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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附属医院高层次人才引进的风险分析与对策
贺丽娟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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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人才是医院发展的第一资源，
特别是高层次人才，
更是起着引领发展的重要作用。近几

有成功的案例，
也不乏失败的教训。文章通过运用风
年，
医疗机构纷纷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
险管理的基本理论，从医学高层次人才的群体特点入手，阐述了人才引进存在的风险，分析了风险
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相应对策，
以尽量减少医院的风险和损失。
关键词院医院管理曰人才引进曰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院 砸员怨苑援猿

文献标志码院 粤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杂杂圆园员缘园圆员猿

医学高层次人才作为卫生人力资源中的高端人
才袁具有较深的学术造诣袁能带动科技创新袁引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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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曲折的遥 医学高层次人才一般都具备孜孜不倦
的探索精神袁和坚忍不拔尧愈挫愈勇的强大毅力遥

科发展袁推动医疗卫生机构乃至整个行业的发展进

二尧引进医学高层次人才

步遥但千军易得袁一将难求遥近几年袁医疗机构纷纷想

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方设法尧不遗余力地引进高层次人才袁有些确实落地
生根袁开枝散叶袁结出丰硕的成果曰有些却落地无声袁

高校附属医院是高等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既

空耗资源袁造成引进的风险和损失遥 笔者试就此问

有依托高校资源的优势袁 对高层次人才有着更强的

题运用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遥 风险管理是

吸引力袁同时又面临着一定的问题和风险遥识别风险

研究风险发生规律和风险控制技术的一门新兴管理

是分析评估风险的第一步遥

学科 袁按其理论袁要先从风险特征入手识别风险遥
咱员暂

一尧医学高层次人才的群体特点

渊一冤人才在引进过程中存在欺瞒行为
医院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大多是从省内外单位吸
引而来袁也不乏国外留学回国人员遥部分高层次人才

学有专长尧术有专攻遥 医学高层次人才不仅具

利用医疗机构求贤若渴的心理袁和对省外尧国外工作

有广博的医学及相关学科知识袁而且必然对某一医

及学习制度的不甚了解袁粉饰自己的简历袁拔高个人

学领域有深入的研究袁熟悉该领域的发展状况袁掌握

的专业水平袁甚至出现造假行为袁欺瞒引进单位遥 近

核心的技术袁有独到的见解和设想遥

两年袁 北京等地的高校或其附属医院都发生了引进

着眼世界尧 瞄准前沿遥 江苏现有两院院士中袁
源缘豫的中科院院士和 缘缘豫的工程院院士为留学回国

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学历造假的事件袁 造成了较恶劣
的影响遥

人员袁全省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负责人都有国外留学

渊二冤人才在引进后出现野水土不服冶症状

经历 遥 海外学习进修袁进一步培养造就了高层次人

医院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初来乍到袁 面对陌生

咱圆暂

才袁让他们具有世界胸怀袁关注国际学术动态袁瞄准

的工作环境袁均有一段适应期遥 特别是海外人才袁由

最新医学前沿遥

于教育尧文化尧体制等方面的差异袁往往会出现野水土

积极探索尧锲而不舍遥 医学高峰的攀登之路袁是

不服冶的现象遥不少引进人才很难融入医疗机构现有

基金项目院江苏省社科研究渊人才发展冤课题渊员源杂砸月原圆员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员园原猿园
作者简介院贺丽娟渊员怨愿园原 冤袁女袁江苏南京人袁助理研究员袁硕士袁研究方向为医院人力资源管理曰丁

如东人袁主任医师袁副教授袁研究方向为医院管理袁通信作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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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机制袁易引发矛盾袁不但造成引进后个人工作

单位在高层次人才引进前袁 都慎重地进行考核

效率低下尧产出甚微袁且给引进单位也带来了不良影

考察袁达成意向后签订引进协议书袁明确规定工作目

响遥如国内对医疗科研设备和耗材的采购管理严格尧

标尧任务及双方的权利尧义务遥 但由于受到单位内外

限制多尧周期长袁有些从海外回国的高层次人才不了

条件所限袁承诺的配套措施如实验室尧工作助手等袁

解这种工作机制和流程袁以国外的经验操作袁往往因

往往不能及时安排到位遥高层次人才一旦落地袁单位

设备问题得不到解决而耽误了实验周期遥

往往就疏于管理和关心遥 或往往只关心其有没有完

渊三冤引进人才对本土人才的冲击

成预定目标及任务袁而忽略其没有完成的原因遥对高

为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袁政府和单位都研究制

层次人才的绩效考核未能持续跟进袁 缺乏有效的管

定专门政策袁采取特殊措施袁为他们提供优厚的工作
条件和生活待遇遥 同时不断完善配套政策袁为人才
充分发挥作用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 咱猿暂遥

