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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与“一流企业”相适应的全面薪酬管理体系

关键词：岗位体系设计；薪酬体系设计，绩效体系设计

—— L集团薪酬体系设计项目

案例速览

项目背景

      L集团公司是主要从事国家重要军民用大型电子信息系统的工程建设、重大装
备、通信与电子设备、软件和关键元器件的研制生产，是国内覆盖电子信息技术全
领域的大型科技集团。
      近年来，围绕“以跨越式发展推动集团公司的转型升级，实现二次腾飞，建设行
业领导型、科技创新型、事业与员工和谐发展型企业集团，打造世界一流电子产品
供应商和信息技术体系集成商，为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世界进步做出杰出贡献。” 
的企业愿景，对集团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 调整集团组织及岗位设置，支撑集团二次“腾飞”
      集团下设二级成员单位五十余家，上市公司六家，分布在全国十八个省市区。 
在现有二级法人的管理体系下，根据“12543”发展战略要求及集团化经营方针， 
实施战略型管控模式，建立战略管控体系，对总部功能定位与组织体系升级提出了
新的要求。同时大部分部门岗位名称以职务或职级表示，未建立岗位体系，易导致
岗位职责不清。

核心需求

      ● 建立五元薪酬结构，实现薪酬激励作用
      由于机构演变，导致薪酬管理分散在各个部门，没有归口管理，造成公司员工
普遍不知道自己的薪酬水平，可能带来岗位变动与薪酬变动不同步，不利于薪酬管
理工作的有效开展;且集团目前尚未建立系统的考核机制，在考核规范性、合理性、 
透明性、科学性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 完善成员单位负责人考核薪酬体系，明确考核分配导向
      目前考核分类没有体现企业所处生命周期、产业类别、管理定位等维度。年度
考核偏向规模导向，综合管理评价覆盖指标多，加减分力度大，考核结果应用的科
学性有待提升;且各成员单位薪酬差距较大。

      ● 优化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建立更科学的工资总额管理机制
      工资总额管理方面。现行工资总额管理办法的针对性、效益联动基数与指标、 
单位间人均差距尚可进一步提升、优化。

主要步骤

集团管控分析

部门职责优化

定岗定编方案

薪酬体系

绩效考核体系

成员单位分类

成员单位负责人
经营业绩考核

成员单位负责人薪酬

管控模式确定

工资总额基数

效益工资

单列工资

工资总额设计组织岗位设计 薪酬及绩效考核
体系设计 成员单位负责人管理

项目成果

      ● 组织岗位设计:建立适应集团未来发展的组织机构设置，明确各类岗位设
置、职责及编制;
      ● 薪酬体系设计:建立“五元”薪酬，并对不同职务级别设计不同的薪酬比例;
      ● 成员单位负责人管理:根据成员单位发展阶段、业务类型、规模等进行分
类，并设计相关考核指标与权重，并设计明确的年薪兑现方案;
      ● 工资总额设计:从三个关系五个要点进行探讨，三方面关系涉及从工资总额
激励与约束、管理效果、成员单位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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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法

     1、集团管控分析
      目前考核分类没有体现企业所处生命周期、产业类别、管理定位等维度。年度
考核偏向规模导向，综合管理评价覆盖指标多，加减分力度大，考核结果应用的科
学性有待提升;且各成员单位薪酬差距较大。

（一）组织岗位设计

     2、部门职责优化
     基于三大原则优化部门职责:
     一是根据战略管控需求，在职能梳理时重点加强战略规划与审批职能、投资管
控职能、人力资源管控职能、重大技术项目管控职能、信息化管控职能在部门和岗
位职能中的体现。
     二是对总部职能梳理时，为了缩短工作流程环节，提升工作效率，将相近的职
能集中在同一部门。
     三是投资管理职能的梳理，按照“投资前、投资中、投资后”三个环节进行职能
分解，划分进相关部门。既体现职能明确分工，又注重多部门协作。

集团体系设计三级逻辑框架

管控目标

输出结果

一级框架 二级框架 三级框架

·公司总体战略定位

·业务战略定位

·公司与部门关系

·治理结构设计

·公司管控模式

·公司职能定位

·公司核心管控权限

·公司与部门组织结构

设计

·公司与部门责权划分

·部门内定岗定编

·公司管控流程/制度

·公司管理控制系统

（财务、审计、人力

资源......)

