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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我国对人才的需求与要求不断提高,主要因社会在进步,而且教育力量被社
会各界高度重视,所以高校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创新发展尤为重要。高校为持续推进人才队伍现代化创新
发展,在人力资源管理视域下开展创新培养工作,从而为我国教育工作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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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society, China's demand and requirements for talents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mainly because the society is progressing and the educational force is highly valued by all
walks of life, so th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alent team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alent tea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rry out innovative trai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o
as to provide guarantee for China's education.
[Key word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alent team building; innovative countermeasures
引言

大大提高高校人才队伍的建设与管理难度；此外,高校教师在当今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视域下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发展工作中,

社会中的工作选择也逐渐增多,工资待遇也显著提升,所以很多教

遇到很多阻碍因素,影响队伍的建设与创新发展,例如人才管理

[2]
师更倾向于选择高薪工作,因此促使高校教师流动性增加 。

机制不完善、人才工作效率待提升等,为避免上述问题对人才队

2.2人才独立性

伍建设工作造成更多影响,本文针对诸多问题进行针对性解决,

在对高校教师管理的过程中,教师的个人发展培养均具有

从而强化现代教育价值,为我国培养出一代代优秀的高素质专

独立性,因教师的个人独立发展对其自我价值的提升有着积极

业型人才。此外,通过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管理优势,引导人才发

的推动作用,所以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更倾向于自我能力的提升,

挥自我特长与优势,创新发展教育工作。

[3]
从而确保成为一个独立全能型的高素质人才 。

1 高校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2.3高价值管理特点

首先,高校人才队伍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核心力量,因只有

随着现代人才素质及工作能力不断提升,高校人才管理工

给予学生良好的培养条件,才可保证其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为

作也要持续更新与改进,这样可满足人才的管理需求,所以需要

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保障。其次,高校人才队伍的建设是顺应时代

高校积极引进先进的管理措施,对人才的管理进行全方面约束,

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现代化教育形式,依靠队伍集结的力量,不断

[4]
进而提升了人才管理成本,并形成高价值管理特点 。

对教学内容进行创新,确保教育知识与时俱进,以便为社会发展
[1]

提供助力 。

2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特点

3 高校人才队伍建设与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3.1人才管理机制不完善
高校在建设人才队伍的过程中,随着我国政策及各高校专

2.1人才流动性

业内容的不断变化,促使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发生变化,此外,

高校是培育人才的主要场所,在对高校人才开展管理的过程

对高校人才管理标准也不断提高,但部分高校未根据学校发展

中,因人力资源市场流动性较大,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需求进行人才队伍建设,而且人才管理机制也未完善,其中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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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评估、竞争及激励机制,进而导致人才队伍建设受阻,严

