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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优化研究

摘要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众多民营企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规模从小到大、

发展实力由弱变强，为我国取得经济稳步增长、各行各业发展创新、增加全国就业岗位、

改善民生、创造税收收入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我国 GDP 能够位居全球第二的重

要支撑。但是，由于近些年民营企业的盲目的扩大发展规模和所面对的市场环境日益激烈，

民营企业现行的激励体系所存在的问题日益显现，尤其是一线员工的流失，已发展成制约

企业发展的瓶颈。如何利用有效的手段，优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体系，提升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是大多数民营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 KT 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理论，采用调查问卷、文献研究、

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探寻适合 KT 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优化的方法。

通过调查，KT 公司的主要激励方式是：物质激励方面采用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绩效

工资和提案建议奖等简单的物质激励，且工资没有和员工业绩挂钩；在福利方面有五险一

金和节假日、体检、住宿和餐费补贴；精神激励方面：员工培训发展方面，采用员工入职

培训、“师徒制”培训和每季度的安全培训，晋升方面，按资排辈，晋升渠道较窄，情感

激励方面，采用参与和沟通两种激励方式；负激励，对违纪者口头批评。

文章认为，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物质激励，激励方

式单一，重物质轻精神激励，缺乏能够区别不同绩效水平的工资激励，没有工龄工资，没

有年终奖金员工年底没了期盼，年后离职率高，奖金激励仅有评判较为随意的员工提案建

议奖，影响优秀员工的积极性甚至滋生离职倾向；精神激励方面没有考虑员工的个体需求，

培训仅是入门级培训和安全生产培训，忽视了员工提升工种等级的培训需要，晋升只能按

资排辈，没有考虑到车间工作的枯燥乏味，长期处于同一薪资水平和职位上员工容易产生

离职倾向，沟通多是员工问题提问，管理者很少给予反馈，影响员工的积极性；负激励停

留在口头批评阶段，没有构建与正激励相结合的综合激励体系。目前，KT 公司亟需通过丰

富激励形式、优化激励方式、建立保障措施等途径，来完善员工激励体系，提升公司人力

资源管理水平，提高管理效率。

根据激励的相关理论，提出的优化措施是：物质激励方面，首先将员工的工资和个人

工作业绩挂钩，并制定详细绩效考评细则；其次要增加工龄工资、年终奖，将员工平时绩

效得分与工资相结合为员工发放年终奖；再次细化了加班补贴的计算方法，将 7元的加班

餐票更改为 10 元餐费补贴；最后要按照员工工资缴存五险一金并结合当地企业情况调整

缴存比例等。精神激励方面，首先在培训方面，以公司发展目标和工作要求为依据，结合

员工需求开展培训工作；其次职业发展方面，根据员工需求帮助员工制定出符合公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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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发展规划，实现员工与公司的发展方向一致；最后在情感激励方面，增加茶话社、

心愿墙等沟通途径，从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改善员工工作条件、丰富员工文化生活三个

方面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负激励方面，首先，要完善惩罚制度；其次要强调危机意识，制

定团队间竞争规则，季度产量在末尾的小组，取消小组成员当季度的岗位工资升级资格，

设立竞争上岗制度，最后形成正激励与负激励相结合的激励体系。

论文从 KT 公司的车间一线员工现行的激励体系现状入手，分析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

的激励体系存在的问题和问题产生的原因，根据发现的问题，针对性的提出相应优化对策，

对提升 KT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较好的实际指导意义，也期望对同类型企业的车间一线员

工激励体系构建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一线员工；激励体系；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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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many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earth shaking changes. Their development scale has grown from small to large, and

their development strength has changed from weak to strong. They hav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steady economic growth,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in all walks of life,

increasing national jobs,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creating tax revenue,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China's GDP to rank second in the world. However, due to the blind

expans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market environmen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incentive system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increasingly

apparent, especially the loss of front-line staff, which has become a bottleneck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How to use effective means to optimize the incentive system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enhanc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is an urgent

problem for most privat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takes KT Compan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es the theory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use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optimization method of the first-line staff incentive system suitabl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KT Company.

Through investigation, KT Company's main incentive methods are: material incentive

adopts simple material incentives such as basic salary, post salary, performance salary and

proposal award, and the salary is not linked to employee performance; There are five insurance

and one-year subsidy for welfare, holidays, physical examination, accommodation and meal

expenses; Spiritual incentive: in terms of employe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two incentive

methods are adopted: employee induction training, apprenticeship training and quarterly safety

training. In terms of promotion, the promotion channels are narrow and emotional incentive is

narrow, and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re adopted; Negative encouragement, verbal

criticism of violators.

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incentive system of the first-line employees

in KT workshop are: material incentive, single incentive mode, material and light spiritual

incentive, lack of wage incentive that can distinguish different performance levels, no working

age salary, no year-end bonus employees have no expectation at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the

turnover rate is high after the year, Bonus incentive only judges the more casual employee

proposal recommendation award, which affects the enthusiasm of excellent employees and 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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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ds the tendency of leaving; In terms of spiritual motivation,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employees are not considered. Training is only entry-level training and safety production training,

ignoring the training needs of employees to upgrade the work class. Promotion can only b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salary.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boring work in the workshop,

employees are prone to leave the job tendency for a long time in the same salary level and

position. Communication is mostly staff question, The managers seldom give feedback, which

affects the enthusiasm of employees; Negative incentive stays in the stage of oral criticism, and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incentive system combined with positive incentive. At present, KT

Company needs to improve the staff incentive system, improve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level an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by enriching the incentive forms, optimizing the

incentive methods and establishing the safeguard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theory of incentive, the optimization measures are as follows: in

terms of material incentive, firstly, the salary of employees is linked to the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work, and detaile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ules are formulated; Secondly, the salary

of working age and year-end bonus should be increased, and the annual bonus should be paid for

the employees by combining the performance score and salary;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overtime allowance is further refined, and the overtime meal ticket of 7 yuan is changed to 10

yuan meal allowance; Finally, the company should pay five insurance and one gold according to

the employee salary and adjust the deposit proportion according to the local enterprise situation.

In terms of spiritual motivation, first of all, training work is carried ou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needs of employees, based on the company's development goals and work requirements;

Secondly, in terms of career development, help the employees to formulate the career

development plan in line with the company's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employees,

and realize the consiste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between employees and the company; Finally,

in terms of emotional incentive, we should increase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such as tea

language club and wish wall,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people-oriented management concept, improving working conditions of employees and

enriching employees' cultural life. In the aspect of negative incentive, first, we should perfect the

punishment system; Secondly, we should emphasize the crisis consciousness, formulate the

competition rules among teams, and the group with quarterly output at the end, cancel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group members to upgrade their post salary in the quarter, establish the

competitive post system, and finally form a positive incentive and negative incentive system.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incentive system of the first-line employees in KT Company,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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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causes of the incentive system of the front-line employees in

KT Company,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found, which has a goo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KT Company, It is also expected to be of reference val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centive

system of the first-line employees in the same type of enterprises.

