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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逆向选择的企业人才招聘风险博弈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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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企业普遍存在的人才招聘风险，通过建立逆向选择博弈模型，对企业人才招聘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

逆向选择进行了深入分析，探明了人才招聘风险产生的根源，
提出了解决企业人才招聘中逆向选择风险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逆向选择；招聘风险；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 8772（2011）14- 0132- 02

1、
引言

聘者）由于得到的待遇太低就会退出竞争，去其他企业应聘，而
继续参加竞争的应聘者其真实实力水平可能就不高。这样做的

逆向选择又称为不利选择，是指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

风险就会导致招聘方愿意支付的价格进一步下降，更多的实力

和市场价格下降产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进而出现市场交易

水平高的应聘者退出招聘市场，形成低实力水平者逐渐占据了

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的现象。Akerlof 的“柠檬”市场模型（1emons

高实力水平人才的位置。对企业来说，
其实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

model）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的先河、在“柠檬”市场上，逆向选择

情。逆向选择的结果，
一方面是低能力人才获得了较高待遇，
增

问题来自买者和卖者有关二手车质量信息的不对称，可能使低

加了企业成本：另一方面是招聘企业承担了较高的招聘成本却

质量汽车卖主将高质量汽车卖主排挤出市场，从而扼杀互利的

无法获得所需要的高实力水平人才，最终导致人事风险和收益

交易，在均衡的情况下，
只有低质量的车成交，
出现
“劣币驱逐良

的不均衡。

币”现象，在极端情况下，市场可能根本不存在，
交易的帕累托改
进不能实现。

3、企业招聘中的逆向选择模型假设与构建

理论上，在信息充分并且对称的情况之下，
不同的企业会招

企业人才招聘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形式，企业以公开招聘的

聘到所需要的能力不同的人才，优秀的企业容易招聘到优秀的

方式获取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可以看作是企业与应聘者之间的交

人才，优秀的人才容易受聘到优秀企业。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企

易关系。一般企业是通过在人才市场上以公开招聘的方式获取

业招聘的所谓“优秀人才”
往往与事实差距太大。企业在招聘人

所需要的人才，在人才市场上往往有众多应聘者通过递交简历

员时，所知道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
大多是应聘者的性别、
学历、

应聘者
的方式进行应聘。企业招聘方的基本情况是公开的信息，

工作经历等一些基本情况，
而对应聘者的真实能力、
工作业绩和

能够比较清楚的了解。应聘者也了解自己的实力水平 θ（学历、

职业道德等信息却不清楚；相对而言，应聘者对自己的学历、真

工作能力、
工作业绩、
职业道德和信用等情况），
然而企业招聘方

实能力、工作业绩和职业道德等信息却十分清楚，而且对所应聘

对应聘者的实力水平 θ 却不能完全了解，只能通过应聘者的应

最终会
企业及其职位也认识比较深刻。由于这种信息的不对称，

面试的方式或
聘材料（递交的简历表、证件复印件）和进行笔试、

出现“逆向选择”现象。

其他渠道去获取对方的相关信息，了解到人才市场上应聘方实

2、
企业招聘中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分析
企业在人才招聘过程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产生了类似
“柠檬”市场模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在企业人才招聘过
于旧车

力水平的分布函数为 F（θ）；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我们把招聘
单位看作买方，
应聘者看作卖方。我们还假定买者和卖者都是风
险中性的。招聘单位出价 P，
应聘者决定接受或不接受。
（1）如果接受，
则建立逆向选择模型如下：

程中，企业招聘者只能通过应聘者递交的个人简历、
笔试和面试
等方法来获取应聘者的相关信息，
但是对其真实学历、
实际工作
工作业绩和职业道德等方面却不甚了解，
而且所获取信息
能力、
（1）

应聘者对自己的学历、
工作能力、
工
也可能是虚假的。相对而言，
作业绩和职业道德等信息却十分清楚，而且对所应聘企业及其
职位也认识比较深刻。企业不知道应聘者的真实水平，但是知

YB 为招聘单位的效用，
Ys 为应聘者的效用，U（θ）为买
其中，

道应聘者的平均实力水平及其行业的平均薪酬状况，因而只愿

者的估价，
P 为卖者的估价，
为招聘单位出价（愿意支付的薪酬）。

意根据平均实力水平来支付报酬，
但这样一来，
实力高于平均水
平的应聘者（学历、工作能力、工作业绩和职业道德等较好的应

（2）如果不接受，双方的效用均为零。由于我们已经将没
有交易发生时的效用水平标准化为零，因而交易带来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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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净效用。

