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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对此，千金药业的回答是，
彻底改变原有经营模式，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实现员工与企业“利益共享”。

“千金经营法式”———在颠覆中创造周怀立 朱岩婷 卢诗婕

2016 年，年销售规模
同比增长 17.09%，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88.30%；2017 年前 9 个月， 利润总额同比
增长 56%， 销售规模同比增长 15%。 简单
留意一下这组数据，不难看出，其中最为亮
眼的是利润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销售的增长
速度。

这是一份来自湖南省株洲千金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成绩单”。

拿着这份“成绩单”，人们难免充满疑
惑：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力量，推动企业创
造了如此快速的利润增长？而且，这个速度
还是在产品销售价格略有下降的背景下取
得的。

有趣的是，面对这个貌似“高深”的问
题，千金药业的普通员工都能明确回答：这
是推行“千金经营法式”的结果。

“千金经营法式”，一个从来不曾出现
的新概念， 一个没有出现在任何书籍的新
名词，如今正在重塑千金药业的经营模式，
并将千金药业带入新的发展境界。

千金药业， 是一家已经诞生 51 年的国有
控股企业。从一家小作坊式的企业到一家业内
影响很大的上市公司。 千金药业的奋斗史，也
是一部国有企业的成长史。

2010 年，从银行系统“转行”过来的江端
预被推到千金药业董事长的位子上。 甫一上
任，他即响亮提出“二次创业”的口号，并加大
改革力度，带领企业不断跨越。 到 2016 年，千
金集团销售额已经由 11 亿多元上升到 33.5
亿元，7年累计增加就业岗位 4000 多个。

面对企业前所未有的辉煌，董事长江端预
却显得异常冷静。因为，透过靓丽的数据，他敏
锐地察觉到了千金药业的诸多问题：反应能力
减弱、成本居高不下、利润上升乏力……

“究其原因，是一种历史惯性在起作用。 ”
他认为，长期以来，许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
业，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规模情结”，而有意
无意忽视了企业最核心的东西———利润。 为

“规模”而不顾成本，甚至需大量举债“饮鸩止
渴”，使不少企业陷入难以逃脱的魔咒。

“在中国垮掉的企业中，约 30%是在不顾
自身实力追求规模的快跑中‘摔倒’的。 ”江端
预形象地打着比喻说。

“追求利润是企业天然的本能，我们不能
弃本逐末。 ”江端预决心以利润为中心，为千金
药业量身定做一套适合自己的经营模式。 几经
缜密调研和深入思考，他将自己要创立的经营
新模式命名为“千金经营法式”。

法式，本指标准的格式，也可解释为“法
度、制度，标准的格式”。 1000 年前，宋代建筑
师李诫写了一本名为《营造法式》的书。 之后，
法式就大多用于描述古建筑的构建。 按照既有
概念，“法式”只规定了“建筑”的基本法度、标
准，根据“山型地势”，具体的“建筑形制”还可
不断调整适应。 因此，江端预认为，法式是一种

“式范”，是一种方法。

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尝试，“千金经营法
式”代表着对原有经营模式的颠覆，其核心内
容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创立经营形制。 将营销、生产系统由执
行组织变为经营主体，并进一步细化经营单元
使之成为享有自身利益、相应职权、自负盈亏
的组织；

二、坚持利润导向。 摒弃按年度任务目标
考核的模式， 使利润成为资源运筹的航标、业
绩评价的尺度、薪酬设计的依据。

三、运用市场方式。 将集团内部视为一个
市场体系，用市场之“手”代替行政手段，使公
司与下属机构的行政管理关系变成市场交换
关系，对子公司的营销系统不下任务、不定指
标。

四、实行利益共享。 按照公司、团队、个人
“均衡一体、三者兼顾”的原则，经营单元的利
益由所在团队全体员工享有。

为了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千金药业的
改革之箭已搭弦上弓，不得不发……

一个企业的经营到底靠谁？ 长期以来，我
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锁定在以管理人员为主
的“关键少数”上，并顺理成章地认为，只要抓
住了这个“关键少数”，就能保证良好的经营状
态。 但是，江端预现在觉得这种架构同样隐藏
先天的“缺陷”：