【Key words】first line employees; Incentive system;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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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如何利用有效的手段，来调动员工尤其是车间一线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个问题一直

以来都困扰着许多制造业公司。自现代化建设以来，激励体系始终是人力资源管理中非常

重要的要素之一，它可以帮助公司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解决人力资源管理效率低的问题。

公司可以借助激励体系这条管理纽带，将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帮助公司培

养发展所需的人才。如何优化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的激励体系，进一步增强激励措施的

激励作用，使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

本文研究的 KT 公司，属于河南省较为典型的民营企业，创建于 1985 年，主要生产绿

碳化硅，白刚玉系列等研磨材料。公司发展至今，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已经相对成熟，但是

仍旧存在一些问题，如一线员工的工资没有和个人业绩挂钩、没有工龄工资、没有年终奖

员工年底心理落差大、培训没有根据员工需求进行、负激励停留在口头警告等，这些问题

导致员工流失率高，企业招聘困难，人才队伍不稳定，公司发展后续动力不足。其主要原

因是当局管理者故步自封，他们认为车间一线员工所从事的工作岗位是无关紧要的，换谁

都能干，车间一线员工的流失对公司的发展构不成威胁，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去改善

车间一线员工的现有激励体系。

在公司发展的瓶颈期，在公司现有资金承受范围之内，如何留住公司的优秀员工，吸

引外界优秀人才，改变人力资源现状，发挥好、储存好人力资源优势，构建出合理有效，

且适合本公司发展的激励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本文借鉴国内外对激励及激励体系的

研究成果，以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为研究对象，从公司实际情况出发，分析车间一线员

工的激励体系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一些改进的对策和措施。希望通过对激励体

系的改进和完善，帮助公司渡过发展瓶颈期，也希望对遇到同类型问题的企业有所借鉴。

（二）研究意义

本文运用激励、激励体系等相关理论，采用问卷调查法、实地调研法和文献资料法等

方式，归纳总结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公司发展战略指导为

核心、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为主，负激励为辅的总思路，提出针对性强、操作性强的优化

建议及其相关保障措施。

首先是研究的理论意义。企业员工的激励体系是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所研究的一个重要

课题，通过对案例公司激励体系的优化研究，可以为丰富激励理论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素材

支撑。

其次是研究的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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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有利于帮助 KT 公司了解激励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及其背后原因。

在调研中发现，自公司成立以来，从未开展过任何关于车间一线员工需求的问卷调查

活动，所制定的人事制度，大多以同行业同规模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为模板制定，未经过

员工意见征集程序就出台相关政策。本文以调查问卷所得的数据为依据，分析 KT 公司激

励体系存在的问题，使公司高层管理者能够掌握之前公司所制定的激励体系的运行现状。

第二，有助于 KT 公司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提高。

员工激励和人力资源管理均与人密切相关，在对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优化的过程

中，能有效提高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的激励水平，提高 KT 公司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为 KT

公司发展提供坚强的后盾。

第三，有利于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凝聚力。

一个完善的激励体系，可以因人制宜、因地制宜的设定不同类别的激励措施，来增强

员工的归属感与责任感。只有这样当员工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才能以积极向上、敢于担

当的态度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公司团队的战斗力才能得以有效的提升。

第四，促进员工自我提升。

激励体系的完善，能够有效激发车间一线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使员工在工作中不断提

升自身素质，为员工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1.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激励体系的研究起步较早，相关理论和文献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初。主要

是从激励的要素、方法和流程等方面进行的研究与调研，至今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早

期的学者在构建激励体系时，更多的是关注于员工的需求方面，多数是以马斯洛需求层次

为基础展开的理论研究。以弗雷德里克·温·泰勒为代表的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员工激励

体系对于开发员工工作潜能，充分发挥员工主观能动性具有重大意义，并且强调在实施激

励体系的过程中，不但要制定具有刺激性的薪酬体系，还要采取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

合的激励方式。随着时间的发展，国外学者对于激励体系研究的角度和内容也在不断变化

与丰富，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

Sinan Aral 等人（2012）通过进行“委托—代理模型”的相关实验，证明了公司的人

力资源管理、员工个人所取得的绩效工资和公司的人力资源的分析是密不可分的，当这三

种因素紧密结合，相互作用形成一套自有的激励体系的时候，就会对企业的产出效率带来

一定的提高。[1]

Tanja M（2016）研究了人力资源管理中激励体系的薪酬体系，对公司的员工福利、股

票和保险激励等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介绍，他认为公司采用的激励体系不仅要灵活

多样，而且应具有时效性，能够在不同时间点上，针对各种员工实施不同的激励办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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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yl Kovalchuk（2016）在研究中指出员工在企业进步、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关

键的作用，企业员工的潜能激发程度和综合能力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企业的经济效益情况，

这就要求企业在实施激励体系的过程中，要重点关注员工培训体系的构建。[3]

克里斯蒂·海吉斯（2019）在研究中指出以目标为驱动力，将公司的目标和员工个人

价值观、个人目标相统一起来，会激励员工自身采取行动。

阿德里克·高斯蒂克，切斯特·埃尔克（2019）发现千禧一代员工更加渴望与他人进

行合作，拥有较好的团队精神，在工作上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指导和经验传授，在工作中

如果能够获得认可和及时反馈将对他们产生很强的正向激励作用。[4]

Evelina P.Pecherskaya，Tatiana M.Tarasova（2020）认为，大多数国内企业都努力去创

造条件，满足员工的需求，并且也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此，高工资水平和为员

工提供全面的一揽子计划、培训和职业规划、组织公司活动、在外部顾问的参与下对公司

情况进行诊断以及对员工进行调查逐渐成为商业组织雇员熟悉的工作条件。[5]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于员工激励体系的研究内容相对较多，主要可以将其划分为两

种观点。一种是以过程型激励理论为研究方向去构建激励体系，是从企业员工的工作动机

方面来进行的研究；一种是以内容型激励为研究方向去构建激励体系，是从企业员工在工

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和行为过程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无论学者以哪种研究方向为重

点，在研究中都发现，作为企业管理者都必须要考虑和实施一种合理有效且科学的员工激

励体系，来激发出员工的工作动力，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要明确在员工激励体系实施过程

中的关键要素，并且围绕着这些关键要素进行合理明确设计。

2.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相较于国外，我国关于员工激励体系的研究发展起步较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

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国外关于员工激励体系的先进经验，也得到了国内学者

的借鉴与应用，并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根据国内企业实际情况展开了深层次的研

究，使其更加科学化系统化。我国学者在对企业员工激励体系不断研究过程中发现，企业

的管理者，在管理公司的过程中要想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的调动起来，需要将物

质激励和精神激励进行一定程度的进行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激励效果。

（1）激励理论的研究

俞文钊提出同步激励的观点，认为在对企业的员工进行激励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物

质激励，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将精神激励与其相结合，来综合进行考虑。他认为如果将激励