岗位发挥作用,而且还要根据高校实际情况设计人才队伍治理

重阻碍高素质人才培养工作持续开展。

控制措施,例如竞争机制,可在队伍内部设置人才淘汰制度,考

3.2人才队伍工作效率待提高

核内容以专业教学内容为主,此外,还要对教师的专业素养进

评估高校人才队伍主要以整体的工作效率为主,但由于部

行考核,促使其肩负起培养人才的重任,需要完善的人才管理

分高校对评估标准及评估方法改进并不显著,促使教职工无法

机制相对较多,但所有机制完善的目的都是为塑造良好的师

及时了解自身缺点,而且在评估过程中严重缺乏互动环节,很多

德及作风为标准,从而构建出先进的人才队伍。最后,完善各

教职工虽成为人才队伍的一员,但对其所承担的职责与作用并

种人才管理机制的过程中,需要给予教师及学生一定的话语

不了解,严重影响后续教育工作的开展。部分教职工因工作激励

权,促使受众对象可客观的表述出各种人才队伍管理缺点,这

不足,导致教职工工作热情不高,对教育工作的创新并未投入过

样可针对性的进行改进与完善,促使人才队伍构建符合当下

多精力,促使整体的教学质量产生严重影响,并降低人才队伍的

[5]
学生培养需求 。

4.2创新评估标准与要求,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

整体工作效率。

一个全面的评估标准,不仅可以帮助教师锁定目标,还会不

3.3人才职业规划不足
在建设人才队伍时,职业规划可为人才队伍树立共同的前

断提升教师的工作效率。目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着手助力

进目标,忽视人才个人特长与优势的发挥,因在人才队伍中,个

教师创新发展的工作中,而且在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基础上,严

人特长也会为队伍的创新发展提供保障；大多数高校树立共同

格按照人性化原则,积极开展定量分析工作,以便保证对每个教

的规划目标后,多以共同发展的目标角度出发,将个人特长培养

师的评估工作高效、精准。在创新评估标准的过程中,需要充分

与发挥忽视,这也严重影响人才个人的发展,而且人才规划方向

考虑多方面的影响因素,综合调整评价指标,并保证与实际情况

单一化,阻碍人力资源管理方向的进一步明确。基于此,要多角

相符合,此外,评估标准还要与激励机制相互融合,因在不同标

度进行人才职业规划,促使人才可充分发挥出个人特长,从而强

准下设置激励因素,可大大提高教师的创新能力及工作效率；其

化人力资源的管理工作。

中激励因素最佳的方式是以教师的薪水为基础,并辐射出多条

3.4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基础建设不足

奖励机制,显著提升教师的福利待遇,促使其可在外在因素的激

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基础上开展人才队伍建设工作,需

励下完全投入至本职工作中。教师团队的评估标准与教师个人

要加强人才信息管理,但因部分高校信息化管理存在诸多缺陷,

评估标准要尽量区别,要以消除个人因素为前提,避免对教师队

例如资源整合不全面、先进信息技术控件不兼容等问题,影响人

[6]
伍产生影响,阻碍教师队伍的创新发展 。

力资源管理工作持续升级,上述问题归根结底主要是因基础信

4.3加强人才队伍规划,强化教师的优势

息化管理设备建设不足而产生,此外,高校也未根据高校新时代

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视域下,加强人才队伍的规划存在一

发展需求设定长期人才队伍创新工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打

定的必要性,因在一个团队中人才的特长与优势均不相同,人才

下良好基础。

在队伍之中相互配合与学习,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及教学

3.5人才队伍培养工作单一

质量。想要保证教师队伍可持续创新发展,需要有一个详细的教

随着我国社会飞速发展,需要大量人才为各行各业的发展

师队伍规划,对教师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树立出核心目标,在明确

提供助力,由此也可看出高校教师的教育压力,为积极创新高校

发展方向后,高校要给予教师一定的后备力量及支持条件,为教

教学途径,高校构建人才队伍,对教育工作进行创新,但因高校

师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便利条件。教师人才队伍中的人才规划还

人才培养方式过于单一,教师的教学思想也过于传统,高校所构

要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因人才类型不同,需要采用统一的规划模

建的人才队伍也并未起到实质性的培养效果,同时还相对浪费

式对人才进行培养,基于此,首先需要对人才进行综合分类,并

高校内部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高校人才资源分配与创新

在队伍中将人才的个人特长充分展现出来,其次,还要针对人才

发展。

的优势进行后期规划,促使其发展可助力人才队伍创新,并为学

4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视域下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对策
分析

生的培养提供保障；再次,人才规划要推动教师开展学术研究,

4.1积极完善高校人才管理机制,为培养学生打下良好基础

价值与商业优势,从而创建出良好的商业环境,有效带动人力资

并在组织内可提出新的看法与见解,为高校创造出更高的经济

高校在建设人才队伍时,首先需要针对人才队伍市场进行

源及高校周边经济发展。最后,人才队伍规划要持续性强调教师

深入分析,切实了解人才队伍组成与结构,并在相关政策的引导

的专业素养,注重培养教师的德育教育价值,促使这部分教育力

下,利用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开展人才培养与创新工作,其

量可影响我国一代又一代的高校人才；还要针对教师发展情况

中最为主要的管理工作是不断完善人才管理机制,针对人才的

设计出短期目标及长期目标,鼓励教师成为外向型教育人才,并

行为及思想进行双重约束,促使人才在正确的方向与目标下,可

[7]
积极构建补偿机制及与培训机制,促使人才规划更加完善 。

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其次,完善人才管理机制,要注重层
级划分设置管理目标,促使人才队伍的各部分力量均可在各自
70

4.4增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基础建设与完善工作,促进人才
队伍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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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发展需要每位教师辛勤付出,而且需要结合当下先

借鉴其他高校人才队伍培养方式,学习其培养优势,促使人才可

进的教学方式,加强学生培养,促使学生科成为建设社会的高素

得到充分锻炼与培养。除此之外,还要积极构建出教师培训机制,

质人才,而教师的发展与培养也至关重要,教师只有做好带头作

对教师的定位培养与专业评估,促使教师可为不同专业学生提

用,引导学生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挖掘专业内容的潜在价值,这

供专业化的培训。

样才可切实提升学生对学习效果,助力社会发展；所有教师均需

5 结束语

在人力资源管理的条件下,开展所有教育工作,所以人力资源管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是所有单位的核心工作之一,

理部门为充分发挥其价值与作用,为教师队伍的构建与创新提

其中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影响下,开展人才队伍创新发

供保障,针对其内部基础设施开展完善工作,因随着现代信息技

展与培养工作,这不仅对高校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对社会发展也

术的快速发展,很多先进的信息技术被应用到人力资源管理工

具有同样价值,所以促进教师队伍创新发展,需要切实借助评估

作中,智能化的管理方式可帮助教师快速获取相关的人力资料,

机制、培养机制、管理机制等对人才进行多方面培养,促使人才

加强教师队伍中成员的了解,也为提供信息交互提供保障。此外,

可在队伍之中发挥自身特长,并帮助队伍解决创新发展难题,为

数字化技术被引入后,有效提高教师评估效率,同时还降低各种

国家持续培养出更优质的高素质人才。

数据信息生成成本,利用数据信息可以相互转化,促进资源的高
效利用,而且高校利用相关的软件开展跨平台信息资源整合,从
而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这对创新高校人才资源管理有着巨
大助力。高校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交互信息需要精准识别资
源的关键信息,并根据信息内容明确正确立场,以此评价信息
的准确性；在使用信息资源的过程中,也需要高校各部门相互
协作,并给予一定的支持与重视,并为开展后续的教育工作提
供便利条件。
4.5创新人才队伍培养方式,提升教师教学质量
在对人才队伍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借助高校人力资源
管理的力量,因该部分力量可协调不同教师之间存在的矛盾,还
可为教师树立出专属的培养目标,因此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
视域下,可对培养方式进行创新,例如管理人员可利用激励机制
开展人才培养规划,因在不同的激励条件下,均会鼓励教师不断
前进与创新,但在激励教师的过程中,还要注重向其灌输教书育
人的重要性,促使其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教师,并且可为社
会发展培养出更为优秀的人才。培养方式对创新还在于与其他
培养方法的融合,所以积极探索其他培养方式尤为重要,例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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