4、
逆向选择模型讨论

立完备的人才资源网络信息共享平台，
供各方查询共享。企业和
人才市场应该对人才建立完备的资料库，及时准确的记录人才
的基本情况、受教育程度、
以往的职位和工作业绩、
职业道德、信

下面以如下例子来说明上述模型中逆向选择是如何出现

用情况等，同时企业应完善自身的信息披露机制。这样，
企业在

的，为什么非对称信息会导致帕累托改进不能实现。假定应聘

招聘人才时，既可以节省招聘成本，又可以降低招聘风险，有效

者的实力水平有两种可能的类型：θ=a（实力水平高）或 θ=b（实

地防止人才在应聘过程中的逆向选择。

力水平低），每一种的概率分别为 1/2，其中 a>b；买卖双方有相

5.2 建立健全的人才识别评价机制

同的偏好且对应聘者的评价好与差等于他们的实力水平高低，

企业在人力资源招聘过程中，如果只考虑通过低薪酬策略来降

V（θ）=U（θ）=0。那么，如果没有交易发生，支付为效用向量
即：

低人力成本其实是无效的，这样只会加剧高实力水平人才的流

（0，0）；如果在价格 p 下成交，招聘单位的效用为 YB=θ-P，应聘

失。企业在进行人才招聘时应建立起反应人才真实能力与企业

者的效用为 Ys=P- θ。

所提供的职位要求相匹配的人才识别评价机制。该识别评价机

如果招聘单位知道应聘者实力水平高低，均衡价格为 p=a

制应包括应聘者的基本情况、受教育程度、
以往的职位和工作业

（实力水平高），或 p=b（实力水平低）。当招聘单位不能知道应

绩、职业道德、信用情况等一系列因素，并根据企业的职位要求

聘者实力水平高低时，如果两类应聘者都进入人才市场进行应

分别设定不同的权重，
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测评，
根据测评结果对

聘，应聘者的平均实力水平为 θ=（a+b）/2，招聘单位愿意出的最

应聘者作进一步的甄别和筛选。

高薪酬为 p=（a+b）/2；但在此价格下，高实力水平的应聘者将退

5.3 降低应聘者欺骗成功的概率。

出市场（因 Ys=（a+b）/2- a<0），只有低实力水平的应聘者愿意接

为了减少应聘者的逆向选择，招聘企业可以通过人才市场对应

受招聘单位开出的薪酬（因 Ys=（a+b）/2- a>0）。招聘单位知道，

聘者的欺骗行为进行公开披露，
对欺骗者进行威慑；
通过背景调

愿意接受招聘薪酬的应聘者一定是低实力水平的应聘者，
因此，

查，一旦发现隐瞒和欺诈行为，对其严厉处理；对应聘者采用多

p=（a+b）/2 不可能是均衡价格。唯一的均衡是，即只有低实力水

种手段进行甄选，增加应聘者欺骗行为暴露的概率。

平的应聘者接受应聘，高实力水平的应聘者退出，从而出现“劣

5.4 有选择地高薪养
“才”

币驱逐良币”现象。

对于有潜力的人才避免逆向选择的出现，
企业应遵循
“养兵

综上所述，由于双方的信息处于不对称状态，
企业招聘方处

千日”
的理念，
对其实施适当的高薪，
同时提高企业福利，
增加对

于信息劣势，很容易产生逆向选择，
实力水平低的应聘者会把实

高实力水平人才的吸引力，逐渐实现“良币驱逐劣币”的良性循

力水平高的应聘者“排挤”出人才市场，出现与“二手车”市场相

环。

同的市场运行机制及相同的信息经济学问题，大大增加了人才

5.5 建立人才市场信用机制

市场的风险。这样会使招聘企业难以招聘到真正所需要的人才，

人才市场和企业应该联手建立起信用机制，
从根本上
政府、

导致招聘风险。并且从长期来看，
低风险有实力的应聘者要么退

杜绝
“假”
学历、
假业绩的出现，
使低实力水平的人才为了伪装成

出市场要么趋同于高风险者，
人才市场将陷入恶性循环。通过以

高实力水平的人才时，
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该代价大于伪装成

上深入分析可以看出，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信息不对称引

高实力水平人才所获得的收益，一个理性的低实力水平的应聘

发的逆向选择问题，从而诱发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企业人才招聘

者自然就不会作假。

风险产生的根源。

5 企业人才招聘中逆向选择风险的应对策略
5.1 建立完善的信息获取机制
解决企业人才招聘中逆向选择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信息
的对称性，避免应聘者与招聘方信息不对称，
减少人才招聘中的
不确定性，实现应聘者与企业的双赢。为此，
企业可以采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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