极端化，可以将其划分为激励因素与去激励因素，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就是通常所说的保健

因素。除此之外，俞文钊所提出的公平差别理论也有一定的特色，该理论认为只要两个员

工之间存在某一种或多种差异，在进行薪酬分配时，给员工制造一定的差别，来消除员工

因平均分配所产生的不公平感。[6]

中国学者章凯提出公司管理中的激励实质上就是指，公司的管理者为了实现既定的公

http://schlr.cnki.net/home/search?ad=1&sw-input-ath=Evelina P.Pechersk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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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目标，通过为公司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提供较好的薪酬待遇，来促进员工为公司

既定的目标付出持续且有效的努力，最后实现公司目标与员工个人目标的过程。[7]

（2）激励体系的研究

谭蓉，翟虎林（2016）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最能激励企业员工的就是薪酬，但是在具

体的薪酬体系实施过程中，要结合企业的实际运营情况和企业发展状态，制定出符合本公

司情况的员工激励体系。[8]温双瑞（2017）指出，虽然公司实施的激励体系会调动员工的

积极性，但是也容易造成员工产生惰性，因此在制定激励方案的同时，也要制定相对应的

员工惩罚方案，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公司员工绩效的提高。[9]沈凡莘（2017）

指出物质和精神激励应相辅相成。物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所以企业应以此为基础。精

神需要是多层次的，例如被认可和自我成长、实现的需要。精神激励和物质结合，才能使

激励持久，二者相互渗透、互相影响。[10]王均艳、赵迪俐（2018）指出，员工激励的实施

过程中不仅要将薪酬体系的建立与绩效考核体系相结合，还要注重激励体系公平性，并且

要给员工营造出良好工作氛围，使员工在努力工作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综合能力。[11]

（3）激励优化的研究

张翠玲（2015）认为员工在企业生产发展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未来员工激励体系

的发展还是要以薪酬体系的建设为重点，来进行激励体系的优化设计，这是提高企业员工

工作效率最为直接的因素。[12]徐增新（2019）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制造业企业将会面临

更为严峻的发展局势，利用激励机制下的企业制度本土化、考核公开化、人才选拔常态化、

实践操作多样化等多效手段，提升制造业企业激励体系的管理效能。企业在完善激励制度

且有效实施的前提下，也应利用奖励、表率、荣誉、情感等多维度的激励，来促使员工对

薪酬分配的认可，以及自身高效岗位行为的调节。[13]张淑莉（2020）指出薪酬管理是中小

型企业，内部工作发展的重中之重，而为了使中小型企业的人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益，

以此推动企业长期稳定发展，中小型企业必须建立科学且合理的薪酬激励体系，能够对员

工起到激励作用，激励企业员工积极投入到工作当中，为企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14]

3.文献研究述评

国外将激励方法运用到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起步较早，这种管理方式发展至今，在运

用激励理论解决企业所遇到的实际管理问题方面的方法不断完善，很大程度激发出了员工

的工作潜力，促进了管理效率的提高。国外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都优于国内，且国外的

研究视角并不局限于激励在企业管理的运用方面，而是将激励与企业文化相结合进行深入

的研究。这些，都是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的。

我国有关激励策略的研究起步较晚，这方面的研究也就在 21 世纪以后才开始逐渐升

温，所研究的问题主要围绕着激励与员工管理。总体看来，目前国内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第一，大部分的研究都局限于理论研究，且研究的是国外文献，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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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开创性；第二，大多数的研究是从管理学视角进行的，在研究过程中也只是运用管理学

的理论，视野显得不够开阔；第三，进行的激励研究都是理论研究，重理论、轻视实践，

泛泛而论的研究居多，很少见针对性强的研究，研究的实践操作性差，但正是这些研究为

本次研究提供了方向上的指引。

国内有关激励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于激励体系的建立，当然，这也是国内激励理

论研究的独特视角。但是，缺乏对激励理论研究思路扩宽，例如从员工需求、公平等角度

来研究激励体系。目前，很多激励方式的设计仍有些不切实际，显得空洞，制定的措施较

多，落实到位的较少，真正能够发挥激励体系潜能、以此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效能不明显。

因此，本文以 KT 公司为对象，结合 KT 公司实际情况就如何优化员工激励体系展开研究，

通过研究希望能改进 KT 公司当前的一线员工激励体系，帮助 KT 公司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同时也能给予同行业企业借鉴与思考。

（四）研究思路和内容

1.研究思路

本文以 KT 公司一线员工为研究对象，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一般思路，对公司的激励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的技术线路如图 1.1 所示。

图 1.1 技术路线图

根据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运行现状和调查数据

分析，得出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存在的问题。

对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进行优化及设计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优化实施的保障

研究背景及意义 理论基础和文献评述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

体系运行的现状研究分析

KT 公司的车间一线员

工激励体系现状调査

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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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1 可知，本文拟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对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进行调研，通过

对员工展开问卷调查活动，分析调研结果，了解 KT 公司的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运行现

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以此作为论文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对车间一线员工的调查问卷的结果

进行梳理总结，进行下一步的分析，分析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有哪些及这些问题

带来的影响。最后，找出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所遭遇的困境，结合 KT 公司已有的激励

制度、员工期望和公司现存资源，理论联系实际制定出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优

化的具体实施方案。

2.主要研究内容

根据论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将其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的现状。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获得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现状相关的数据，为后面

分析所存在的问题提供事实支撑。KT 公司已经成立近四十年，管理层不重视人才的开发，

反而更重视去扩大公司的发展规模和公司盈利的不断增多。公司在管理方面更多的是沿袭

以前的管理模式，忽视一线员工的需要，对车间一线员工无论是在激励方面还是在支持方

面都不到位，主要表现在绩效考核形式化、没有年终奖、工龄工资的缺失、没有根据员工

的需求培训和晋升难等方面，这些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车间一线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创造性和凝聚力。

第二，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具体原因分析。

经过对 KT 公司的发展概况以及车间一线员工现行激励体系情况的分析，结合国内外

激励发展理论，从 KT 公司的发展实际出发，从岗位工资、绩效工资、法定福利、员工培

训、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具体分析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现行的激励体系存在的主要问

题，从而分析其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第三，KT 公司的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优化的措施。

根据激励体系优化的目标和原则，结合国内和国外对激励相关理论的研究、KT 公司的

具体特点以及该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现状和存在的相关问题，从岗位工资、工龄工资、

绩效工资、法定福利、员工培训、职业生涯、晋升激励等方面提出了对应的优化措施。

第四，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实施的保障措施。

为了保证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改进措施的实施效果，围绕改进后 KT 公司车间

一线员工激励体系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从管理理念、员工学习、组

织保障、保障制度、反馈渠道和经费保障等六个方面做好一线员工激励体系的改进工作，

加强员工激励体系改进的实施力度，保障一线员工激励体系改进工作能够顺利推行，取得

良好的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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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资料法。

