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

7

月

13

日，鲁贵卿在长沙田汉

大剧院为新招来的

1213

名大学生进行入

职培训演讲，题目是《话说五局》。 从上午八

点半开始，讲到下午

2

点，他在讲台上站了

五个半小时，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阵阵、笑

声阵阵。

鲁贵卿对那些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说，五局为年轻员工的成长、成才，建立了

“四大职业通道”、“三大晋升梯子”、“五大

工资单元”，使这些年轻员工感到，来到中

建五局，便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有了看得

见的经过努力可能达到的十分诱人的职业

前景。 于是，他们充满了激情。

最后， 鲁贵卿送给新员工十条寄语 ：

“把成功的目标定得更远一些， 避免成为

‘杯具’；用心构筑人生的脊梁，忠、信、真、

善、感恩；拥有阳光心态，就不会人在‘途’；

香自苦寒来，锋从磨砺出；毅力决定成败，

成功源于坚持； 主动承责是成长进步的金

钥匙；下功夫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换位

思考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学到老，

活到老，否则就‘

out

’了；天天‘归零’，天天

向上……” 台下不断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

烈掌声。

结束采访前，我们问鲁贵卿：当初在设

计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时，制订“四大职业通

道”、“三大晋升梯子”、“五大工资单元”的

出发点是什么？

鲁贵 卿 向 我 们 简 要 介 绍 了 他 的 思

路———

“都说国有企业不如民营企业好搞，其

实，国有企业只要把‘人’管好了，机制搞活

了，一样能做好，而且能比民营企业做得更

好。 ”

“人力资源管理必须把握人们需求的

不同层次，以合理的薪酬标准，不断满足人

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 以合理的晋升通

道， 不断满足人们的感情需求和受人尊敬

的需求；适时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不断满

足其价值实现的需求。 ”

正因为中建五局把员工当作珍贵的资

源， 稀有的资本， 为他们的发展开辟了通

道，为他们的晋升搭建了梯子，为他们的精

彩人生提供了舞台，不仅新员工们进得来、

留得住、成才快，而且原先已经离开中建五

局的人，看到中建五局有舞台、有前途、有

发展，更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先后有

200

多

人放弃了民企的高薪，回到了中建五局。 透

过这种“回归”现象，可以充分理解“良禽择

木而栖”这句话的本质所在。

当年， 财政部一位司长来中建五局调

研时曾说过，国有企业“人”的问题是世界

性难题， 谁要是解决好了， 应该获诺贝尔

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委会当然

不会为此设立专门的奖项， 如果真有这个

奖项的话，我们建议鲁贵卿再努一把力，去

申报这一世界级的伟大奖项。 这也是我们

给予他的压力和动力。

“ · ”之关键———人

———看中建五局如何用企业文化破解国企难题

■

李文耀 吴纯光 李忠效

今年的夏天好像比哪一年都要热，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

里，我们怀着火一样的热情，辗转长沙、深圳、天津、北京，先

后采访了中建五局的老领导、现任班子成员、部门领导以及

部分二级公司领导、 项目经理等 60 多人。 回顾过去的 100

多天，我们像是在中建五局 45年的历史中翱翔。

文化究竟在一个企业里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四十五岁的中建五局正值壮年，却经历了人生的波峰与

波谷，高潮和低落。 一度曾是连续多年亏损的困难企业，后来

靠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使企业摆脱了困境。 翻开中建五局的

《信·和文化手册》， 不由得眼前一亮： 书中那座雄伟壮观的

“中建大厦”和那条在低位徘徊了 30 多年后陡然腾飞的代表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的曲线告诉我们： 中建五局从 2003 年以

来，的的确确实现了飞跃式发展。 为了弄清其中的原委，我们

踏上了探索奥秘的旅程……

国企改革的最大难题是什

么？ 中建五局是怎样用“信·和”

