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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行业女性：渐入佳境，但仍面临新挑战
随着疫情消退，科技公司应重申推进科技领域性别多样性的承诺

科
技行业，或至少是龙头科技企业，未来一

年可能会继续致力缩小性别差距。德勤

全球预测，全球大型科技公司2022年女

性员工平均占比近33%，相比2019年小幅增涨两个

百分点（图1）。1担任技术岗位的女性员工占比较整

体女性员工占比低约八个百分点，但也有所增长。 

尽管两个百分点的增幅很小，但却代表着显著的进

步。推动进步异常艰难，即使积极展开针对女性的

招聘、雇用、留用和升职，效果也不尽如意。尽管当

前进展代表着朝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未来科技

公司将需要更努力地提高这些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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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科技公司持续取得进展， 
但或面临停滞不前的风险

研究表明，多元化的团队表现更好、更具创新意识。

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均已认识到，性别、种族和年龄

等社会因素多元的员工对企业发展大有裨益。2科技

行业在自身谋求繁荣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做好表率。 

根据对发布员工多样性年度报告的20家大型科技

公司的分析，在过去两年里，这些企业在提升性别

多样性方面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3女性更多地

受到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失业率飙升和员工参与

率下降的影响，4但这些企业中有许多家都维持了女

性占比的上升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原因或许在于

科技行业比大多数行业准备更充分，在新冠疫情初

期就能依靠已熟练掌握的沟通和协作工具，迅速切

换为远程和灵活工作模式。此外，许多大型企业在

多年前就已有员工多样性的承诺和计划，已有的多

样性（性别及其他方面）的承诺可能有助于企业度

过危机。此外，科技行业的就业率，包括女性就业

率，比许多其他行业更早开始复苏，可能使其更容

易维持性别平等方面的进展。5 

图1

在提高女性员工占比方面，大型科技公司进展缓慢但稳定
大型科技公司女性员工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20家大型科技公司（平均员工数超过100,000人）发布的多样性报告进行分析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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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高知名度的科技公司可能会继续在性别多样性

方面取得进步并发布成果进展，但资源较少、地位

较低的小型科技公司在吸纳留存女性员工方面可能

面临较大困难。6很难了解这些小企业的情况，因为

它们通常不公布员工多样性相关数据。一份2019年
底对全球科技初创公司高管的研究表明，只有43%
的公司制定了提升多样性的公司层面的员工招聘和

晋升目标。7如果缺乏目标和透明度，较小的科技企

业很可能在性别多样性方面的表现逊于大型同行，

而且这一差距在疫情期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8 

要继续取得进步，需要新的承诺和更多努力。在促

进平等的女性占比方面，众所周知的挑战依然存在，

包括教育梯队、招聘和雇用、员工留存、薪酬和晋升

等相关因素。9除了这些挑战之外，新冠疫情还对员

工福祉和职业前景造成了严重影响。德勤《2021职
场女性调查报告》对全球科技、媒体和电信（TMT）
行业的500名女性进行了调研，发现与疫情前相

比，TMT行业女性在工作积极性、生产力、满意度、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及对雇主的忠诚度方面都出现