根据论文的选题方向，通过图书馆、网络数据库收集大量关于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

理和激励体系的著作、学术论文、期刊等理论资料，深入研究国内和国外关于激励体系研

究的理论和实践现状，综合 KT 公司发展实际，总结出对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优

化研究有益的重要结论，为 KT 公司一线员工激励体系优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第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本文以内容型激励、过程型激励、综合激励、激励体系等理论为指导，结合 KT 公司

的实际情况，从公司车间一线员工的需要出发，探寻适合 KT 公司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员工

激励体系构建方法。

第三，问卷调查法。

根据 KT 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现状，结合论文选题，首先，对车间一线员工进行全面系

统的了解和分析，准备有针对性的调查问卷，并对所收集的由车间一线员工填写的调查问

卷所得出数据进行较为详细的分类与统计。其次，掌握车间一线员工对公司所实施的激励

体系看法和态度，归纳总结出车间一线员工的主要需要，诊断出 KT 公司激励体系存在的

问题，提出改进建议，最终建立适合车间一线员工的激励体系。

第四，实地调研法。

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了解，通过调查问卷、实地访谈等方式，获取企业在人力资源管

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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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员工激励相关知识及理论基础

(一）企业员工激励的相关知识

1.车间一线员工的含义

（1）员工

员工，是指企业通过固定工、合同工、雇用、临时聘用、借用、临时工和实习生等形

式聘用的工作人员。[15]

（2）车间一线员工

一线员工一般是指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即日常工作是在生产机器或生产线上进行操

作的工人。[16-17]如在生产车间、销售部、业务部等部门的从业人员，能够对公司产生效益

即是一线员工。这其中不包括服务于直接从事生产和业务的员工，如财务、人事、车间管

理等工作人员均不属于一线员工。[18]而车间一线员工指在生产车间或者生产线直接制造、

加工产品的人员，不包括管理者、生产技术管理者。[19-20]

KT 公司主要从事磨粉、晶体、金刚石微粉、金刚石线锯及制品的生产研发，属于制造

业中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行业，KT 公司的车间一线员工主要是指从事的岗位为生产一线

机器或生产线操作员、班长、技师等主要办公场所在车间的员工。

（3）车间一线员工的特点

第一，所从事工作的特点。

工作环境一般比较差。生产车间的一线员工上班基本上都需要戴口罩、佩戴防护用具、

耳塞等，工作环境十分不好。工作相对于其他工作人员比较辛苦，生产车间一线员工超负

荷工作，平均日工作时长高达 10 小时。

工作流动性比较高。制造业生产车间的一线员工所从事的大部分为单调、没有技术含

量、重复性较高且流动性大的工作，这就会造成当车间一线员工对本企业不满意的话，极

有可能换工作到薪资待遇较高的企业。

工作保障水平通常较低。几乎所有的制造业车间一线员工均存在着没有签劳动合同的

现象、工资水平与其他行业相比较低的现状、很少购买社会保险的困境、患职业病的风险

较大、容易发生劳动纠纷和加班比较多等问题。

第二，车间一线员工的个人特点。

文化水平较低，没有受过较为系统的职业生涯培训，对未来缺少规划。生产车间的一

线员工仅仅指望着一门手艺或者是掌握某种技巧，便能够获得生存的条件，导致大多数车

间一线员工，只考虑眼前的利益，往往缺乏对职业进行详细的发展规划，仅注重眼下自己

能够获得多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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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乐趣少。生产的车间一线员工所从事的工作时间较长，没有充足的时间搭建自己

的朋友圈和参加业余活动，这就导致车间一线员工丧失交友的兴趣，时间一长容易造成员

工丧失生活乐趣。

收入水平偏低，生活条件较差。相对于其他行业的员工，制造业车间一线生产员工的

工资水较低，车间一线员工获得的薪酬，直接与劳动数量和时间挂钩，收入不稳定。且制

造业企业一般都不包吃或有简单的工作餐，生活质量较差。

吃苦耐劳，工作投入度高。车间一线员工所从事的工作以体力劳动居多，工作环境、

生活条件较差，生活压力较大，相对于条条框框的福利制度，他们更在意的是他们所得到

的，且他们十分珍惜每一次工作机会，任劳任怨，敢闯敢拼。[21-25]

2.激励的概念

从心理学的范畴讲，激励是根据人的发展需要通过各种内外界的刺激，使人的心理处

于长期兴奋的状态，从而激发人们行为动机的心理过程。[26]激励的心理过程从本质上讲就

是由人的需要，产生动机，有了动机之后促成行为的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27]简而言之，

激励就是想方设法的调动人积极性的过程。人们的行为活动和心理活动具有相同的发展规

律，即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和欲望，这种需要和欲望会促使人们产生行为动机，人们的

各种行为的产生又都是在一定的心理动机的促使下产生的，并且这种动机往往具有明确的

目标。[28]激励的整个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动机激发的心理过程如

图 2.1 表示。

图 2.1 动机激发心理过程简图

在企业管理活动当中，激励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29]激

励能够引诱员工产生企业所期望的行为，激发出员工的工作动力，企业可以通过采取有效

的激励方式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促成企业既定目标的实现。[30]激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

了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促使员工产生创新力、执行力、战斗力和忠诚度，以

此来实现企业的高效运转，促成战略目标的实现。[31]

本文认为，激励就是企业管理者的一种管理手段。管理者通过各种形式的激励，通过

各种激励手段激发出员工满足内心需要的动力，使员工能够在工作当中产生饱满的热情，

激发出的潜能，从而为企业创造收益，满足企业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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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激励方式的归类

（1）根据激励给员工带来的感受不同，可以将激励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32]正

向激励能够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企业一般会采取以下措施来促使员工工作积极性的产

生如：发放奖金、提高提成、期权等物质奖励以及给予员工信任、表扬、提拔、赞许等精

神奖励。反向激励能够使员工产生消极的感受，通过员工消极的感受促使产生畏惧感来提

高工作效率，如：提出批评、扣除奖金、取消年假、调岗调职、淘汰等给员工施加工作压

力。[33]在企业管理实务中，管理者认为正向激励是对员工行为的正面强化，使员工在工作

的过程中能够保持较为愉悦的心情，从而进一步发掘其创造性、积极性、主动性。[34]

（2）根据不同的激励措施，能够给员工带来的满足层次的不同，大致将激励措施分

为外在性的激励和内在性的激励。[35]内在激励是指能够给员工内心带来一定改变的激励，

如员工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感兴趣，员工从工作中可以产生一定的责任感、成就感等，也

就是常说的精神激励。外在激励是指让员工得到正常薪资以外的奖励，如奖赏、提高薪资

水平、提高职务等等。在公司管理实务中不同的员工需要不同，员工被激励的方式也有所

不同。面对偏向外在激励的员工，给予更多的物质奖励，如员工达到一定的业绩后发放适

当的奖金、提供免费的旅游、提高相应的职务等。[36-39]

