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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力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2、人力资本对企业的重要意义 

1、企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3、企业驱动人力资本增值的责任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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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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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力成本上升  财务成本增高 

 供应链成本负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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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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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裁员消息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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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力资本对企业的重要意义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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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区 

业绩下滑
20%多 

问题 子问题 子-子问题 

成本高 

案例剖析（问题树） 

业绩差 

品质差 

品质管理系统薄弱 

人工成本高 

采购成本高 

物流成本高 

销售力不行 

市场企划不力 

人 

后台反应速度慢、
物流公司后备不足 

产品设计性能不稳 

子-子-子问题 

……

……

……

……

……

……

……

……

……

……

…… 

效率低 

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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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成本 效率 品质 

开拓市场、优化流程、机制、有效的方案举措、快速的
执行力…… 

人力资源 

财 

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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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的区别 

人力资本 人力资源 

质量、数量 数量 

关注收益/结果 
关注“人”/“现

象” 

对于企业来说，能够给企业带来效益增长的“人力资源”

才是“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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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人力资本 

 

 

工具、方法 

驱  动 

驱动人力资源成为人力资本 

驱动人力资源成为人力资本，创造价值，不能创造价

值的则会成为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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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的增值要大于财务资本，追求人才更甚于追求资本

，有了人才就能创造价值，就能带动资本的迅速增长。                                                                              

                                            ——任正非  

要让企业能赢，没有比人才更要紧的事情了。世界上所有

精明的战略和先进的技术都将毫无用处，除非你有优秀的

人来实践它。人的问题绝不只是人力资源部门的事，知人

善用是每一位领导者的必修课……我每年花60%的时间关注

人，并且这样做持续了20年。 

                                  ——GE前CEO ：杰克·韦尔奇《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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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驱动人力资本增值的责任归属 

 董事长 

现状：重物质资本、轻人力资本；重业务，轻

管理；对HR部门失望 

责任：重视HR部门，让公司有权威的高层领导

分管人力资源，并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重要

场合亲自出席，适当场合发表重要讲话以显示

对人力资本的重视。 

对驱动人力资本增值的产品给予决策，并给予

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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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部门 

现状：非常重视专业，跟董事长谈的都是招聘、培训、绩
效，还没有深入业务部门，驱动各部门人力资本增值。 

责任：人力资本增值的产品的研发和推动部门，从公司战略和业务短板出发

，设计支持战略目标实现和解决业务问题的人力资本增值的产品，并有效实

施，提升公司竞争力。 

3. 

2. 4. 

1. 

根据上级安排设计产品 根据专业分析设计产品 

修补人资模块 搭建人资体系 

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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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部门 

现状：重业务，轻管理，没有意识到部门业绩的达成与人力

资本的增值的关系，对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不在乎，老是以忙

为借口，推脱。 

责任：人力资本的使用部门，重视人的问题，配合HR推动人力资本

增值的产品的落地与实施，是人力资本增值产品落地的执行部门，

在解决业务问题的同时，助力企业未来发展。 

茫 盲 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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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企业驱动人力资本增值创新实践 

2、驱动人力资本增值的产品设计实践 

3、驱动人力资本增值的机制保障 

 1、驱动人力资本增值的产品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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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驱动人力资本增值的产品设计原则 

您如何规划、设计企业人力资源产品？ 

招聘 培训 

绩效 薪酬 

任职资格 员工关系 

专业导向 

人力资本增值 

战略实现 

业务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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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公司中存在着一个暖洋洋的、昏昏欲睡的，就像是克娄巴特拉怀

中的毒蛇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你公司中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80%的

雇员的时间都耗用在日常性的行政管理事务上。该部门的几乎所有职能都可

以让其他部门用更少的时间却更为熟练地去完成。我所描述的当然就是你们

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因此我想给你的一个小小建议是：为什么不把

你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炸掉算了？”  

              ——美国《财富》杂志的专栏作家托马斯•斯图（ThomasA. Steward） 

人力资源在企业中的处境 

杜拉拉升职记片段 

杜拉拉升职记教材用视频.rm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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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人力资本增值的产品 

战略目标 业务问题 
效率、成本、品质 

以终为始 

以驱动人力资
本增值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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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 
净利润 

人力资本投入 
= 

人力资本投入包括：工资、福利、奖金、培训投入、招聘费用 

◆以终为始，以驱动人力资本增值为目标 
设立人力资本的评价指标 

是否掩盖了事实？ 

人均销售额、人均利润、万元薪酬产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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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业务系统/部门分析 

人力资本投入 效率、成本、品质 

人力资本增值：人力资本投入能带来部门运作效率的提

升、成本的下降、品质的提升！ 

部门反映人力资
本增值的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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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增值评价指标的重要性 

• 目前大部分考核指标关注现在，人力资本增值指标更

关注未来的成长性； 

• 人力资本增值指标是指导HR工作的重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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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战略是否创造出投资者所希望的价值？ 