主流文化破解这个难题的？ 我们

带着这个问题，开始了马拉松式

的采访。 接受采访的人员，无论

是离退休干部， 还是年轻员工，

他们的回答几乎是同样的，就是

如何解决“人”的问题。

人力是企业的重要资源，如

同石油、煤炭、黄金一样，如果总

是埋在地下 ， 不仅不会产生价

值，还会贬值，甚至流失。 只有经

过开采、开发、冶炼，将其打造成

商品 ，拿到市场上竞价 、交换乃

至公开拍卖，这样才会在流动过

程中不断增值。

作为传统的大型国有企业，

很多员工家庭是三代同在一个

公司工作， 父一辈， 子一辈，再

加上邻里朋友关系，每当要解决

“人” 的问题时， 在效率和公平

的选择面前， 往往是牺牲效率，

迁就公平； 在人情和公正面前，

往往是照顾了人情 ， 牺牲了公

正。

中建五局人力资源部原经

理、现任信和地产公司党委书记

鲁检毅在谈到当年陷入困境的

原因时 ，仍然感慨万千 ：作为传

统国企的五局，过去在选拔部门

和下级公司领导方面，一直采用

的是“培养人才”的“相马”方式，

而不是公平竞争的“赛马”方式。

2003

年以来， 中建五局新一

届领导班子上任后， 面对当时突

出存在的“信心丢失、信用缺失、

人和迷失”的“三失”现象，有针对

性地开展了“信心、信用、人和”三

项工程建设。 在此基础上，逐步总

结提炼出了中建五局 “信·和”主

流文化。 他们在加强对“信·和”主

流文化物质层面外化和精神层面

内化的同时， 出台了以人力资源

和薪酬管理体系为主的

200

多项

制度，将“信·和”主流文化固化于

相对稳定的制度之中，形成了“人

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收入

能增能减” 的人力资源运行新机

制， 基本上破解了困扰中建五局

多年的难题。

如何解决“人”的问题，是国企振兴的最大难题

2002

年

12

月

12

日，鲁贵卿

受命出任中建五局第六任局长。

当时的中建五局负债累累、困难

重重、举步维艰，全局上下，人心

思变。 鲁贵卿感到，要想摆脱困

境，就必须对传统的用人制度进

行彻底的改革，变领导 “相马 ”，

为公开“赛马”。 在鲁贵卿上任后

的第一周，五局党委就正式公开

宣布：

2002

年

12

月

27

日， 全局

机关所有中层以下干部全员下

岗，全体员工都可以报名竞争中

层干部岗位！

这一爆炸性的消息，在中建

五局上下引起极大的轰动。 特别

是那些想凭自己的能力和才华

干一番事业的年轻人，更是跃跃

欲试，奔走相告。 不过也有人担

心 ，公开 “赛马 ”好是好 ，谁能保

证没有人吹“黑哨”？ 领导会不会

搞“暗箱操作”？

竞聘上岗的评分机制随后

出台 ，大家看完规则 ，便彻底地

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原来，为了

确保此次公开竞聘的公正和公

平，鲁贵卿专门聘请有关专家和

局领导共同组成评分小组，并当

场宣布评分结果 ， 这就没有了

“暗箱操作”的可能。

现任中建五局总承包公司

党委书记的姜守柏 ， 当时在湘

西一个僻偏的公路项目上担任

项目经理 。

12

月

26

日早晨七

点 ， 他偶然得到了这个令人兴

奋的消息 ， 将现场工作做了一

番交代后 ， 便乘坐一个多小时

的轮船 ， 又搭乘一个多小时的

摩托车 ，接着再换几趟汽车 ，于

当天晚上赶到长沙 ， 连夜进行

竞聘准备。 尽管是仓促上阵，由

于姜守柏经历丰富 、反应机敏 ，

答辩时对答如流 ， 一举获得营

销部经理一职。

现任中建五局人力资源部

经理的罗海君在谈到那次公开

竞聘时，更是感慨不已。 他出生

于

1975

年，当时只有

27

岁，他满

怀激情地竞聘企业管理部副经

理一职， 结果最后败下阵来，但

是他却在竞聘演讲时显露了头

角 ， 鲁贵卿局长鼓励他说 ：“小

罗，讲得不错，好好干！ ”在鲁局

长的鼓励下，罗海君走上了企业

管理部发展研究员的岗位。 后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

2006

年他

再次竞聘企管部副经理职位，终

于如愿以偿。 不久，他又出任人

力资源部经理。

公开 “赛马 ”的用人机制 ，

使全体员工处在竞争的同一起

跑线上 ， 使那些有学识 、 有能

力 、 德才兼备的年轻人有了展

示才华的舞台 ， 进一步激发了

企业的活力 。

中建五局出台新的用人机制

规定，每半年进行一次评级考核，

实行末位淘汰。 考核共分

A

、

B

、

C

、

D

四个等级 ，

D

级直接淘汰 ，

两次被评为

C

级也要下岗。

2003

年

7

月，中建五局第一

次实行半年干部考核，时任中建

五局市场营销部副经理的蒋必

祥被评为

C

级，名列全局倒数第

二！ 看到这个结果，时年

42

岁的

蒋必祥感到像是天塌下来一样。

他认真反思自己：人际关系出了

问题？ 业务能力出了问题？ 还是

其他方面出了问题？ 尽管思想压

力很大，但是既然制定了游戏规

则 ，他别无选择 ，只能接受这个

现实。 后来，蒋必祥被调换到其

他岗位任职 ， 却做出了突出成

绩。

把人力当作资源、 资本进行

爱护和经营，通过严格考核、末位

换岗， 使各层岗位的员工都有一

种危机感。通过这种压力传递，中

建五局的人力资源得到了充分的

开发， 也使人才资本在合理流转

中不断增值。

在企业领军人物鲁贵卿看

来，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把企业的

员工看作成本，甚至看作是包袱，

完全是偏见。其实，人力是企业生

存和发展的基础， 是极其宝贵的

资源和资本。

把国有企业中的人当作宝贵

的资源和稀缺的资本， 这一观念

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 在和鲁贵

卿进行交流时， 我们专门就这个