4.激励的过程

员工激励的过程不是简单地从某个计划设定到达成目标的过程，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

过程，如图 2.2 所示。激励过程的起点是员工有明确的个人需要。首先，员工有了需要之

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会产生不安感或紧张感，这种焦虑会促使员工积极主动地寻找满足

自己需要的途径和方法。然后，经过一番的探寻之后员工找到满足需要的方法，并且付出

行动。最后，在员工付出行动之后企业管理者用自己的评价标准去判断员工的努力应该得

到的是奖励或者惩罚。员工会根据自己所受到的奖励或者惩罚判定自己的需要是否得到满

足，如果没有满足继续寻找方法付出努力；如果得到满足就会有新的需要出现，进入新的

循环。激励的过程就是企业管理者与员工之间互动的过程，也就是整个激励工作的流程。

图 2.2 激励过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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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管理实践的不断深入发展，管理者对于人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

最开始的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发展至自我实现人假设到最后的复杂人假设等。经济

人假设认为人的工作动力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工作的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管理

者对待这种以利益为导向的人，多采用物质激励。社会人假设所强调的不再局限于个体，

强调的是人是处于社会大环境之中的，人的存在不能仅考虑到个人的利益是否能得到满

足，也应该获得他人的尊重、与他人建立团结协作的工作环境，根据社会人假设的观点要

求企业在管理中，激励模式要多样化，要物质激励和员工自身发展相结合。[40]而自我实现

人假设强调的是员工在工作的过程中除了得到应得的物质财富，是否能够在这份工作中实

现自我价值，这份工作是否能够使人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根据复杂人假设，员工的

需要是不固定的，它会随着员工的年龄、家庭、生活环境等变化而变化着，这就要求企业

在管理活动中制定的激励模式要充分考虑到员工个人情况。

5.激励体系

激励是企业管理者想方设法调动公司内员工在工作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公司会运用一定的手段，来激发员工个人通过自己努力的工作，去完成上级领

导交代的各项任务，从而促使公司目标实现。[41-42]激励体系是指，管理者通过对特定目标

员工采取刺激、认可、称赞等手段的综合运用，使特定目标对象能够认同管理者的培养目

标，并通过个体不断地努力实现该目标的一种过程。[43]

通常而言，激励体系的建设包括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两个大方面。

（1）物质激励

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物质激励的运用较早，在激发员工积极性方面具有难以替代的作

用。在实践中，公司可以采用的物质激励的方式比较多，但是，只有根据公司内部各个岗

位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分别采取相对应的激励方式，才能达到相对较好的激励效果。[44]在实

际操作过程中，大多时候，物质激励仅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设计物质激励的过程中，

不仅要以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为导向，还要注重所实施的物质激励手段的公平性，以

员工个人为公司贡献的多少为依据，制定出以贡献为基础的物质激励体系。通常物质激励

包含工资、奖金、补贴、体检福利、环境福利等方面。

（2）精神激励

相对于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在企业管理实践当中运用时间较短。随着人们精神世界的

丰富，精神激励的方式也不断增多，公司在管理实践中要不断的创新员工的精神激励方式，

用各种精神激励的手段，来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45]当今，精神激励的方式主要有：企

业文化、培训与职业发展、授权和情感等。

企业在管理实践中，要善于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进行有效的结合，才能产生较好的

激励效果，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如果公司仅仅采用某一种激励方式，将难以有效的激

https://baike.so.com/doc/5682163-589484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98617-631172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82163-589484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70001-5785209.html
https://baike.so.com/doc/6774878-699017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399376-6613034.html
http://www.so.com/s?q=%E8%A1%A5%E8%B4%B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s://baike.so.com/doc/5682163-589484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98617-63117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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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员工，使员工发挥出个人的潜能。在制定激励措施时，如果仅仅强调采用物质激励，容

易使公司员工产生金钱至上的错误观点，而且会增加企业的激励成本。同样，片面化的重

视精神激励的效果也不能长久，在短时间内精神激励可以调动员工的工作干劲，但是，要

是缺乏物质激励作为后盾，激励措施终将是失败的。

(二）激励相关理论

激励指的是根据人的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使人积极参与某些行为的过程。从定义

来看，激励首先研究的人性，不了解人性，激励就无从谈起。因此，激励理论的基本假设

是人性假说。随着对激励研究的不断深化，人性假设的发展从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

发展至自我实现人假设和复杂人假设等。从各阶段假设的特点可以出，激励理论从最开始

强调利用物质奖励激励人到利用精神层面、个人情感、物质奖励综合起来去激励人，发展

到利用人所处的环境因素、不同阶段的心理特点去激励人。激励理论的研究内容呈现出越

来越多样化的特点，根据各阶段激励理论的特点，可以分为：需求层次激励理论、过程激

励理论和综合激励理论。

1.需求型激励理论

根据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沙因提出的“复杂人”假说，人的需求是复杂多变的，需

求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需求的变化直接导致动机结构的变动。一个人是否感到满足主

要取决于个人的动机结构与所在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46]由于人的需求、兴趣、爱好、动

机、理想目标不同，会对不同的管理有不同的反应，这就告诉我们，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管

理模式，任何管理模式都要视情况而定。于是，马斯洛基于人的需要提出了马斯洛需求层

次理论，奥尔德佛基于人的需要提出了存在关系成长理论以及赫茨伯格提出的激励保健双

因素激励理论。这三种激励理论既相互独立又存在理论上的重合。

马斯洛所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根据人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简单的把人的需求分为

五个层次，分别是生理、安全、爱和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需求层次。[47]马斯洛需求层

次的提出，较为全面的细化了人的需求，对当代企业管理者能够起到指导作用，在企业管

理实务中，要想运用好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能够分清楚自己所管理

的员工，他们的需求处于哪一个层级，从而能够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激励方案。

1969 年克雷顿·奥尔德弗丰富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生存、关系和

成长需求。该理论认为生存、关系、成长，这三个需求层次对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任何一个需求层次的缺失，都会促使人去想方设法去满足低一层次的需要。在实践中，员

工的需要强度和需要结构是不相同的，企业管理者应该知道每个员工的最开始的需要，然

后根据企业发展实际制定出相应的措施来满足员工的需要，以便企业能够激励和控制员工

的行为，促进企业发展目标的实现。

赫茨伯格根据职工需求的差异，把影响员工个体需求的因素分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

素。其中，保健因素是指能够预防员工消极怠工，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根治的影响因素，如

https://baike.so.com/doc/4227831-44295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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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的处理、工资、福利、工作环境等。当影响保健的因素降低到员工可以接受的程