抓住了“关键少数”，好处是能够调动这部
分人员的积极性，而缺陷也恰恰在于“仅仅”只
能调动这“少数”人员的积极性。 在这一管理机
制之下，效益好坏只与少数人密切相关，多数人
都是抱着一种“得过且过”的心态，认为自己做
得再好，也只是为管理人员加分，对自身待遇影
响并不大。即使有时候会得到一些“奖赏”，那只
不过是管理人员的一点“施舍”而已。于是，每天
按部就班、机械执行指令就成了一种常态。长此
以往，企业活力日减，动力明显不足。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千金经营法式”提出
了一个解决的要点：将子系统、子系统下面的
销区、班组等变成经营单元，自负盈亏，既享有
自身利益，也承担经营风险。 原来，千金药业的
经营主体只是公司， 推行“千金经营法式”之
后，就形成了许多个独立经营单元，管理架构
于是趋于扁平化。

千金药业综合车间的袁辉， 是一名在基层
车间工作了 30年的老工人，现在是车间的一名
班长。 他说，自己就是一名普通工人，原来并没
有什么存在感，工作也是一切听上面的。自从实
行“千金经营法式”之后，他的班就成了一个经
营单元，所有成本都核算到班里，增效了是自己
的，节约了是自己的，所有都与收入挂钩。

如此一来，原来“要大家干”的状态一下子
就转换频道，变成了“大家要干”。 班里原来 6
个人，后来退休一个，袁辉不再像以往一样要
求增加人手了， 而是 5 个人干 6 个人的事；班
里原来加班要反复做工作，现在不用说，没有
干完手上的活儿大家不会走；原来，设备出了
故障，大家都会放下手中活计，等机修班的人
来。 现在是自备小工具箱，小毛病自己修，大毛
病要求机修人员利用工作空档时间来修；原

来，用水用电大手大脚，现在是不用水电时随
手关闭……

一位西方哲人说过， 神箭手之所以神，并
不是因为他的箭好，而是因为他瞄得准。

“千金经营法式”就犹如江端预射出的一
支箭， 正好射中了原有经营模式弊端的靶心，
使困扰企业多年的问题逐步迎刃而解。 从驱动
“关键少数”到调动“关键多数”，一字之差，天
壤之别。“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似乎带
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表述，在千金药业变成了实
实在在的经营行为。

在同事和下属看来，千金药业下属卫生用
品公司的总经理邱永龙是一个固执且有些“严
苛”的人。

为了生产出一流的女性卫生用品，他遍邀
全国专家成立研究组， 在研发上花了两年时
间。 原料来自美国、加拿大，工艺来自法国，生
产出的“千金净雅”妇女卫生用品，价格是普通
商品的 2 倍以上， 进入一线城市大超市后，销
路不错，现在已经在全国市场铺开。

就是这样一名集团公司作为职业经理人
引进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千金经营法式”也是
相当推崇，并积极践行。

按照“以利润为中心”的内部市场机制，卫
生用品公司视各营销板块、各省区为相对独立
的经营单元，建立内部结算体系，自动自发自
主地开展经营工作；通过建立公司、员工利益
一致的薪酬体系，使公司和员工利益最大化。

为了取得结算的科学数据，公司建立了一
个结算价格计算模型：根据每盒（包）产品的生
产成本、分摊的管理、广告费用、公司应收取的

利润、应交的税金、其他费用，确定基本结算价
格。 以基本结算价格为基础，根据发货数量上
下浮动，进行动态计算，销售越多，结算价格越
低，从而激励销区扩大销售规模。

按照“千金经营法式”的薪酬设计方案：员
工薪酬分为职金、绩金和团金，职金为以职务和
素质等为依据， 绩金按照个人基量贡献和增量
贡献来提成， 团金为一个经营单位总体贡献的
现金体现。 其中， 绩金与团金为主要的薪酬来
源。

为计算出准确的费用标准，卫生用品公司
销售部详细收集了两年的发货和纯销数据，人
力资源部统计了两年来的薪酬数据，财务部统
计了两年的费用数据，生产部统计了两年的生
产成本数据，由此计算出每个门店每个月的基
础贡献量。 以此为基础，科学制定出合理的费
用标准。

