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BPMTI
2021年4期 29

生聚理用

深化“生聚理用”人才发展机制研究
张 煜[1]

[ 摘  要 ]企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企业只有具备完善的人才发展机制，才能汇聚各方英

才、为己所用。2020 年以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明确提出建立并

持续完善“生聚理用”人才发展机制，明确了今后的人才工作方向，为深入推进人才强企提供了制

度保障。文章聚焦“生才”“聚才”“理才”“用才”四个方面，结合国内外典型企业先进经验，探讨了

人才发展机制内涵，旨在为集团公司进一步实施人才强企工程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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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体制机制和人才成

长环境的竞争。2020年以来，集团公司党组书

记、董事长戴厚良明确提出建立并持续完善“生

聚理用”人才发展机制，努力把人才这个企业最

核心的资产经营好、管理好，塑造强大的人才竞

争力。这既是对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具体落实，

也是推动集团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迈向国际一

流能源公司的关键一招。“生聚理用”人才发展

机制是集团公司持续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的重

要抓手，直接指引人才工作政策的落地和实施。

持续深化“生聚理用”人才发展机制研究，对集

团公司实现人才强企战略目标具有广泛而深远的

意义。

本文结合国内外典型企业先进经验，拟从人

才发展角度对“生聚理用”机制进行系统阐述，提

出“生才”要厚植成长沃土，营造人才良好发展环

境；“聚才”要广开进贤之路，打造强有力的人才

磁场效应；“理才”要激励与约束并重，做到严管

和厚爱相结合；“用才”要优化配置，打造“人尽

其才”好生态，并为集团公司进一步实施人才强企

工程提供参考意见。

一、“生才”要厚植成长沃土，营造人

才良好发展环境

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

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

上指出：“要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培植好人才成长

的沃土，让人才根系更加发达，形成天下英才聚神

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局面。”

肥沃的土壤蕴含丰富的营养物质，植物繁茂；

贫瘠的土地营养匮乏，植被稀疏。正如植物成长需要

肥沃的土壤一样，人才成长亦是如此。厚植人才成长

沃土，为人才生根发芽提供必需的营养，人才“幼

苗”才能冒头，才会一茬接着一茬地长。

（一）完善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

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是人才成长所必需的土

壤，是催生人才辈出的动力，也是调动各类人才充

分发挥作用的根本。

育人先于用人，一个企业要想成为世界级先进

企业，首先要做的是对员工进行充分培育，只有将

企业打造成人才培养的摇篮，才能为企业源源不断

输送高素质人才。英国石油公司针对新进毕业生制

定了三年的“挑战者计划”，壳牌公司针对新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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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实施“毕业生发展计划”，都充分体现了先

进企业科学化系统化的培育机制。

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企业不仅要对

人才进行前期培育，更要注重对人才的长期投资。

斯伦贝谢建立了系统的“梯队式人才培养制度”。

在毕业生入职初期，公司不按个体管理或技术专业

属性分类培养，而是采用统一方式，避免职业生涯

过早固化，经过5～10年培养使用后，双方协商选

择未来发展方向。斯伦贝谢通过独特的人才培养机

制，源源不断培养了大批懂技术、会管理、有经验、

能实干的优秀人才，为企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深入推进人才强企，必须要创新人才培养方

式，促进人才快速成长，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培养开

发水平，做到生才有道。

（二）营造崇尚学习的文化氛围

崇尚学习的企业文化氛围是人才成长土壤中的

养分，有了养分，才能称之为“沃土”。因此，企

业要坚持以人为本，营造崇尚学习的文化氛围，以

加快人才种子在土壤中发芽。

只有组织学习的速度快于外界环境变化速度，

企业才能可持续发展。先进企业往往营造了独具特

色的学习氛围。IBM借助内部学习经验、强大的知

识资本和世界级顶尖学习专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学

习战略方法论。学习战略帮助IBM在无数的市场变

革中保持了强而有劲的组织能力和竞争力。华为强

调，人力资本不断增值的目标优先于财务资本增值

的目标，但人力资本的增值靠的不是炒作，而是有

组织的学习。厚植人才成长沃土，为人才成长创造

良好生态环境，让人才更安心、更舒心，才能让人

才在企业中稳得住、扎得下、长得快、干得好，他

们的智慧和才华才能闪光、施展。

深入推进人才强企要加快学习型组织建设。营

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提升组织和个体学习力。

二、“聚才”要广开进贤之路，打造强

有力的人才磁场效应

2017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政协委员

并参加联组会时指出：“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

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广

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知识分子凝聚起来，聚天下

英才而用之。”