理遥

四尧对

策

这些优惠政策明显更倾向于引进人才袁使其拥有比

根据风险分析评估的结果袁选择最佳策略袁降低

本院人才更为丰厚的研究资金和薪酬待遇遥 这会引

人才引进风险发生的概率袁 减少直接损失和间接损

起本土人才的心理失衡和不满袁打击现有人才的积

失袁这也是风险管理的终极目标遥

极性尧创造性袁造成两者之间的情绪对立袁甚至带来

渊一冤做好人才规划袁从实际出发按需引进

矛盾冲突遥

要根据医院发展和学科建设需要袁 绘制人才规

渊四冤人才流失

划蓝图遥 遵循分类指导尧按需引进的原则袁综合客观

人才引进后的环境不适应尧引发的矛盾等等实

分析袁实事求是袁因地制宜袁按岗位需要引进不同层

际问题袁使得野人心思变冶遥 极有可能造成外来人才

次尧不同类型的人才袁切不可一味追求高学历尧高职

没留住袁本土人才被排挤离开袁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冶

称遥 同时要做到差异化引进袁使外来野移民冶与野原住

的情况遥 这不仅造成人力资本投资无法收回的直接

民冶在主攻方向尧专业特长尧年龄尧资历等方面形成优

经济损失袁也会带来高层次人才流向竞争对手后的

势互补袁促进学科融合袁避免重复引进遥

间接经济损失遥 人才流失风险会导致人力投资成本

渊二冤完善评价机制袁引进前重在辨识人才

增加尧医院的核心技术泄露尧关键岗位空缺等一系列

圆园员猿 年笔者对院内 员园怨 位专家进行了野医院人

严重后果 袁必须认真考虑对策遥
咱源暂

三尧原因分析
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袁进一步分析原因袁评估风
险发生的概率遥

力资源配置与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冶问卷调查袁其中关
于高层次人才引进应重点考核哪些方面的问题 渊被
调查者限选三项冤袁结果见表 员遥 说明专家更看重引
进人才的业务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尧 团队意识和组
织能力尧对学科发展和学术前沿的把握能力尧科技创

渊一冤单位与引进人才双方信息不对称

新能力袁这些能力更多具有隐性特征遥医学人才的显

如前所述袁医学高层次人才具有鲜明的群体特

性业绩往往是由隐性素质所决定的 咱远暂遥 所以在高层

点袁在学识尧能力尧品质等方面具有隐性的特征袁不易

次人才引进中袁应对人才个体进行全面考核袁完善评

通过学历尧职称尧文章等这些显性的材料加以完全辨

价指标遥在试用期内袁重点考查引进人才的能力与品

识袁增加了人才选拔的难度遥 而人才对自身情况了

质袁测试与岗位的匹配度袁以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遥

如指掌袁应聘前肯定对医院也多方探听遥 这种信息

当然对其提供的学历尧履历尧发表文章等资料袁也要

不对称大大增加了人才引进的风险遥

严格把关袁通过国内外相关网站尧其导师及同事等多

渊二冤高层次人才定位高尧压力大
高层次人才是一个团队的核心袁要带领团队冲

种途径进行查验袁防止弄虚作假行为遥
渊三冤依托外部资源袁引进方式可灵活多样

锋陷阵袁必须有威信和号召力袁必须能协调处理好团

高校拥有一批国家级重点学科尧重点实验室袁科

队内尧外的关系遥 单位往往会认为引进的人才优于

研实力较强袁在实验场地尧设备等硬件方面均优于附

内部人才袁并给予更多的期望 遥 这些都使其承受着

属医院遥 作为附属医院袁可以和学校强强联合袁突显

巨大的压力遥 若压力不能转化为动力袁也不能自我

优势袁增强对国内外顶尖人才的吸引力遥政府部门对

调节适应医院环境袁那高层次人才势必出现产能低

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扶持力度也日益加大袁在资金尧财

下尧心生去意等危机遥

税尧社保等方面都有一系列配套鼓励措施遥这些都是

咱缘暂

渊三冤单位往往重承诺轻兑现尧重引进轻管理

可利用的外部资源袁 为医院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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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机制遥 绩效考核结果可分优秀尧合格尧不合格三

高层次人才引进考核项目

选择项
业务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
团队意识和组织能力
对学科发展方向和学术前沿的把握能力
科技创新能力
已取得的业绩成果
思想素质
学术地位

选择率渊豫冤
远源援圆
缘源援员
缘圆援猿
源远援愿
圆园援圆
员怨援猿
员缘援远

定更坚实的基础遥 从表 圆 可以看出袁近五年笔者所

在医院依托高校和政府项目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占总
人数比例基本呈上升趋势遥
人才引进方式可进一步灵活调整袁采取长期尧短
期袁全职尧兼职袁项目合作等多种形式袁野不求为我所
有袁但求为我所用冶袁最大限度地发挥出高层次人才
的实际作用遥
表圆

窑员源员窑

某医院近五年高层次人才引进情况

依托高校和政府
引进人才 依托高校 依托政府人才
项目引进人数占
年份
总数渊人冤 引进渊人冤 项目引进渊人冤
总人数的比例渊豫冤
员
园
源
圆园员园
圆缘援园
圆
员
远
圆园员员
缘园援园
员
员
猿
圆园员圆
远远援苑
圆
园
猿
圆园员猿
远远援苑
员
圆
缘
圆园员源
远园援园

个档次遥 考核优秀者袁优先拨付科研基金袁优先申报
新项目袁优先安排工作场所和人员曰绩效考核不合格
者袁给予一定的惩戒袁直至解除协议遥
渊五冤重视本院人才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为避免引进人才 对本院现有人才造成大 的冲
击袁要重视野已为我所有冶的高层次人才袁他们是在学
科发展过程中群雄逐鹿的胜利者袁 是为医院腾飞做
出卓越贡献的奉献者遥 医院在积极引进外来人才的
同时袁也需要加强对内部人才的扶持与培养遥外来人
才是锦上之花袁内部人才队伍更是医院的强院之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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