度时，员工就会产生对工作的不满意。但是，当这些不满意因素消除时，也不会导致员工

积极工作态度的产生。激励因素指能够给员工带来满意、激发员工工作动力的因素，如取

得个人成就、领导赏识、具有挑战的工作、成长发展的机会等。当影响激励的因素降低到

员工可以接受的程度时，会直接造成员工的不满意，甚至是辞职。[48]企业管理者应根据实

际情况区分并运用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不同的需要得到满足时所引起的激励效用是不同

的，管理者应根据员工工作内容的不同，切实际制定出符合企业发展的激励方案。

2.过程型激励理论

无论是马斯洛、奥尔德弗还是赫茨伯格都是把员工需求静态化来看的，而过程激励理

论是把人的需求看作是动态的来研究的。过程型激励理论认为只要找出对员工的行为起决

定性的因素，并弄清楚其中的关系，就可以预测他人后期的行为。该理论主要包含期望理

论、目标设置理论和公平理论。期望理论是指员工行为倾向的强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

对所付出的行动可能给自己带来的结果期望强度。[49]这就说明激励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两

个因素：一是给定奖励的大小；二是个人需要的效价，行为目标对满足员工需要的效价大

小并不能决定激励效果，激励效果的显著与否也与所设定的目标实现的可行性息息相关。

目标设置理论指企业在设定目标时，应该让员工知道自己要达到的怎样目标，要达到这个

目标个人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在目标较为困难的时候，明确的目标不仅能提高绩效，更

能产生更高的绩效，但是该目标必须是可行的，不可行的目标是起不到激励效果的。公平

理论是指个人不仅仅关心自己经过努力能够获得的多少回报，同时也关注自己所获得的回

报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会进行比较，通过比较的结果来判断是否公平，为接下来的行动作

指导。企业的不公平对待会挫伤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公平待遇则使员工心理上得到满足，

激发员工工作动机，这就要求企业在制定激励方法时要公平公正。

3.综合型激励理论

综合型激励模型是在激励的相关理论基础上综合其他理论所提出来的，其中以波特和

劳勒提出的激励过程模型为代表观点。他们认为企业采取的激励措施直接影响到员工是否

努力工作和努力的程度；工作的绩效主要取决于员工能力的大小和努力的程度以及对任务

的理解深度；员工所受到的奖励是以绩效为前提的，员工工作任务的完成才能获得相应的

奖励，当员工感觉到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与他们所获得的奖励关联性较差时，这时候奖励就

丧失了激励的作用。[50]波特—劳勒理论，告诉我们公司所设置的激励目标和所采取激励手

段从来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实现企业管理目标。

综上所述，需求型激励理论、内容型激励理论和过程型激励理论，它们分别强调了激

励的不同方面。需求型激励理论告诉我们，人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的变

化而变化，这就要求企业的管理模式要因事因地制宜；内容型激励理论讲述了人有哪些需

要，该理论认为激励的主要内容就是需要能够得到满足；过程型激励理论认为，在企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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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当中把公司的目标与员工个人的需要相统一，可以促使员工产生有助于公司目标实现的

行为。

因而，企业管理者要想最大限度的激励员工，要综合分析企业的实际需要，再将上述

的激励理论加以综合，才能激励出员工的工作干劲。而波特和劳勒等人在总结归纳前人的

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的综合型激励模型，对企业管理者综合运用激励理论时有所帮助。

本论文运用波特—劳勒激励过程模型，根据该模型的研究思路，首先，了解员工需要，调

查员工满足水平；其次，帮助员工认识到通过个人努力取得绩效，获得激励；再次，强化

员工满足感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最后，不断寻求新的刺激因素，来不断激励员工产生

企业预期的行为。最终，结合 KT 公司发展实际，制定出符合 KT 公司一线员工的激励体系

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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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KT公司及其车间一线员工概况

1.KT 公司简介

KT 公司创建于 1985 年，注册资金 5000 万元，于 2002 年 2 月经过企业改制，资产重

组而成立的股份制企业，是省内资产过亿的民营企业之一。KT 公司专业从事 GC 微粉、C

微粉、晶体、金刚石微粉、金刚石线锯及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2020 年年产研磨粉

18400 吨。公司具有行业新产品独立研发和生产的能力，公司于 2006 年 3 月通过 ISO9001：

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14001：200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拥有独立的进出口权。

公司发展多年，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行业资源和市场竞争优势。公司的主营绿碳化硅微

粉、白刚玉系列的研磨材料，该产品具有硬度高、耐磨性强、性脆而锋利，拥有较好的切

削性能。这种研磨材料是高科技、高精密的工业领域中，如：钢铁、汽车、机械、石英晶

体、电子、光学、建材、磨具、光伏产业、陶瓷等行业的切割、研磨、抛光工序不可缺少

的产品。由于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石英晶体、电子、光学和光伏产业的市场需求量日增

高涨，所以带动了很多相关产业，尤其是对微粉的需求量更是与日俱增，该行业市场前景

良好，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很大。但是随着公司发展规模的不断壮大，公司存在的各种问题

日渐显现出来，公司规范化管理明显发展不足，尤其是没有针对车间一线员工建立激励体

系，这将掣肘着公司的发展。因此，重新建立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发挥好员工的积极

作用，成为 KT 公司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2.KT 公司的组织结构

KT 公司的组织结构如图 3.1 所示。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下设总经理和六个职能部门。

从图中可知，公司采用的是直线式组织管理结构，公司的组织结构简单，呈现扁平化。

董事长

战略统筹中心

总经理

销售部
财务部

生产技术
部 储运部

品管部

人力资源
部

图 3.1 KT 公司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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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概况

（1）员工总体情况

KT 公司共有员工 285 人，由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普通员工构成，其中高层 5人，

中层 16 人，普通员工 264 人。本文研究的是车间一线员工。

（2）车间一线员工基本情况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共有 231 人，具体性别、年龄学历等情况见表 3-1。

表 3-1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概况（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量 选 项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69 73.2

女 62 26.8

年龄

18 岁-29 岁 73 31.6

30 岁-39 岁 94 40.7

40 岁-49 岁 39 16.9

50 岁及以上 25 10.8

学历

高中（中专）及以下 153 66.3

大专 71 30.7

本科及以上 7 3

岗位级别

初级工 136 58.9

中级工 52 22.4

高级工 26 11.3

技师 11 4.8

班长 6 2.6

从表 3-1 可知，KT 公司的车间一线工作人员男性居多，且年龄集中在 18-39 岁之间，

占总人数的 73.25%，由此可见从 KT 公司的车间一线员工的年龄阶段分布来看处于青中年

的人数较多；学历水平主要集中在高中（中专）及以下，占总人数的 61.9%，本科及以上

的比例仅为 3%，可见，车间一线员工学历水平偏低。从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技术等级分布看，

整体技术等级分布偏低，初级工 136 人，占 58.9%；中级工 52 人，占 22.4%；高级工 26

人，占 11.3%。公司车间一线员工大都处于初级工水平，而高级工和中级工较少，在一定

程度上加大了人员培训和生产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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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KT公司一线员工激励体系现状分析