·公司管控效果评估

公司战略
定位

公司管控
模式设计

公司组织设计
与权责划分

管控体系
设计

管控效果
评估

管控设计的前端 管控设计的主题 管控设计的后端

·需要进行战略梳理

与公司关系梳理

·同时进行治理层结

构的设计

·公司组织设计是管控体系设计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是管控模式落地

以及管控体系设计的基础

·管控模式设计是组织设计与权责划的前提与依据

·需要评估是否达成管

控的目标；同时对管控

效果进行评估

·随着重大的影响管控

因素的变化,改进管控体系



     2、定岗定编方案
     参照下述思路进行岗位编制确定:

岗位设计思路

部门业务运作模式 部门业务运作模式 部门业务运作模式

确定部门职能模块部门职能定位

岗位设置
影响因素

工作饱和度
(工作量)

工作重要性

工作难易度

人才获取度

专业兼容性

基于职能模块设置岗位

一对一 一拆多 多合一 兼岗 职责分摊

特殊处理设岗思路

针对一个细分职
能模块，设一个
岗位

针对同一职能模
块，设多个岗位

针对多职能模块，
设一个岗位

基于工作饱和度、
业务成熟度等因
素考虑

对于重要非固定人
员承担职责的岗位，
采取部门负责人分
配职责的方式

说明:在组织岗位优化的过程中，针对阶段性岗位设置优化重点，结合影响因素的变化，选择、更换合适的设岗思路，进行岗位设置; 

如，随着工作量的上升、业务成熟度的提高，兼岗设置的岗位可以基于职能模块设为实岗。

编制设计思路

估算人员总量

确定编制估算的基准部门

确定人员结构比例

估算各部门人员编制

对照岗位设置进行调整

确定基准部门的人员编制数量

     1、薪酬体系
      按照“五元”结构，即基础薪酬、岗位薪酬、绩效薪酬、福利薪酬和中长期激励， 
设计L 集团的薪酬结构，并对不同职务级别设计不同的机构比例，形成全系统相对
统一的岗位绩效工资制。按照“三阶段实施、两步走达标”的工作思路，逐步实现
全系统相对统一的“五元”薪酬架构体系。

（二）薪酬设计



     2、绩效考核体系系
      制定薪酬与考核结果的挂钩办法，形成有效的激励作用，并最终以制度形式予
以固化

     1、成员单位分类
      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经营性质、所属行业类别对 Z 集团的成员单位进行分类， 
最终划分为经营类、研究类和初创类三类。

（三）成员单位负责人管理设计

     2、成员单位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
      基于国资委考核目标、集团战略发展导向及考核管理现状构建成员单位经营业
绩考核体系，并设计考核指标。

     3、成员单位负责人薪酬
      薪酬管理优化主要关注以下原则: 
      整体薪酬:建立整体薪酬概念，年薪由基薪和效薪组成，效薪与基薪有效联动; 
      差距控制:合理控制成员单位薪酬水平、薪酬差距;     
      结构调整:优化薪酬结构，扩大效薪占比 , 增强薪酬激励性; 
      基薪确定:调整基薪确定方式，基薪体现单位规模、管理难度等; 
      考核结果运用:优化考核结果运用，考核结果与绩效奖金挂钩，体现业绩升薪酬、
业绩降薪酬降。

L集团考核体系

基本指标 分类指标 约束性指标

·基本考核成员单位基本经营业绩：由

“净利润”“EVA”和“主营业收入”组成

·注：符合国际、国内企业通行做法

·分类指标根据企业所处的行业特点，

针对管理“短板”和承担的重大战略性

任务，综合考虑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及

风险控制能力等因素，选择反映企业

发展质量的指标予以确定

·注：加强战略性任务引导，弱化规模

和速度指标

·约束性指标考核成员单位党风廉政建设、

安全质量保密等基础管理相关指标

·注：精简指标，加强考核力度

净利总润、EVA、主营业收入 军/民品收入增长率

/

重点任务完成系数

综合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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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管控模式确定
      根据法人治理、管控模式要求，确定工资总额管控模式。同时根据成员单位类型，
差异化设计工资总额管理方案。。

