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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七成受访职场人不反对降薪

白 领黄先生是一家自动化设备企业的中层员工，去年因市

场不稳定，公司的经营就颇为艰难。

疫情发生之前，黄先生全家前往武汉团聚过年，谁知这一趟

远行暂时盼不到归期。3月2日，黄先生的公司正式复工，然而

复工第一天，老板就在工作群里表态：公司尽量不裁员，但的确

遇到了非常大的资金压力。一个高层在群里提出自愿降薪，随

后其他管理层纷纷响应。

老板说，降薪遵循自愿原则，随后要求人力资源部出具详细

的方案。人力资源部给出了一系列方案是：高层降薪50%；中层

降薪30%；基层员工岗位工资不变，绩效工资缓发，工资差额会

在7月份补齐；3月4日之前没有回到公司的，只发本地最低工

资的80%。对此，黄先生和同事们都选择了接受。

黄先生的降薪遭遇，掀开了疫情下部分职场人正在面对的

一道选择题：是在延迟复工中等来“公司没了”的消息，还是选

择与企业成为利益共同体。

企业如何做到降薪不““伤心””

尽管逐步复工， 但职场人的
“薪”情却未必阳光正好。

职业成长平台脉脉联合 Tech
星球共同对职场人进行了 《疫情
影响下的职场人———2 月份调薪
状况调查》，三成受访者的 2 月份
薪酬有调整。 不过，对于非常时期
企业的调薪之举， 有合计近七成
的受访者表示“不反对”，另三成
则明确表示“不支持”。

此次“调薪状况调查”以问卷
调研的形式访问职场人。34%的受
访者表示已经“被调薪”。 在受访
人群中， 当前企业的调薪手段 ，
19%为仅发放基本工资；17%延迟
发放工资；甚至有 10%直接停薪。
除此之外，有 26%的被调薪者，面
对的是企业“不尽相同”的调薪方
式。 比如：降薪部分，股权补偿机
制；底薪减半、提成不发等。

事实上，1月 24日，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印发通知规定，“企

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

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
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
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
或者少裁员。 ”2月 7日，人社部、全
国总工会等部门联合印发的相关

《意见》亦提出通过协商调整薪酬。
不过， 不出意料的是，75%的

职场人不会主动提出降薪。 尽管
减薪不是个好消息， 但大部分的
受访者并未明确表示反对，45%的
受访者表示：“可以理解， 不反对
也不支持”，18%的受访者表示“支
持，疫情下共患难”，另有 8%的受
访者表示“不好说”。

一家互联网公司从业者王女

士表示，“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疫情期间经济受影响， 很多公司
都面临压力。 通过降薪等方式先
保证公司活下去， 再考虑 “活得
好”；员工先考虑有工作再想收入
高，这是本末的关系。

对于如何执行薪酬调整的政

策，被调薪者所在企业中，有 51%
的做法是 “没商量”———“强制执
行，员工不接受就离开”；“号召鼓
励，半推半就”的为 19%；“高层人
员强制执行，其他员工自愿”的为
9%。

然而，在疫情非常时期，怎样
设计员工的工资给付， 成为企业
的生存之道。

记者了解到，中、高层带头降
薪的做法最为普遍。 共享充电宝
品牌小电近日对外宣布， 足额发
放 1 月、2 月工资， 用于保障疫情
期间员工收入及生活稳定。 同时，
小电高管团队、 中层管理团队均
表态，自 2 月起自愿减薪 50%，作
为疫情期间的小电运营资金。

坚持不降薪、 不裁员的做法
赢得了员工的集体支持， 有小电
员工表示：“上一个台阶看问题，
下一个台阶做事情， 其实公司和
大家是互相成就的共同体， 我们
每个人都对未知有恐惧， 但这不
代表我们不能勇于面对未知 ，对
困难不能迎难而上， 不后悔自己

的每一个决定， 愿意降薪与公司
共患难。 ”

另一种做法的是， 根据公司
业绩、产品销量调整薪酬结构。 在
上海有多家连锁店的某汽车服务

品牌， 因为疫情期间员工返沪率
受影响，为激励员工积极复工，决
定将门店 15%的盈利作为员工的
奖金发放； 上汽集团旗下上汽大
通和零部件企业目前正在内部探

讨最新的降薪方案。 根据方案显
示， 上汽大通占工资 35%的绩效
奖金从 3 月份起将进行 “打折
扣”，级别越高折扣也越高。 此外
取消了年休假补贴、 技术中心服
装费以及书报券等福利， 一线员
工全勤奖调整为生产奋斗奖 ，将
根据产销量安排适时发放。

生存的中断， 经济的脱节，个
人收入受到影响， 企业压力与日
俱增……在这场疫情里， 每个人
都在等待中吊着一颗心七上八

下。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企业对待
员工的方式，直接影响到整个组织
氛围和工作产出，也反映了一个公
司的结构规模以及格局大小。

