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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灵活用工市场速览
调查与对话

Michael Page中国很高兴就中国灵活用工市
场未来面临的问题和机遇展开探讨。随着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常面临热门
地区人才供不应求的问题。中国是亚洲人
才最短缺的市场之一，在许多行业，特
别是创新型高增长的行业，我们迫切需
要全新的灵活方式与技术型人才进行合
作。Michael Page正走在中国人才t趋势洞
察的前沿。灵活用工是中国人才市场演变
的结果，也是满足企业紧迫业务需求的完
美解决方法。我们拥有一支专注于灵活用
工招聘的专家团队。我们知道在长时间的
人才市场演变和广泛的“过程教育”背景

下，我们的业务将解放出更多的灵活工作
型人才，为中国固定员工提供紧急支持的
同时，进一步开拓中国灵活用工的人才市
场。当Michael Page在开发和管理这些崭新
的资源解决方案时，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必
不可少。本次报告的发布为我们提供了与
媒体进行建设性对话与探讨的完美平台，
帮助我们进一步分享行业见解和观点，并
有助于为这一不断发展的业务解决方案提
供大中华区的视角。

Peter Smith,  
Michael Page（中国）董事总经理



市场速览
随着中国就业市场持续发展和成熟，灵活用工制逐渐响应
了现代中国日益复杂的就业形势。特别是随着中国数字经
济蓬勃发展，灵活用工已不仅是一种新兴的招聘方式，更
是一种目前急需的招聘解决方案。灵活用工时代已经到来。 

这对中国优秀的人才意味着什么？对于灵活用工职位，求职者所寻求的是
什么？他们对这类工作的担忧是什么？我们的“灵活用工市场速览”报告
为今天的对话提供了重要背景，并阐述了将这一市场机会提升到下一个发
展水平所需的关键行动。

探寻中国 
灵活用工前景

强烈意愿： 

顾问

兼职

自由职业者

45%

29%

21%

较年轻和资历较
浅的受访者更愿
意接受灵活用工
的就业方式，

而较年长和职场
经历丰富的受访者
对此更为谨慎。

的受访者此前没有从
事过灵活用工工作。68%

 

的受访者正在从事长
期全职工作，而 96%

求职者对于
从事灵活用
工职位抱有
浓厚兴趣。

全职仍占主导地位： 

的受访者表示会考虑灵
活用工的就业方式。

求职者在工作多久后愿意从事灵活用工职位？

 任何时候 工作3至5年

 刚刚毕业 工作6至10年

 工作1至2年 工作超过10年

30% 11%

4% 12%

3% 35%

最偏好的灵活用工方式：考虑灵活用工就业方式的首要原因：

85%

29% 22% 21%

谋生没有经济压力 处于职业转型的
十字路口

在职业发展中遭
遇瓶颈



薪酬增长需求：

灵活用工职位的优势：未来机会良多
80%

74%

工作时间灵活/ 
能平衡工作与生活

能够在不同行业中担任
不同职位

灵活用工求
职者最希望
获取的信息

关于灵活用工市场的
高质量信息、洞察、
趋势与反馈平台

专业人士工作机会分
析及职业发展辅导

与志同道合的人才建
立人脉关系的机会

78% 71% 53%

有助于克服顾虑的因素：

对于开启灵活用工职
业生涯，求职者仍存
有尚未解决的疑问或
担忧的领域。 

拥有优质雇主品牌、 
值得信赖的企业

高于市场价格 
的薪资待遇

与固定职位 
同等的福利

81%82%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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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7%

13%

从事灵活用工职位的首要顾虑：

财务收入不稳定

时间或精力有限

灵活用工职位或职业道路不稳定

薪酬推动因素：

的受访者不介意薪酬
是否增长。

仅 22%
 

受访者非常在意灵活
用工职位是否有薪酬
增长机会78%

 

77%

有机会参与各种项目

15至20%

20至25%

25至30% 

30%以上

13%

18%

19%

28%



中国

北京 
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SK大厦2701／2708室
100022 朝阳区 北京市
电话 +8610 5969 0666 | 传真 +8610 5969 0669 | enquiries@michaelpage.com.cn

广州
天河路208号粤海天河城大厦2803室
510620 天河区 广州市
电话 +86 20 2338 5700 | 传真 +86 20 2338 5701 | enquiries@michaelpage.com.cn

上海 - 嘉里中心
南京西路1539号静安嘉里中心办公楼二座11楼
200040 上海市
电话 +86 21 3222 4758 | 传真 +86 21 3222 4759 | enquiries@michaelpage.com.cn

上海 - 兴业太古汇
石门一路288号兴业太古汇二座18楼
200041 上海市
电话 +86 21 6062 3000 | 传真 +86 21 6062 3001 | enquiries@michaelpage.com.cn

深圳
福田中心区中心4路1号嘉里建设广场一期4楼01B-02A单元
518000 深圳市
电话 +86 755 3396 0900 | 传真 +86 755 3396 0901 | enquiries@michaelpage.com.cn 

苏州 
华池街88号晋合广场写字楼2幢1003室 
215028 工业园区 苏州市 
电话 +86 512 6799 5300 | 传真 +86 512 6799 5301 | enquiries@michaelpage.com.cn

成都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红星路三段1号 国际金融中心1座25层  
610021 成都市 
电话 +86 28 6319 6500 | 传真 +86 28 6319 6500 | enquiries@michaelpage.com.cn

Contact us

亚太区媒体联系人
Germaine Lim 林翠敏
亚太区营销公关经理
固定电话： +65 6416 9868  
移动电话：+65 9710 1760
电子邮件：germainelim@michaelpage.com.sg

关于PageGroup

PageGroup 是全球领先的专业人才招聘公司，
市值超过 10 亿英镑。我们是在伦敦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 FTSE 250 指数成份股公司，目前拥有
逾 6,000 名员工，在 36 个国家/地区设有 140 
个办事机构。我们一直保持稳健发展，每家 
PageGroup 办事机构均由员工亲自建立并遵循
企业共同的最佳实践和价值观。  

我们于 2003 年在上海设立了中国大陆的首家
办事机构，之后迅速扩张到北京、苏州、深圳、
广州和成都等地。迄今为止，我们在中国拥有 7 
家办事机构和 400 多名员工。中国大陆的团队
涵盖 15 个专业领域，包括会计与财务、银行与
金融服务、数字营销与电子商务、教育、工程与
制造、人力资源、法律、生命科学、市场营销、
采购与供应链、房地产与建筑工程、零售与采
购、销售、办公室行政与助理以及信息技术。过
去 15 年来，通过建立卓越的本地管理团队并
专注于优质服务与专业化，我们在中国一直保
持最受信赖招聘公司的地位。

获得联络，保持领先。

Follow us on WeChat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
Id: Michael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