需要更有效地进行招聘，更需要关注员

工发展的整个周期，包括留用和晋升。

寻找人才

首先，确保企业找到最大的女性人才库。

找到每一位潜在的候选人。正如上文所

述，学习STEM相关专业的女性人数不足，

但至少企业应争取接触到该领域中每一位潜

在的女性候选人。

为此，企业应开展定向市场营销及广告

宣传，明确推出正在寻找女性应聘者的信息。

LinkedIn、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都

是扩大宣传的宝贵工具。新世纪的技术女性

之间存在巨大的网络效应。《麻省理工科技

评论》的Bramson-Boudreau表示：“只要找

到一个人，你就能找到一群人，因为她们在

社交媒体上都互相关注。”企业还可以关注

女校或女性组织。在通过猎头招聘岗位时，

应要求筛选候选人名单时保持男女比例平衡。

无法获得足够女性应聘者的企业可以通

过提供所需技术的培训课程增加岗位候选人。

例如，手工艺品线上销售平台Etsy通过传统

渠道无法找到足够多的程序员。因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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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中的女性人数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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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了为期12周的免费开源软件及编程培训

课程。最终，该公司雇佣了三分之一以上参

加首期培训的学员。

从更广的范围来说，企业可以倡导更多

学龄女孩参与STEM学习项目，甚至可以赞

助或资助这些项目。 

重新思考招聘活动。除举办传统招聘会

外，企业应针对女性举行招聘活动。这可以

是低调的非正式活动，并鼓励参加者携朋友

前来（研究显示，由于科技领域的女性人数

很少，很多女性感到孤立无援，无法建立

强大的专业社交网络）。埃森哲等企业利用

数字技术面向应聘者举行虚拟招聘会（参

阅BCG于2017年8月发布的文章《Digitally 
Driven Gender Diversity》）。

考虑非STEM及STEM相关领域的应聘
者。挖掘顶尖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项目的校友

网络虽然非常重要，但企业也应该考虑邻近

学科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她们掌握类似技能，

并有能力学习更高深的数字与分析技能。在

社会招聘女性员工时，我们不应忽视那些已

具有一定技术基础并正在邻近行业工作的人

才。例如，一些技术型初创企业的女性创始

人虽然可能没有编过程序，但是她们懂得如

何管理该领域的项目和人才，可以成为有吸

引力的人选。

提供公平的工作机会。性别多样性面临

的一个主要挑战就是许多女性仍然无法获得

与男性同工同酬的待遇，数据分析领域也是

如此。技术工作招聘平台Hired于2017年开

展的一项面向12万个工作岗位的研究显示，

同一家公司提供的相同岗位中，三分之二的

女性员工工资水平低于男性员工。另一项研

究发现，技术岗位的女性工资普遍比男性低

18%至22%。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但

同时也为我们创造了机会：通过确保现有岗

位以及新岗位工资水平的公平性，企业可脱

颖而出，对女性应聘者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运用技术消除偏见。大多数做出数字分

析岗位招聘决策的经理都是男性。研究表明，

事实上，每个人都不自觉地带有偏见。人们

更喜欢与自己背景相同的应聘者——也就是

说，符合岗位要求的女性很可能被忽略。

为对抗这种倾向，可以使用软件消除招

聘偏见（Textio就是一个选择）。在筛选应

聘者简历时，消除姓名等身份识别的细节信

息可以让我们仅依据能力优劣对所有应聘者

进行考量。运用人工智能软件进行第一轮面

试，比如可采用游戏机制，请应聘者玩一系

列神经科学相关的游戏，并通过机器学习算

法分析结果，毫无偏见地对应聘者与岗位进

行更好地匹配（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些

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学习”功能是基于之

前的聘用数据，因此它们很有可能重复，甚

至加重过去的招聘偏见。与其他技术一样，

人工智能招聘程序需要人类的监督，招聘者

需要接受培训，学习如何运用这些工具来消

除偏见）。 

留用与晋升

如果企业留不住招进来的女性员工，那

么无论多好的招聘活动都无济于事。因此，

一旦女性员工进入公司，领导就应该采取正

确措施，留住女性员工并给予她们与男性同

等的晋升机会。这些措施应该是基于数据而

非直觉。具体来讲，企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入手。 

树立杰出榜样。利用每一个机会展示公

司中的女性领导者。英特尔公司成功运用了

这一方法。2015年，公司设定目标：40%的

新雇员应为女性或来自少数群体。为支持该

计划，英特尔推出红毯活动，让在职的女性

和少数族裔的高管可以和性别或族裔与自己

相同的应聘者进行面对面的招聘。公司在一

年之内达成目标：2016年的新进雇员中，

43%是女性或来自少数群体。《麻省理工科

技评论》的Bramson-Boudreau表示，领导

层中的女性榜样更加重要。“目前来看，如

果领导团队全是男性的话，会让人觉得有点

儿尴尬。”

扶助人才。企业高层男性和女性领导的

扶助可以有效地帮助初级及中层女性员工逐

级晋升，实现职业生涯发展，而非仅仅让她

们安于现状。扶助人可以给发展潜力较大的

女性员工提供建议，为她们的职业生涯发展

指点迷津，并鼓励她们接受升职、培训和关

键任务。应特别注意的是，男性和女性都应

有机会得到扶助。

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灵活的工作安排

是创造包容性企业文化的一个主要手段。

BCG等机构的研究表明，女性一致将弹性工

作制列为促进性别多样性和增加留任率的最

有效方式。在BCG最近的一项研究中，58%
的女性员工认为弹性工作制是在全球范围内

增加性别多样性的最有效措施（参阅BCG于

2017年6月发布的文章《Getting the Most 
from Your Diversity Dollars》）。另外，弹

性工作制与科技企业的工作氛围不谋而合。

此类企业的员工多为工作时间不规律的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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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们不会在意“露面时间”这种过时的

工作理念。

在晋升中消除偏见。除招聘以外，偏见

还普遍存在于关键决策和晋升当中。在决

定谁能晋升、谁应该参加重要会议，谁应

领导重点项目等关键时刻，由于亲和偏见

（affinity bias）的存在，在男性占主导地位

的企业文化中，决策者自然而然会更倾向于

选择男性。企业应确保在做出每项决策时都

引入评价指标，而决策委员会成员也应充分

多样化。

相较于过去，现在我们开始越来越公开地

讨论女性在工作中所面临的挑战。理想

情况下，这一问题还可以得到更好地解决。

同时，技术被普遍应用于所有行业当中。这

都促使企业招聘更多女性数字人才，并创造

平等的企业文化，使女性可以得到发展与进

步。文中所述的措施只是漫漫长路的一个起

点。但我们相信，劳动力性别平衡以及基于

才能高低而非性别差异的机会公平，将是我

们值得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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