我们的客户是否认同并嘉许我们所创造的价值？ 

——顾客的价值主张是什么？ 

——投资者所期望的最大回报是什么？ 

我们的流程在效率、质量、成本方面是否有足够的竞争力？ 

——如何改善内部运作以增加我们持续的竞争优势？ 

我们的员工是否有足够的能力？ 

——如何形成支持战略的核心能力？ 

财务指标 

市场客户 

内部营运 

学习发展 

战
略
地
图 

发
展
战
略 

战略导向 

清楚公司的生意脉络，清楚战略/年度目标是
如何得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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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解码流程 

战略及战略目标 

凭什么赢？ 

明确关键成功因素 

明确战略重点 

关键指标及行动计划 

    战略重点（必须打赢的仗） 是指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战略任务，它是关系到企业的

战略目标能否达到的重大的或薄弱的项目。

为了达到战略目标，必须明确战略重点。没

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及相应的行动计划。  

    战略重点的明确是战略解码过程中核心

部分之一，只有明确了企业发展的战略重点，

才能真正做到有码可解,解之有效！ 

对战略重点进行清晰地描述，是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过程。 

明确战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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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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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战略解码可以打通横向价值链，形成合力 
–如何向一线员工解释：是什么，不是
什么？ 

–成功之后是什么样子？ 

–怎样才知道“打赢了”？（衡量指标
） 

定义并描述 

“必须打赢的仗” 

分析障碍与有利因素 

制定关键行动计划 

及相应的衡量指标 

n 分析每一个必须打赢的硬仗可能存在的障

碍因素与有利因素 

n 任务 

n 行动 

n 完成时间 

n 需要的资源与支持 

n 里程碑 

n 责任人 

n 衡量指标 

战略解码（Strategy De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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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导向  

举例：销售业绩不达标一直没有效解决？ 

效率、成本、品质 

销售业绩
增长乏力 

 新客户开发量少 

 新客户贡献少 

 新员工流失率高 

 业务技能 差  没有市场和销售的制衡机制，一切

都是销售说了算；强化市场人员能

力、责权 

 销售员工只有业绩的考核，缺少对

日常行为的监控和考核； 

 没有人才梯队，某些事业部负责人

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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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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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分析得到公司的长短板如下： 

 

长板：产品多元化、............ 

短板：技术营销能力、系统解决方案开发能力、终端客户开发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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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打赢的八场仗： 

 

1、开发适合不同类型企业的系统解决方案 

2、加快拓展终端客户 

3、开发战略型新供应商 

4、打造技术型营销团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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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企业驱动人力资本增值创新实践 

2、驱动人力资本增值的产品设计实践 

3、驱动人力资本增值的机制保障 

 1、驱动人力资本增值的产品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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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顾客需求---战略业务适配 设计系统解决方案 

公司的问题、
需求、意图 

分析环境 

现在/未来 

旨在满足公司
需求和意图的
人力资源战略 

分析核心竞
争力：现在
/未来 

实施人力资源战
略的方案、举措 

2、驱动人力资本增值的产品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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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影响力产品的8S需求模型诊断及行动工具 

 

 

 

战略 

技能 

共有 

价值观 

人员 

风格 

组织 

结构 

制度 

流程 

surroundings（环境 ） 

Strategy（战略） 

structure （组织结构） 

System（制度流程） 

Style（风格） 

Staff（人员） 

Skill（技能） 

Shared Value（共同价值

观）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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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没有什么最佳的组织方式 

理想的组织与环境协调一致 

组织各部门相互依赖 

要想有效，8S必须保持相互一致，互为补充 

平衡是关键：内部和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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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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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σ 提升产品设计品质 

产品品质是方案落地实施的保障，否则不能真正

驱动人力资本的增值，反而引来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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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规划 招聘 考核 培训发展 

外
部
供
给 

内
部
供
给 

人才需求 薪酬 

激励 

晋升 

发错工资; 

提拔的人员不适合; 

考核取数成本过高. 

招聘周期过长；  

招聘费用过高；  

招聘人员质量不够.  

 

重复培训; 

人才流失; 

次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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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运用六西格玛DMAIC改进工具，标
本并治、系统性优化招聘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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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格玛核心改进方法的框架DMAIC 
C

o
n

tr
o

l 

控
制

 客户 
需求 

一切以客户的需求为衡量标准！ 

    定义（Define）：发现存
在的问题，知道问题出在哪，
并有针对性地设立目标，确定
由谁负责组建团队来实施这一
项目。 

   测量（Measure）：度量现
有水平，建立改进基准。 

   分析（Analyze)：分析现有
水平与目标水平的差距和问题
的根本原因。  

   改进（Improve）：用经济
有效的方法求得突破和改进。 

   控制（Control）：建立保
持措施，并使之标准化，将结
果用于其它同样或类似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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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能观察，那么你就无法定义； 

如果你不能定义，那么你就无法描述； 

如果你不能描述，那么你就无法衡量； 

如果你无法衡量，那么你就无法管理。 

                       ----保罗.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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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控制 