聚才的关键在于“怎么聚才”和“聚什么

才”。聚才要有力度，要打造属于企业的人才磁场

效应，持续为企业输送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人

才。只有那些与企业磁场相宜的人才，才会真正被

企业所接纳。因此，在招募人才的过程中，企业既

要关注应聘者的发展潜力和对企业的价值认同，也

要营造良好的品牌口碑，打造引才的磁场效应，从

而成功聚集为企业所用的优秀人才。

（一）打造“人才品牌效应”

公司形象需要精心培育和维护，在聚才过程

中展示良好的品牌形象，对提高企业品牌价值和增

强对人才的吸引力至关重要。招聘过程中展示的企

业品牌形象，是快速扩充知名度和获得人才认同感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因此，在招揽人才的过程

中，需要对招聘主题进行精心策划，以求获得与所

招聘人才在价值观上取得最大程度的共鸣。

字节跳动招聘主题——“和优秀的人，做有

挑战的事情”，对年轻人有巨大吸引力。一方面，

这一主题暗示了字节跳动里都是优秀人才，能够进

入其中，证明自己也是优秀人才的一员，在优秀团

队氛围里，个人才能获得更好发展；另一方面，公

司发展目标是有挑战性的，加入字节跳动意味着要

承担压力，不惧挑战。这样的主题不仅能够吸引年

轻人，同时也充满着激励。腾讯招聘主题——“让

世界看到你的影响力”，小米的主题“趁年轻做点

更酷的事儿”，都对年轻人具有巨大吸引力、诱惑

力，让年轻人的血液沸腾，激荡他们的情怀。

用“心”塑造企业口碑，用口碑广聚天下英

才，让各类优秀人才通过不同形式参与到企业发展

中来，让企业成为吸引人才的强大“磁场”。

（二）凝聚与企业“共鸣”的人才

只有吸引对企业价值有强烈认同感的员工，才

能让其为企业的发展全力以赴。“磁场”不是万能

的，只能吸引具有“磁性”的物质。同样，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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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而言，如果一名员工对企业价值不认同，他很

难会心甘情愿地为企业服务。

亚马逊公司明确提出，不是亚马逊公司价值的信

仰者，亚马逊不接收。海信在选人上不看出身，看中

的是对海信文化的认同者。百度在招聘过程中，对应

聘者有相应的文化价值观测试，该成绩不会影响求职

者的笔试面试成绩，旨在帮助应聘者更好地了解自己

与百度文化的契合度，从而评测自己是否喜欢和适应

公司文化，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在聚才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重人才的价值导向，只有那些认同企业价值

的人，才能为企业真正创造财富。

深入推进人才强企，必须要创新人才引进方

式，着眼环境营造，打造更加开放灵活的政策环境

和人才文化，做到聚才有力。

三、“理才”要激励与约束并重，做到

严管和厚爱相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

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干部如

此，企业人才的“管理”亦是如此。严管和厚爱不

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就像一棵树

的成长，既需剪枝，又要施肥浇水。对人才而言，

刚性约束强调的往往是底线要求，要真正把每个人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充分激发出来，关心

与厚爱同样不可或缺。

（一）激励到位，释放人才活力

首先，企业要对为企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进

行充分激励，“舍得给，给到位”。

华为的分配机制中，劳动和资本比为3∶1，也

就是全体员工享有公司75%的利润，资本收入只占

25%。华为采用同贡献、同报酬的薪酬分配体系，

最大限度激发员工潜能。该体系的核心在于按照员

工对华为的贡献度大小，而不是职位等级划分薪

酬。同时，这一体系也打破了工龄工资的限制，鼓

励新员工多努力，多做贡献，激发年轻员工的工作

动力。联想通过对直接销售采取更高风险、更高回

报的考评方式，强调业绩导向，“决不让高绩效者

吃亏”，大大激发了销售人员的工作热情，解放了

销售生产力。

只有给予充分滋养，幼苗才能长得更高、长

得更快。同样的，对于企业中的人才，只有对其贡

献给予充分激励，才能激发人才奋斗热情。因此，

集团公司深入推进人才强企，要聚焦提高人才价值

创造能力，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科技创新

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顺应企业和人才期盼，加大

放权松绑力度，强化政策支持，努力形成为勇于创

新敢于担当者撑腰鼓劲、让价值创造者得到足够回

报、让勤奋敬业者安心本职工作、让碌碌无为者倍

感压力的干事创业环境，使各类人才变“戴着脚镣

跳舞”为“放开手脚创新”，解放人才生产力。

（二）严管得当，打造人才好秩序

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定期为树木剪枝，树木

才能按照设定形状或方向长得更高更快。对企业而

言，人才同样需要严格的管理制度进行约束，让人

才朝着健康、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

华为通过设立严格的干部监察制度和程序，并

施行“问责制”，追溯责任者、主管者、领导者对

事件应负的责任，适当处罚。

深入推进人才强企，要充分发挥业绩考核指

挥棒作用，切实加强日常严管约束，着力惩治老好

人、太平官，释放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强烈信号，把

干部能上能下落到实处。既要加强对做出贡献的人

才持续激励，更要保证人才发展的方向正确，真正

将严管和厚爱在人才管理中有机结合起来，让人才

真正为企业创造价值，做到理才有方。

四、“用才”要优化配置，打造“人尽

其才”好生态

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讲话中，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用人得当，就要科学合理使用干部，也