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KT 公司制定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一方面规范员工的行为，另

一方面鼓励员工的积极性，在这些规章制度中，蕴含着公司的激励体系。

1.物质激励现状

（1）工资和奖金激励

①工资激励

车间一线员工的薪资构成主要包括员工的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其中，基

本工资即员工基本生活保障的工资；岗位工资是对不同岗位上的车间一线员工，根据其所

做工作的复杂性、承担责任的大小和工作的条件而设定的工资。基本工资在员工入职时，

根据员工持有的证书和相关工作经验确定员工的岗位级别或者是后期员工通过自己的努

力调整岗位级别，而获得的工资；岗位工资根据车间一线员工所处的岗位级别差异，也存

在一定的差异；绩效工资是根据员工的考勤、平常工作的表现所设定的工资。

KT 公司依据车间一线员工的技术水平不同将员工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等级之间的差别

直接导致工资上的差异，各等级的工资如表 3-2。

表 3-2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各等级月工资标准（元/月）

岗位级别 基本工资 岗位工资 绩效工资 合计

初级工 1800 200 400 2400

中级工 2000 400 400 2800

高级工 2200 600 400 3200

技师 2400 800 400 3600

班长 2600 1000 400 4000

除了工资制度，KT 公司还规定员工享有工伤、病假、产假、事假等假期，以及特殊情

况下工资支付办法。公司在每月 15 日之前为一线员工缴纳五险，五险的缴存基数为当地

规定的缴费基数下限 2745 元。

工伤假。车间一线员工在工伤假期间，工资待遇为其基本工资的 30%，对受伤住院的

员工住院期间所产生的医疗费和餐饮费，医疗费以开具的发票金额予以报销，餐饮费按照

实际住院治疗的时间，每天给予 15 元的补助，出院以后不再给予餐费补助。

病假。当月病假累计 3 日及以内的，扣发员工日工资的 50%；超过 3 日以上，且在 7

日以内的，扣发日工资的 70%；超过 7（含）日以上的，从第 7日开始，执行医疗期工资，

医疗期工资=所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1720 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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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一线员工的日工资的核算方式如下：

年工作日：365 天-104 天(一年 52 周的双休日)-11 天(法定节假日)=250 天

月工作日：250 天÷12 月=20.83 天/月

日工资额=（正常工资-应扣项）/20.83

产假。车间一线员工的带薪产假时间是 3个月，第一个月发放产假员工的基本工资，

第二、三个月分别发放 500 元，超过三个月的视为请假，不再发放任何工资补贴。

事假。休事假每天扣除日工资的 100%。

婚假。车间一线员工持相关证明，可享受为期 7天的婚假，休婚假的时间少于等于 7

日的工资照常发放，超出部分视为请假。

②奖金激励

KT 公司基本上没有为车间一线员工设置奖金激励，除非车间一线的员工在工作生产过

程中发现车间存在的重大安全的问题或对生产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时，在经过领导的审批

后，会给予车间一线员工适当的奖金奖励。KT 公司的车间一线员工提案建议如表 3-3 所示。

表 3-3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提案建议奖励细则及标准

分类 奖励方式 奖励细则

鼓励奖 通报表扬，奖励 20 元 以积极、负责的态度提出一般性问题，且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等奖 通报嘉奖，奖励 50 元
提出的问题对工作有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在生产管理方面具

有较大的参考和实用价值

二等奖 通报嘉奖，奖励 200 元
所提的建议被采取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过生产设备或工艺

的改进使得生产效率提高 1%-5%（含 5%）

一等奖
记功，发放证书，奖励

500 元

提出的建议被采纳后对保障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提高有明显

改善的；生产效率提高在 5%以上的；可以为公司节约资金在

5000 元-10000 元

贡献奖
特别嘉奖，发放证书奖

励 1000-3000 元

提案在采纳后，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并持续取得良

好的经济效益

总体来看，KT 公司为车间一线员工制定的提案建议内容是比较详细的，但是在实践当

中存在没有落实的情况，一般情况下管理者对于员工的建议并不予以考虑，年终时为了向

员工表明这项奖励的存在，往往在 11、12 月份随便选取几名鼓励奖和三等奖的获得者。

此外，公司每年评选“年度最佳小组”、“生产质量最佳小组”、“先进个人”、“最佳提

案建议奖”，获得荣誉的小组和个人仅有荣誉称号，没有物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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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福利激励

①法定福利

公司按照当地政策的缴存基数下限（2745 元），为在职在岗的正式车间一线员工缴纳

五险一金。具体缴存金额如表 3-4 所示。

表 3-4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五险一金缴存金额（元）

缴存项目 单位缴存 个人缴存

养老 2745×16%=439.2 2745×8%=219.6

医疗 2745×6%=164.7 2745×2%=54.9

失业 2745×0.7%=19.22 2745×0.3%=8.24

生育 2745×0.6%=16.47 0

工伤 2745×0.2%=5.49 0

住房公积金 2745×5%=137.25 2745×5%=137.25

合计金额 782.33 419.99

五险一金的缴存基数应当与员工工资水平挂钩，KT 公司按照当地最低缴存基数为员工

缴纳五险一金，侵害了员工的权利，当员工有意外情况发生时，所缴社保费用还不够支付

员工发生工伤或者生病所产生的费用；缴纳的住房公积金与其他公司相比缴存比例较低，

当员工有购房需求时，所缴纳的住房公积金与员工需求差距较大，引起员工不满。

②公司福利

节假日福利。在春节、中秋节为员工发放米面油（标准:200 元/人）。

体检福利。为所有新入职的员工提供价值 100 元的体检。

住宿福利。公司自建的有单身公寓、员工家属房，员工家属房的面积从 64 平方米-135

平方米不等，员工根据需要可以向总经理提交书面申请，经过批准后方可入住，员工需支

付相应的租金。单身公寓 50 元/月，员工家属房在同等面积下二楼、三楼、四楼的租金，

略高于一楼、五楼、六楼的租金，员工根据自己所租用的家属房面积及楼层，支付 140-260

元/月的费用。

餐饮补助。车间一线员工每加班一次，可凭直属领导签字的加班餐票申领单，领取价

值餐票一张（7元），该餐票注明的有加班日期，逾期不用，自动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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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神激励现状

（1）培训发展激励

KT 公司对车间一线员工开展三方面的培训：

员工入职培训。员工刚入职的第一天，须接受人力资源部组织的公司发展史教育培训

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公司对这两项培训结果不组织考核。

员工“师徒制”在职培训。分配到生产车间的一线员工除参与公司史和安全教育培训

外，还需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师带徒”培训。老员工担任师傅的角色，教新员工机器的使

用方法直到新员工学会为止。

每季度末针对重大事件培训。公司针对每季度发生的重大事件组织培训，如重大技术

改革和重大安全事故等。

（2）晋升激励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的晋升激励主要是通过为公司的服务年限的增长，来提升工种等