原来，公司均是以销量作为主要的考核指
标， 销售人员一般并不关心投入产出的有效
性，花起钱来大手大脚。 现在，投入产出必须算

账，确定有利润才投入。 比如对举行一些大型
特价活动， 公司都要制定规范的利润测算模
板，促销开始前，先测算达到多少销售目标才
能盈亏平衡，评估能否达成，决定是否开展。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追求利润本来是一
个企业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却往往被现实中
规模效应带来的虚幻繁荣所遮盖。 从这个意
义上说，我们强调利润本位，实质上是一种理
念的回归。 运用‘千金经营法式’，我们基本走
出了思维的误区，也解决了原来许多企业‘一
管就僵，一放就乱’的难题。 现在，千金药业的
企业管理十分高效，业绩增长非常稳定。 ”江
端预说。

当然，建立“千金经营法式”这一管理模式
也并非易事，尤其是对所有部门的成本、利润、
以及最终的分配额度的测算和确定，更是一个
细致的繁复的工程。 但千金药业管理层下定决
心，硬是耗费一年多的时间，大量进行数据收
集、统计、分析，并反复征求各方意见。

由于方案经过了充分的酝酿， 广泛的讨
论，所以到“法式”正式实施时，员工们对其内
容已十分熟悉，所以推行起来并不太难。

“‘千金经营法式’的实施，
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机制创新，
在实现员工与企业真正的利益
共享这一点上，它的创新具有重
要的社会意义。 通过‘千金经营
法式’，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享、
共同富裕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
千金药业副总裁谢爱维对“千金
经营法式” 的理解换了一个角
度。

他说，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 从“千金经营法式”的实施效
果来看，实际上是向着解决“不
均衡” 问题迈出了实质性的一
步。 更重要的是，随着“千金经营
法式”的实行，公司员工的“主人
翁”意识被彻底唤醒了。

“原来，营销费用是年初核
定的，通常会出现费用使用最大
化， 往往到年底时被‘冲顶花
掉’， 现在的销区变成了一个经
营主体， 节约的都是自己的，所
以不用你说，他都会考虑费用投
入的最优化。 ”

一名销区经理举例说：一个
业务员在一个商场原占用一个 3 米宣传
堆头，本认为顺理成章。实行“千金经营法
式”之后，他有意识地仔细核算了一下宣
传堆头使用费和销售量的关系，发现费用
太高， 便主动换了一个 1.5 米的宣传堆
头，以降低成本。

在制剂车间颗粒包装班，工人对每一
份包材都要严格验收， 如果出现一点瑕
疵，都会记录，汇集之后报上去；在综合车
间的一楼，因为光线不好装了一盏灯。 以
前大家走去走来大多视而不见，现在自觉
人走灯灭；在河西制剂车间，工人们会把
一时不用的机器零件收集起来，可以用旧
的就尽量不买新的……

在“千金经营法式” 的实行规则里，
“团金”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团金”是指团
队不宜分割或不可分割的共同贡献的报
酬）。 这种薪酬体现的是一种团队利益共
享，实质上也是一种新型的集体合作制表
现形式。团金通常占员工年收入的四分之
一。 要依靠每个员工的努力，才能实现团
金的最大化。 这种厚薄一致、利益捆绑的
团金设计，促使每一个经营主体显得空前
团结。 有了团金的设计，一个团队里每一
个人都不能对团队的事置身事外，都会自
觉地不自觉地维护团队利益。

用市场的手段达到“共享”的目的，成
为“千金经营法式”的一大亮点。 随着“千
金经营法式”的实行，千金员工蓦然发现，
理想就这样在不经意间照进了现实。2016
年千金药业的员工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80.7%的员工对企业认同感“有增加”，
75.2%的员工工作成就感“有增加”。

眼前，尽管“千金经营法式”还在继续
的完善之中，但其强大的生命力已经展现
无遗。今年 11月，千金药业总裁蹇顺在一
次全国性的行业会议上分享千金药业应
对市场变化，推行“千金经营法式”的体
会，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有大学学者表
示出浓厚兴趣，要将之作为国家级课题上
报，进行研究。