了大幅下滑（图2）。1083%的TMT行业受访女性表示

工作量增加了，而且大多数人表示自己在家务和照

顾家人方面也花了更多时间。11生活和工作之间的

界限变得模糊：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满意度下降了

38个百分点，工作“离线”能力下降了19个百分点。

更令人震惊的是，TMT行业中只有38%的女性认为

其所属组织提供有足够的支持她们的承诺。12仅

30%的受访者表示雇主赋予了她们更多进行灵活工

作的机会（例如在承担照顾家人等责任的同时灵活

工作的自由），只有22%的受访者表示雇主明确指

出不期望她们“总是在工作”。13  

拥有多元种族和民族背景的TMT从业女性似乎更多

地受到疫情的负面影响，与其他TMT从业女性相比，

这些女性更多地提及自己增加了在工作和承担家

庭责任上投入的时间、对自身的精神和身体健康

满意度很低或极低，也更多地提及工作积极性、生

产力及离线能力。令人震惊的是，在拥有多元种族

和民族背景的TMT从业女性中，认为自身工作与生

活的平衡很差或极差的占比过半（52%），而在其他

TMT从业女性中只有43%；表示对当前职业的前景

预期不如疫情之前乐观的占比达59%，而在其他

TMT从业女性中只有48%。由于鲜有科技公司会详

细报告其女性员工的构成明细（即种族、年龄或其

他社会身份），因此很难衡量在其他方面的代表性

是否正在改善，但可以确信的是，新冠疫情对拥有

多元种族和民族背景女性的不同影响可能会使多

元化进展更为复杂。

此类疫情导致的压力可能致使众多女性面临失业，

甚至可能促使一些人完全离开职场。TMT从业女性

中多数（51%）认为当前职业的前景预期不如疫情之

前乐观，57%预计会在两年内离开当前雇主、另谋

生路，她们认为工作－生活失衡是最大原因。更重

要的是，有22%的人正在考虑完全离开职场，主要

原因是工作量增加影响了她们的幸福感。

但这些都是企业可以改善的地方。谷歌、Salesforce
和IBM等科技公司已在通过增加儿童照护和家庭护

理带薪假期计划来应对疫情冲击。14一些公司制定

了新的灵活工作和福祉计划，如工作共担、免费心理

健康咨询、集体离线日和儿童教育视频节目。15积极

制定计划和政策、帮助员工平衡家庭护理和健康需

求与工作职责的科技公司可能可以规避员工倦怠，

提升员工忠诚度，并在危机期间及其后保留多元化

的人才结构。
在促进平等的女性占比方

面，众所周知的挑战依然

存在，包括教育梯队、招

聘和雇用、员工留存、薪

酬和晋升等相关因素。

https://www2.deloitte.com/global/en/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women-at-work-global-outlook.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global/en/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women-at-work-global-outloo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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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疫情期间TMT从业女性对其生活和工作中许多方面的满意度大幅降低

资料来源：德勤2021年《职场女性全球调查报告》TMT行业受访者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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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疫情过后，各企业应思考未来的工作模式如何才能版主更广泛、更多样化的人才池。借鉴新冠疫情期间

的经验教训，数家大型科技公司正在大举推广远程优先的工作模式，其他公司则逐步转型为办公室－居

家工作相结合的模式，有些公司甚至正在尝试分散式小规模办公模式。16除了增加工作和生活的灵活性

之外，“在任何地方工作”的模式还增加了可用的人才池，可以触及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优秀、多元化

人才，而不再局限于办公室的通勤范围以内。17 

拥有一个更大的可选人才池，对于女性人才不足的行业来说尤为重要。通过实现STEM教育人才梯队的

多样化来培养下一代科技人才非常值得赞赏，但可能需要多年的持续努力。与此同时，一些科技公司致

力于从被忽视的劳动力群体中雇佣女性，如重返工作岗位或从其他行业转型的人才。一些公司与实施“回

归”计划的组织合作，为暂停工作后重启职业生涯的女性提供培训和指导。18还有一些企业设学徒制，旨

在招募和提高“非常规人才”的技能，如缺乏传统技术背景的跨行业职场人士。 

为缩小性别差距，除招聘更多的女性外，还需要解决留存女性员工和公平晋升方面的挑战。研究表明，科

技行业约有一半的女性员工在职业生涯中期退出，而科技行业高管中的女性占比不到四分之一。19一份

德勤2020年的研究报告表明，性别偏见是科技从业女性进入高管职位的首要障碍。20然而，多元化的高

管组成对于提升创造性思维、促成业务成果以及树立榜样方面至关重要。21正式的导师计划、女性职业

发展机会、按性别制定晋升目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女性员工的留存率，并使她们能够晋升到高级

主管级别。但德勤《职场女性调查报告》显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TMT公司制定了此类计划。22 

综上，提高技术领域的女性占比与其他企业重要举措一样，需要领导层的切实承诺和战略层面的重视。

公司应明确指定一位负责任的高管，并致力于制定全面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战略，培养包容的文化。

明确问责、保持透明——确定衡量标准、报告结果、追踪进展——至关重要。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评估哪

些举措有用、哪些没用，及时调整并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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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选择。在新技术和新趋势背景下，本中心的研究将协助企业高管简化复杂的业务问题，并提出明

智策略，提升企业长久竞争优势并赢得商业胜利。本中心将作为值得信赖的顾问，帮助高管更好

地识别风险，获悉商业回报，赢取关键机遇，从而在快速变化的TMT环境中解决棘手挑战。

联系我们

了解有关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中心的更多信息并获取最新研究和洞察报告， 
请访问 www.deloitte.com/us/tmtcenter。 

订阅 

如您想接收TMT行业电子邮件，请访问https://my.deloitte.com/subscriptions.html，
选择您感兴趣的领域进行订阅。 

关注我们

敬请关注 @DeloitteTMT.

德勤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汇聚了全球最顶级的行业专家，组成全球最大的专业团队之一，协助各类形态

和规模的企业在数字化时代蓬勃发展，成就辉煌。德勤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专家致力于为企业提供丰富

的定制化服务，帮助他们顺应变革趋势，抢占行业先机，所服务的客户遍布全球，覆盖全价值链。敬请联系

作者或访问www.deloitte.com，了解更多信息。

2022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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