（四）工资总额设计

    2、工资总额基数确定
      采取基数滚存法和基数调整法确定工资总额基数。

工资总额基础确定方法

一.滚存法 二.调整法

上年实际发放工资总额

单列工资总额

总额初次核定的基数

1.固定基数 2.变动基数

CPI增幅

/

行业薪酬增幅

/

集团上年经营情况

/

分类调节系数

绩效分位置 绩效工资转固定系数

P90-100

P75-90

P50-75

P25-50

0-P25

75%

65%

55%

45%

40%

工资总额增幅系数

    3、效益工资确定
      效益工资联动机制设计重点从指标选择、目标确定、指标权重三方面开展。

效益工资确定方法

    4、单列工资确定
      合理界定增人增资、减人减资管理方式，提高用人效率。设计五类单列工资:
     ·当年新增加人员，即在上年末清算人数基础上，考虑接收的复转军人、大中
专毕业生、成建制划入人员及当年减人情况的净增加人员。净增人员工资总额原
则上按不超过本单位上年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并以实际工作时间确定;



    
     ·纳入“千人计划”引进人才及其科研团队等关键核心人员，所需工资总额预
算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按照单列管理;
     ·按照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财企[2009]242
号)规定纳入工资总额管理的福利项目;
     · 中长期激励项目单独核定;
     · 其他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特殊增加额。

客户价值收益体现

    
      此次咨询项目以打造国内卓越、国际一流企业为目标，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不断
加强薪酬体系建设，构建“多位一体”的激励机制，调整组织架构，优化工资总额
管理体系，加强工资总额与效益挂钩，建立并逐步完善与“一流企业、一流业绩、 
一流人才”相适应的组织薪酬激励体系。

      项目紧紧围绕集团公司新时期的战略目标，加大激励约束机制改革力度，建立健
全以战略规划为导向、以经营业绩为重点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采用“纵向考核目标完
成，横向对标市场牵引”的方法，推行全面绩效管理，着眼三型企业建设，调整优化薪
酬结构，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建立贯通集团总部和成员单位一体化的责任体系，
提高集团执行力，提升集团指挥棒的灵敏度和有效性，体现有效激励，促进价值创造，
建立“四位一体”、与集团公司新时期发展战略有机匹配的动力保障体系。

      随后睿山信达咨询与 L 集团达成战略合作意向，项目团队作为集团人力资源管理
外部专家，持续在各下属单位薪酬体系管控达标评审、中长期激励方案实施、岗位职级
体系、五元结构薪酬体系的方案设计与实施方面提供咨询与辅导服务。

      以该项目为蓝本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创造能力的薪酬管理” 研究
成果获得第 26 届(2020 年)全国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L 集团薪酬管理案例在国务院国
资委 2020 年 3 月 29 日收入分配会议上进行经验交流汇报。

      项目实施后，L 集团实现了经济发展的逆势上扬，收入和利润增长双双突破30%，
进入世界 500 强。在央企经营业绩考核中，取得了连续 11 年 A 级和连续 3 个任期考核 
A 级的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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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ResendThinker（睿山信达）

睿山信达全球企业人力资本咨询服务，始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富有真知灼见的解决方案，
我们深刻理解客户的特定需求，凭借独特的业内经验与专业技能，协助客户满足在增长
（创造价值）、绩效（提升价值）和公司治理（保持价值）方面的战略需求，帮助客户
实现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提高客户的管理效能。见证并陪伴1600多家中国灯塔级客户
的成长，专业的服务和质量在客户中享有盛誉。
ResendThinker&Company Global Corporate Human Capital Consulting Services has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insightful solutions. 

We deeply understand the specific needs of customers, and rely on unique industry experience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to assist customers in satisfying growth

 (creating value), performance (increasing value) and The strategic need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maintaining value) help customers achieve far-reaching 

changes and improve their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Witness and accompany the growth of more than 1,600 Chinese lighthouse customers. Professional 

service and quality enjoy a high reputation among customers.

如需了解更多，欢迎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esendthin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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