2020 年 2 月， 清华大学
和北京大学对 995 家中小企
业的现金维持情况进行了调

研，结果显示，85.01%的企业
现金流最多可维持 3 个月 ，
同时调查还显示， 疫情下企
业支出的主要压力来源员工

工资及 “五险一金 ”，占比达
到 62.78%， 多数中小企业的
成本大头还是员工工资和五

险一金。
疫情之下，没有人能置身

事外，只有活下来，才能谈发
展。

德锐咨询高级合伙人刘

玖锋指出 ，因此 ，企业首先
应该设计从薪酬和激励组

合考虑危机下的薪酬发放 ，
再考虑业务调整和组织变

革来增加营收 。 他强调 ，调
整薪酬发放时务必把握五

个原则。
原则一，信息透明，共克

时艰。“公司瞄准什么目标 ，
现在处在什么阶段 ， 因此
必须做什么 ”，这样的状态
需要传达到每一个员工 。
信息透明 ， 可以让员工理
解和信任公司的决策 ，确

保公司目标和个人目标一

致性 ，更好地解决问题 。 企
业要做到信息真实 、公开 、
透明 ， 能够认清当前危机
的状况 ， 取得员工理解和
信任 ，号召和鼓舞全员共同
面对并战胜疫情。

原则二，宁愿降薪，不轻
易裁员 。 在这个特殊时期 ，
如果首先采取裁员的方式

对员工士气打击很大 ，损害
公司的企业文化 。 其次 ，疫
情期间 ，如果裁员 ，员工失
去工作 ，无法去寻找新的工
作 ，每一个员工身后都是一
个家庭 ，在疫情危机时选择
降低工资 ，不裁员 ，也体现
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对员

工的责任。
原则三 ，从高管自愿到

统一规定 。 根据公司现金
流状况 ， 企业可以在公司
内部先启动高管自愿降低

薪酬的倡议 ， 节约公司现
金 ， 申请降低薪水的幅度
建议比例不等 。 在自愿降
薪的申请中 ， 人力资源管
理者要考虑员工的特殊情

况 ，例如家庭的收入来源 、

家庭的经济情况 、 薪酬占
贷款支付的比例等 ， 有一
些特殊员工即使自愿降薪

也不能通过审批降薪。
原则四，降薪从高管到全

员。 如果公司危机， 选择降
薪， 薪酬降低一定要从高管
开始，逐步过渡到员工。 高管
的降薪幅度要大于员工的降

薪幅度。 薪酬的降低是疫情
危机情况下的一种短期的特

殊机制， 当企业恢复正常经
营的时候， 承诺补发在疫情
危机时期所降低的薪水 ，真
正形成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

的文化。
原则五，降低固定薪酬增

加浮动奖金。 “一降一增”原
则， 指降低固定薪酬的同时
考虑增加浮动奖金。 当执行
降低薪酬的政策后， 需要配
合增加浮动薪酬， 浮动薪酬
来源于在疫情危机期间由全

员的努力创造的收入， 这样
降低固定薪酬， 能够减少开
支，保证企业的生存，增加浮
动奖金， 能够激发全员群策
群力，寻找商业机会，努力奋
斗，战胜疫情。

一场疫情，不仅考验着一
家企业的经营实力和文化 ，
也给了职场人一个警示 ，如
何提高职场抗风险能力 ，以
此来避免下一次不确定性事

件的冲击和影响？
脉脉联合创始人、脉脉招

聘业务负责人王倩表示 ，疫
情因素叠加经济不确定性 ，
肯定会带来企业人才策略的

调整。 靠人才数量来提效的
时代已经过去， 靠人才质量
来驱动会更加明显。 求职者
需要有 “长线经营 ”的思维 ，
对个人职业品牌做长期投

入， 才能更有效地对抗短期
的不确定性。

王倩建议， 职场人可以

多利用职场社交平台来经营

个人职业品牌， 作为待机青
年 ，时刻准备好 ，关注同行 、
关注机遇，和前辈交流，应对
可能的危机 。 在这一过程
中， 既能自我提升， 也能对
外传递自身专业能力， 自然
会吸引好机会主动找上自

己。 而在生活中， 应该注重
消费与积累的整体平衡 ，提
升抗压和抗风险的能力 ，以
确保自己在职业选择中游刃

有余。
王倩同时表示， 对企业

而言， 企业人才质量提升是
应对不确定性的关键， 建议
提前开始储备和发展企业人

才库。

王倩的观点也获得了不

少职场 “待机青年” 们的共
鸣。 这些因为疫情被困住的
职场人，表面上进入了“待机
状态”什么都没法做，实际上
却默默努力， 等待机会来临
拥抱职场新机遇。

脉脉站内的 “待机青年
不怠机 ”的主题目前已经收
获了过百万人关注 ，分析讨
论内容发现 ， “人品 ”、 “学
习 ”和 “存款 ”已经成为当下
职场人的待机三大件。 攒人
品 ，有好人脉 ，使得别人有
机会时能想到你 ； 学习充
电 ， 机会来了能够把握住 ；
积累存款 ，面对变化能灵活
转身。

三成受访者2月份
薪酬有调整

疫情之下，从员工的
待遇看企业格局

调整薪酬发放时
务必把握五个原则

职场人“待机”三大件：
人品、学习与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