颠覆了过去，优化了现在，运筹了未
来。

在颠覆中创造，在创造中成熟。“千金
经营法式”的创立，不仅改善了企业的经
营，也改变了员工的理念，更提供了一个
鲜活的可复制的创新样本。

我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千金经营法式”必将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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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车间的原材料都是内
部采购来的。 ”

乍一听来，千金药业综合车
间主任欧阳云姣的这句话使人
颇为费解。 按照通常的做法，一
个企业的原材料肯定是统一采
购调配的， 作为一个生产车间，
只需接受生产任务、按要求生产
就是了，何来“车间采购”一说？

这并不奇怪。
“千金经营法式”在制定内

部经营规则时，一个重要的考量
就是如何用市场配置资源取代
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也就是使上
下管理的关系变成市场交换关
系， 使市场效能在内部充分释
放。

按照这一思路，公司建立了
一整套“内部结算”机制。 建立这
套机制的前提，是将公司所有的
基层生产营销部门都视为一个
独立的经营单元，在公司统一的
目标任务之下，每个单元与上下

游之间均通过“市场交换”获取原材料、商
品。 也就是说，在千金药业内部，公司向生
产系统购买产品， 营销系统向公司购买产
品， 制剂车间向综合车间购买半成品和服
务， 综合车间向原材料采购部门购买初级
原材料。

在充分考虑公司、经营主体、个人三者
之间利益均衡的前提下， 公司制定出了细
致的《生产规则》、《营销规则》，一次性统一
确定了产品、半成品的交换价格，实行“统
一定价，阶梯浮动”。 如此一来，各省级销区
买什么产品，买多少产品，完全自主，生产
系统根据营销系统的订单自主组织生产，
公司不再机械下达生产指标任务。

公司对经营主体的身份认同， 使每个
经营主体（单元）都变身为一个目标一致、
利益相关的紧密团队。 同样的团队，过去是
“为公司干”，现在是“为自己干”。 过去，工
资固定，大家巴不得少干一点。 现在，按绩
效拿钱，大家又巴不得想多拿一些，多干一
些。

“‘千金经营法式’实行之后最明显的
变化，就是我这个班长好当了。 ”综合车间
的前处理班长袁辉对此感受强烈。 他说，以
前给大家安排工作，一些人喜欢挑三拣四，
现在所有事情都主动干。 比如，在验收原材
料这个环节， 原来有时候马马虎虎就过去
了。 现在原材料关系到车间成品率，关系到
每个员工的收入， 所以不管分配谁验收原
材料，都突然变得“不通人情”了。

“原来，车间要更新设备，都是公司统
一安排的。 现在我们自己就可以决定买设
备提高生产率。 ”河西制剂车间主任朱又红
介绍说，车间去年自主投资 50 万元更新了
设备，结果减少了 6个人。“增加机器，减少
人员，两年时间机器本钱就回来了。 ”朱又
红补充说。

完备的内部市场体系，使千金药业员工
的价值取向发生不少变化。原来，大家都以提
职提薪为荣，公司分配也难免按资排辈。现在
不一样了。由于一律按照业绩计酬，一些销区
业务员的收入甚至超过了销区经理。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这实际上是
我们在内部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
巨大转变。 现在的千金药业，通过用市场手
段重构评价体系， 原来完全以职级为本的
薪酬体制已不复存在， 现在我们是真正的
以才能论英雄，以业绩论高低。 ”一名高层
管理人员说。

市场是公平的也是残酷的， 千金药业
内部的竞争是公平也是残酷的。 根据规则，
业绩差的销区经理要被淘汰，竞争意识强、
业绩好的销区经理可以“吃点菜”。 也就是
说， 业绩突出的经理可以要求调到一个更
有前景的销区去任职，获得更大的舞台。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好手段。“千金经
营法式”实行一年来，千金药业的可控生产
成本率逐年下降， 卫生用品公司销售人员
由 1000 人减少到 800 人，产量和销售却实
现了增长，利润更是实现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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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法式，为破解企业经营“魔咒”而创

从驱动“关键少数”到调动“关键多数”

回归，还原“以利润为中心”的企业本质

“千金经营法式 ”创立者———
千金药业董事长江端预

充满活力的千金药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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