就是说要用当其时、用其所长。”在闽东任职时，习

近平总书记也说过：“干部问题就跟摆棋子一样，要

摆得恰当，发挥最佳效果，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人才发展有共生规律，“单丝不成线，独木

不成林”。统筹推进各类人才发展，既要重视高端

领军人才，也要重视技能人才；既要重视青年人才

培养选拔，也要注重老中青梯次搭配，形成塔尖耸

立、塔基厚实的人才结构。顺木之天，以致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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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人才群体，唯有极力营

造“人尽其才”的良好生态，方能形成“人才尽

来”的发展态势。

（一）大胆起用年轻人

年轻人是企业的未来，要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

轻人才，将工作业绩突出、发展潜力大的青年人才

及时推到重要岗位，促进年轻人才快速成长。

在华为市场体系担任国家CEO的岗位中，有近

一半的人才30岁出头，但他们管理的业务都达100

亿元规模。在新希望集团，其最高领导层平均年龄

只有41岁。腾讯的高管层平均年龄才30岁出头。

年轻人有活力、有激情、有干劲，敢于任用

年轻人，为年轻人打造干事创业的平台，企业才有

生机活力。年轻人才不可小觑，重视年轻人才就是

重视未来。深入推进人才强企，必须要大力培养选

拔优秀年轻人才，建立以信任为前提的人才使用机

制，激发人才队伍整体活力。

（二）充分信任，宽容失败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于高投入、高风险

的创新工作，企业要给予研发人员或拓展团队充分信

任，对不可避免的失败予以宽容，提升员工攻坚克难

的信心和决心，激发员工探索热情和研发创造力。

华为为避免因为研发失败的风险打压工程师

的研发热情，规定用于基础科学研究30%研发投

入中，设置0.5的收敛值，允许50%的失败，也就

是说，只要有一半机会是可以成功的，这一项目就

能够继续开展。新希望集团对勇于拓展空白市场的

团队承诺“失败由公司承担，成功的成果归于团

队”，给予人才充分的信任。

企业对人才的信任，不仅能增强人才对干事

创业的信心，更能加大人才对企业的忠诚度，为企

业投入更多、贡献更多。集团公司深入推进人才强

企，一方面，要切实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合理引

导群众监督，敢于维护干部权益，防止诬告事件发

生，旗帜鲜明为干部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

利撑腰鼓劲。积极探索试错免责机制，宽容领导干

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让他们放开手脚、消除顾

虑。另一方面，要尊重科学，大力倡导追求真理、

勇攀高峰、宽容失败、团结协作的创新精神。区分

不同类别创新，设置不同的创新阈值，基础研究允

许100%自由探索，颠覆性技术创新允许50%失败

率，应用研究允许25%创新失败率，推广应用项目

原则上不允许失败，鼓励科技人才大胆探索。

（三）岗得其人，人适其岗

“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人有所长，

必有所短。企业用人过程中，要用人所长，避人所

短，量才使用，各得其所，使各类人才的才能和智

慧真正用在刀刃上，充分发挥其最大价值。

海信始终践行“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合适

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就是人才。在考评者眼里，

“人人是好人”；经营者和职业经理则要承担起“让

人人成为好人”的责任。华为将人岗匹配制度写入了

《华为基本法》，通过任职资格管理体系进行严格管

理。从任职资格等级体系的建立、构建职业发展通

道、建立任职资格标准到任职资格认证四个方面对员

工和职位进行有效匹配。企业要努力配置好自身的人

力资源，尽力让所有员工在相应的、合适的岗位上，

燃烧激情，挥洒才华，成就梦想。

集团公司大力实施人才强企，要坚持以事择

人，推动人与事、考核与激励相融合，让真正干事

创业的人才获得足够回报、赢得足够尊重。围绕用

好用活人才，加大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力

度，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做到用才有效。

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置身全球能

源行业日新月异的演进和挑战中，集团公司正以前所

未有的力度推动人才强企工程。中国石油将始终坚持

人才引领发展的理念，深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将“生”“聚”“理”“用”四方面统筹考虑、

协调发展，持续优化拴心留人的发展环境，做到“生

才有道、聚才有力、理才有方、用才有效”，让各类

人才创造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努力形成

近者悦、远者来的良好人才发展环境，开创人人争相

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为石油事业薪火相

传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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