问题进行了探讨。

鲁贵卿说：“一个企业如果只

有物质资本，没有人力资本，那么

它永远不会有优秀员工， 这个企

业永远不会成为优秀的企业。 只

有将人力视为资源和资本， 才能

最经济地拥有人才， 拥有充足的

人才，并使人才不断成长，为企业

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 ”

前些年， 中建五局曾经下岗

分流

6000

多人，既然企业员工是

资源，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我们向鲁贵卿提出了疑问。

鲁贵卿回答， 我们在把人力

看作资本的同时， 决不能忽视人

力成本这个概念。对企业来说，人

力成本和水电油成本、管理成本、

机械成本、 材料成本等其他成本

共同组成了企业的费用。 我们在

把人力看作资源和资本的同时，

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有的人在

一定时期内，工作干劲大，业务能

力强，绩效优异，是企业参与市场

竞争的资本。 但是如果没有严格

的考核标准， 没有有效的负激励

机制，没有压力传导，员工不仅不

能为企业创造财富，相反，还要靠

企业来养活。此时，员工就会成为

企业的包袱，是实实在在的成本。

鲁贵卿说，之所以要建立“人

员能进能出”的疏导机制，就是因

为企业用人决不能死水一潭，不

能搞终身制，要流动起来，一定要

建立有效的压力传导机制。企业，

特别是处在完全竞争领域内的国

有企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只

有破产倒闭这一条路可走！

我们终于明白了： 原来企业

中的人，既是资源、资本，又是成

本， 还可能成为包袱。 资本与成

本、 资源与包袱是随时可能产生

转化的。

鲁贵卿解释道， 中建五局在

2002

年 底 有 职 工

1.6

万 人 ，除

5000

多名离退休职工之外，还有

5000

多名下岗或待岗人员，有的

人

1580

天没有上班， 照样拿钱。

这对在岗的职工很不公平， 严重

违背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

配原则。这些年我们与

6000

多人

解除了劳动合同，按人均

800

元

/

月的费用计算， 企业每年可节约

费用

5760

余万元。 同时，我们又

先后招进大学生将近

6000

人，这

些有知识、有活力、有创新精神的

年轻人， 才是我们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优质资源和资本。

同样是

1

万多名员工， 经过

疏导和流动， 其资源价值和资本

的含金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接

着我们又就“人人皆可成才”的问

题与鲁贵卿进行了探讨。

鲁贵卿说， 只要坚持贯彻竞

争上岗、严格考核、压力传导的机

制，“人人皆可成才” 是基本可以

实现的。 就拿营销部原副经理蒋

必祥来说吧， 他毕业于岳阳师范

学院，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企业营

销岗位对他来说并不是最合适

的。在

2003

年的半年考核中得了

个

C

， 后来让他出任中建五局所

属的长沙建校校长， 干得如鱼得

水，还被五局授予“劳动模范”，被

中共湖南省工委授予 “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 可以说，蒋必祥就是

在“末位换岗”的压力机制下发奋

成功的典型。

为了做到坚持严格考核制

度，保持压力传递，鲁贵卿抓得很

紧。 开始有的领导担心这样做会

影响团结， 鲁贵卿在大会小会上

反复强调， 干得好的一定给他打

A

；干得不好的一定给他打

C

。 要

站在全局角度来考虑， 一定要珍

惜维护这个来之不易的好机制！

2003

年底，有个单位的领导

在组织考核时犯了难， 向鲁贵卿

诉苦：“鲁局长啊， 我这个部门每

个员工都很优秀，没有

C

，怎么打

啊？ ”

鲁贵卿局长严肃地说：“你作

为领导， 如果找不出

C

， 你就是

C

！ ”

从

2003

年到现在，中建五局

160

个中层干部岗位，调整

560

人

次，平均每个岗位换了四茬。压力

的传递，变成了动力的发源地。人

才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人才在压

力中发奋进取。 中建五局人才辈

出，实现了经济腾飞！

财政部官员说： 国有

企业“人”的问题是世界性

难题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赛马”制度应运而生

鲁贵卿说：作为领导，如果找不出 C，你就是 C！

足迹

2009

年度鲁班奖， 由中建五局施工的深圳丽思

卡尔顿国际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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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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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拯救大型国企启示录（一）

中建大厦院内的“论语墙”近日已通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初审。 刘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