客户 
需求 

新聘人员流失率/新员工流失率的下降率 

    通过对招聘流程的DMAIC

改进，提升了新聘人员适岗度，

满足了企业对招聘质量需求。 

    同时，也为HR自身建立了

威信，赢得影响力。 

案例分析： 招聘流程DMAIC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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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练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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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制协作，形成合力 

人力资源部 业务部门 

效率、成本、品质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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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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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企业驱动人力资本增值创新实践 

2、驱动人力资本增值的产品设计实践 

3、驱动人力资本增值的机制保障 

 1、驱动人力资本增值的产品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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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酒茅台的故事 

   

（一）强化推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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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管理智慧中心 

营销学既适用于产品与服务,也适用于组织和人 

                                        

                                  ——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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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
满意 

顾客
Custom

er 

成本
Cost 

沟通
Comm
unicati

on 

便利
conveni

ence 

人力资本增值产品推广实施的4C思考 



     管理智慧中心 

落地实施策略 顾客 成本 沟通 便利 

上市前 

提炼产品卖点 √ 

外部标杆或竞争对手 √ 

借力第三方 √ 

我搭台，你唱戏  
（上市推广阶段也适用） 

√ 

上市推广 

样板工程 √ √ 

内部标杆人物 √ √ 

政治影响 √ 

立体式广告宣传 √ 

售后 
荣誉和表彰 √ 

效果展现 √ 

人力资本增值产品推广实施策略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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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 
净利润 

人力资本投入 
= 

人力资本投入包括：工资、福利、奖金、培训投入、招聘费用 

人均销售额、人均利润、万元薪酬产值率…… 

1、加入人力资本增值衡量的数据分析 

 （二）加强数据分析 

只有数据才能反映事实，只有数据才能被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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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增值：人力资本投入能带来部门运作效率的提

升、成本的下降、品质的提升！ 

部门反映人力资
本增值的KPI 

将人力资本指标细化到业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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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招聘100人上岗，其中： 

高层2人，中层20人，基层员 

工78人 

常见的效果评估内容 

1、平均招聘周期由30天缩短到20天；

招聘成本从1000元/人下降到800

元/人 

2、新招聘的品质总监在公司推行TQM

，产品直通率从75%提升到85%，

返修率从10%下降到5%； 

3、新招聘的厂长将单位生产成本从

200元降低到150元； 

4、新招聘的工程经理在公司推行精益

生产，为公司节约50W 

建议效果评估内容 

2、变常规数据为有效价值数据分析及呈现 

数据要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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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常规数据进行剖析及预警 

录用比 

学历、年龄
结构 

流失率 

学历、年龄结构是否合理，各部风险如
何、防控机制 

流失率是否符合行业规律，影响公司业
绩情况如何，各部情况分析，根本原因
所在，拟采取措施，风险点预警机制 

录用比低，原因分析，是能力强的没有
被录用是否是因为一字型领导，还是对
企业战略性录用阳奉阴违，如何突破 

常规数据其实不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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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检视及激励系统 

 将各部门的反映人力资本增值的指标纳入部

门负责人的考核 

 检视机制（PDCA） 

 激励 

 

执行力是 考核和检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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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检视（固定周期、固定人） 

 P: 对象+目标+手段，从问题的定义到行动计划,分为P1与P2；P2是确保P1达成的要因； 

D:对应各个P2，确保达成P2各目标的执行方案，D是P2的要因； 

C: 评估结果   包括达成与未达成的目标,分为C1与C2； 

A: 达成目标:成功经验标准化和进一步推广; 

          未达成目标:问题分析,追究根源,形成新的计划。 

例如：是及时交付
的问题还是质量的
问题等，这就是对

象。 

是100%还
是90%等就
是目标。 

从哪些方面
确保目标，
就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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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激励 

荣誉激励 

兴趣激励 

参与激励 

晋升激励 

榜样激励 

感情激励 

表扬激励 

文化激励 

形象激励 

工资 

奖     金 

福     利 

奖     励 

物质方面：口袋 精神方面：脑袋 + 

激励机制 

更加重视对人力资本增值做出贡献的部门/人予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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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破业务部门“次优化”思想 

 

 

                什么是“次优化”？ 

 

 

 

 

 （四）打造人力资本增值责任部门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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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企业的各组成部分都尽力完成各自的工作，但企业

未能实现整体最佳效果，这就是次优化问题。 

次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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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部门素质提升 

 

 战略伙伴 

 

管理战略性人力资源 

业务伙伴 

 

管理业务变革和创新 

管理公司基本功能 

 

行政专家 

管理员工贡献 

 

员工后盾 

专注于未来/战略 

专注于日常经营 

流程/体系 人员 

数据调查 

链接PPT.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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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HR核心胜任力 

  

  

  专        业 

业  务 

战略 

精度 

深度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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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调查 

链接PPT.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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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回顾与总结 

2、驱动人力资本增值的责任归属 

 1、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区别 

3、企业驱动人力资本增值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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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愿各位在职业道路上一帆

风顺，祝愿各位所在的公司

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