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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专业视角

国企改革背景下的人力资源体系变革

敏于知

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
近年来，为增强国有企业经济活力、抗风险能力及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力，国家持续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及成效。

我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可以分为顶层设计、运营体系两大部分，其中顶层设计更关注混合所
有制、监管模式、法人治理结构等宏观命题；而运营体系改革中，涉及人力资源领域的发文数量、频率
是最高的（见下表），足见国家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源改革的重视程度。

隶属发文 条文标题

国资发分配 [2005] 135号 《关于中央企业试行企业年金制度的指导意见》

国资发分配 [2006] 175号 《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资发改革 [2010] 148号 《关于在部分中央企业开展分红权鼓励试点工作的通知》

财资 [2016] 4号 《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

国资发分配 [2006] 8号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中发 [2016] 9号 《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国资发改革 [2016] 133号 《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

国资发分配 [2006] 175号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国资厅发考分 [2017] 47号 《关于做好中央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工作的通知》

财资 [2018] 54号 《关于扩大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实施范围等
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资发考分规 [2019] 102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作有关事项
的通知》

国资发监责规 [2019] 131号 《中央企业禁入限制人员信息管理办法试行》

国资改办 [2019] 302号 《双百企业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操作指引、双百
企业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操作指引》

国资改办 [2019] 302号 《双百企业和科改示范企业超额利润分享机制操作指引》

国资考分 [2020] 178号 《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39号 《中央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40号 《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

从发文可以看出，国家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源体系改革的主要切入点为激励机制的改革，意图以此
提升国有企业的市场精神、竞争意识、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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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于行

甫瀚咨询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

一套完整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包含岗位职级体系、薪酬绩效体系、人才发展体系三个相互作用、
互为支撑的部分。

甫瀚咨询采用独有的六要素（six elements）方法论，从六个方面切入，对企业人力资源现状进
行评估及诊断。

	• 各级政府政策要求
	• 集团及子公司层面的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 入离调转
	• 定岗定编
	• 薪酬绩效
	• ……

	• 组织架构
	• 汇报关系
	• 员工整体情况
	• 人力资源队伍

看体系看规则 看权责

系统及数据管理层报告 工具及方法政策制度 业务流程 组织及人员

	• 核心指标
	• 管理层关注点
	• 现状问题点	

看重点
	• 管理层思路
	• 人力资源管
理工具（KPI/
OKR…）	

看思路
	• 系统功能
	• 数据范围、质量
和及时性

看支撑

落地过程出现的问题
国家发布的系列文件，陆续明确了对国有企业高级管理层，尤其是对企业一把手的激励机制。但要

让国有企业全面迸发活力，仅靠管理团队的工作积极性来提升显然远远不够，还需要通过制定行之有
效的机制，让企业上上下下与管理团队齐心协力，共创事业。因此，欲顺利达成国家在人力资源领域改
革的政策预期，就需要各个企业围绕国家传达的精神，开展大量配套工作，来作为政策落地的具体抓手。

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各企业均遇到不同程度的难点及问题。以薪酬绩效领域为例，以下为一部分
共性问题：

 • 国资委对工资总额设置了严格规则，企业可据此精确预测总的绩效金额，但绩效应当如何逐级
往下分配并最终分配到员工个人？

 • 浮动薪酬占比过低常常无法达到激励效果，占比过高则可能突破工资总额限制，应当如何设计、
取舍？

 • 股权等长期激励的适用范围、业绩目标、授予金额、与常规薪资体系的联动关系等应当如何设
计？

 • 什么样的员工应该调薪、晋升？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调薪、晋升？

对企业而言，赚钱难、分钱也难，薪酬绩效是最易出现各种难题甚至冲突的领域，但拨开这些
问题的表象，内里可能是整套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不完善所致。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将岗位职级体系、薪酬绩效体系、人才发展体系拆解为 7大工作模块和 20
个交付类别，既可为企业提供奠基石的全方位、一站式服务，也可为已有一定管理基础的企业提供
专项优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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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瀚咨询的优势

罗致恒富的专业资源

甫瀚咨询是罗致恒富 Robert Half (NYSE: RHI)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1948年的罗致恒富是全球
最知名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之一，也是标准普尔 500指数的成员。得益于此，我们与罗致恒富协作
形成独特的交付模式，甫瀚咨询可以方便且高质量地获取到所需的专业人才资源及行业洞见。

对国有企业的深刻理解

甫瀚咨询曾服务于大量知名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及地方国企，对国有企业组织架构、企业文化、
沟通模式以及国资监管要求等均具有丰富经验及深厚理解。

团队的复合能力

人力资源咨询中大量工作模块需要结合人力资源领域的专业知识及对行业的深入理解，才可有效
输出价值。以人才盘点为例，若缺乏对具体业务的理解，则只能依赖各级管理人员的评价，若企业
内部存在小团体、利益共同体等现象，则人才盘点结果必然失真。甫瀚咨询的咨询顾问均具备复合
经历，横跨多个行业、多种项目类型，这些经验让我们的顾问团队具备复合型的思维模式及认知能力，
除了从人力资源等专业角度思考问题外，也会带入对行业的思考及理解。

治理及管控基因

甫瀚咨询在公司治理、集团管控等领域具备丰富经验，在为集团化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咨询服务时，
也可按客户需求带入治理及管控视角，提供在集团管控、组织架构、授分权等层面的专业建议。

岗位梳理及
价值评估

职业发展及
培训体系

人才盘点及
人岗匹配

能力模型及
任职资格

能力素质模型
岗位任职资格
能力评估工具

能力发展图谱
知识管理
培训计划

人才盘点及人才地图
继任计划
晋升及轮岗

岗位说明
组织架构及汇报关系

薪酬策略及
薪酬方案

薪酬策略
薪酬结构
薪档

目标管理及
绩效考核

目标管理工具
绩效考核方案

职级划分及
岗职体系

职级序列
岗位/薪酬/职级体系

岗位价值评估
编制

岗位职级体系

人才发展体系

薪酬绩效体系



© 2022甫瀚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让每位员工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甫瀚咨询并非一间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故并不就财务报表发表意见或提供鉴证服务。

关于甫瀚咨询
甫瀚咨询是一家全球性的咨询机构，为企业带来领先的专业知识、客观的见解、量身定制的方案

和卓越的合作体验，协助企业领导者们充满信心地面对未来。透过甫瀚咨询网络和遍布全球超过25个
国家的逾85家分支机构和成员公司，我们为客户提供财务、信息技术、运营、数据、数字化、环境、社会
及管治、治理、风险管理以及内部审计领域的咨询解决方案。

甫瀚咨询荣膺2022年《财富》杂志年度最佳雇主百强，我们为超过80%的财富100强及近80%的
财富500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亦与政府机构和成长型中小企业开展合作，其中包括计划上市的企业。
甫瀚咨询是Robert Half International Inc.（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RHI）的全资子公司。RHI于1948年
成立，为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成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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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10) 8515 1233

上海
徐汇区陕西南路 288 号
环贸广场二期 1915-16 室
电话：(86.21) 5153 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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