级以提高工资待遇，获得晋升更高等级的机会。晋升条件如下：首先，车间一线员工要想

晋升需满足一定的条件，初级工晋升为中级工需得为公司服务一年以上才能获得晋升资

格；中级工要想晋升为高级工要满足为公司服务三年的条件，而高级工、技师、班长的晋

升基本上都是等待公司有职位空缺或组织机构变革才能获得晋升的机会。其次，员工满足

上述条件后，根据公司内部推荐的名单，交由总经理组织考评人员讨论决定，确定晋升的

候选名单。最后，公示晋升人员的名单。就 KT 公司近一年的晋升情况来看，初级工向中

级工晋升偏多，中级工及以上的晋升较少。

（3）情感激励

第一，员工参与激励。

公司每周一举行全体员工大会，在大会上员工可以提出自己所遇到的生产问题，可以

直接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通过大会提案的方式调动员工参与的积极性，但是很少有员工

参与提议，认为所提的建议不会被重视。

第二，沟通激励。

KT 公司管理层与车间一线员工的沟通是单向的，公司的管理层将信息通过广播传递给

车间一线员工后，并没有为员工提供员工意见箱、邮箱等信息反馈渠道。

3.负激励现状

目前，KT 公司并没有采取较为严厉的负激励措施去激励员工。对于违反公司安全生产

规定的员工，通常会在周一例会上进行通报批评；对于日常生产中违纪者仅是简单的口头

批评，并没有将负激励的结果与员工工资和职业生涯相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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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KT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现状的问卷调查

1.问卷设计说明

根据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的特点，参考任正臣的《车间人员管理那些事儿》中，关

于车间员工激励的问卷调查设计方法，结合波特和劳勒的综合激励模型，在借鉴国内和国

外已经较为成熟的车间一线员工激励现状调查表设计方法的基础之上，设计了 KT 公司车

间一线员工激励现状问卷调查表。从物质、精神、负激励三个方面设计具体问题，从而可

以更为全面地了解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的实际情况。

本次调查是采取普查的方式，对 KT 公司的 231 位车间一线员工进行的激励调查。问

卷设计的主要内容有薪酬、福利、培训、晋升、情感和负激励等。

问题的回答是根据李克特量表而设计，问题答案分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比

较符合”、“符合”和“非常符合”，与之相对应的分数分别是“1”、“2”、“3”、“4”和“5”

分，分数与员工满意度相对应。

本次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231 份，回收问卷 213 份，其中剔除规律答题的无效问卷 7份，

共获得有效问卷 206 份，能满足本次研究需求。

2.问卷结果分析

通过对回收的 206 份有效问卷结果的整理，主要形成了以下结果：

（1）关于物质激励的统计情况

KT 公司物质激励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员工的工作干劲，让一线员工更好的为公司服务，

为了了解各项物质激励措施发挥的激励效果，在调查的过程中，对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提出

了相应的问题，如表 3-5 所示。

表 3-5 KT 公司物质激励问卷调查分析统计

序

号
调查内容

非常

不符合

不

符合

比较

符合

一般

符合

非常

符合

1 您对目前的工资收入水平非常满意 46% 28% 11% 9% 6%

2 与地区同行业企业比，你公司薪酬水平高 57% 28% 6% 7% 2%

3 公司的绩效工资能反映出您的工资表现 49% 25% 11% 8% 7%

4 工龄工资不能让您产生归属感 51% 29% 11% 6% 3%

5 绩效考核有严格的指标和程序 51% 32% 8% 7% 2%

6 绩效考核后公司及时反馈 73% 20% 4% 3% 0%

7 年终奖对您来说无关紧要 74% 23% 3% 0% 0%

8 公司组织的加班是高效且有计划的 42% 27% 16% 9% 6%

9 您公司的工资构成已经相当完善 56% 14% 15%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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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您对五险一金的缴存非常满意 39% 27% 17% 10% 7%

11 公司会严格按照规定颁发提案建议奖 51% 20% 14% 11% 4%

12 体检标准能满足您的体检需要 42% 25% 18% 12% 3%

13 公司的福利有较好的吸引力 68% 27% 3% 2% 0%

14 7 元的加班餐能满足您的需求 71% 23% 3% 1% 0%

在调查中发现，74%车间一线员工对自己的薪酬水平不满意，85%的车间一线员工觉得

KT 公司的薪酬水平低于同地区的其他企业，74%的员工认为绩效工资并不能体现自己在工

作中的表现，80%的员工觉得工龄工资能增强自己的归属感，69%的员工认为公司组织的加

班没有事先通知，70%的员工表示并不满意自己的工资构成，66%的员工对五险一金的缴存

并不满意等，以上问题说明员工对现行的薪酬、绩效、五险一金等并不太满意，存在很大

的优化空间。

（2）关于精神激励的统计情况

KT 公司在车间一线员工的精神激励方面，投入较少。在培训方面，仅停留在入职培训、

季度培训和师徒制培训；在晋升方面，机会少，按资排辈；沟通激励方面仅有部分员工浅

层次的参与沟通，激励效果较差。这种精神激励难以满足员工的发展和情感需求，KT 公司

车间一线员工精神激励调查情况如表 3-6 所示。

表 3-6 精神激励问卷调查分析统计

序

号
调查内容

非常

不符合

不

符合

比较

符合

一般

符合

非常

符合

1 公司提供的培训机会较多 63% 18% 9% 7% 3%

2 公司的培训对您有很大的帮助 67% 29% 2% 2% 0%

3 公司晋升能满足您的职业发展规划 46% 27% 16% 7% 4%

4 您有很清晰的职业规划 69% 21% 4% 4% 2%

5 您不在意领导对您的看法 51% 26% 10% 8% 5%

6 您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重视 51% 19% 12% 11% 7%

7 您认为与管理者沟通受益颇丰 57% 15% 14% 10% 4%

8 先进奖的评比是公平公正的 44% 23% 16% 12% 5%

9 能感受到企业文化在时刻鼓舞着您 46% 28% 12% 8% 6%

10 您对工作环境十分满意 52% 31% 9% 5% 3%

11 制定制度时公司进行意见征集程序 81% 14% 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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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6 可知，81%的员工认为公司提供的培训机会较少，96%的员工认为培训对自己

帮助不大，73%的员工认为培训不能满足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77%的员工很在意领导对自

己的看法，70%的员工建议不受重视，仅有 28%的员工认为与领导的沟通是有益的等，可以

看出 KT 公司培训、职业发展等精神激励效果不好，管理层在与车间一线员工沟通交流的

时候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改进之处。

（3）关于负激励的统计情况

物质和精神的激励都是正激励，管理实践证明，要想管理好员工仅运用正激励是难以

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的，还需运用批评、降薪、惩罚等措施来减少员工不良行为的发生，

这就需要借助负激励。KT 公司车间车间一线员工负激励调查情况如表 3-7 所示。

表 3-7 负激励问卷调查分析统计

序

号
调查内容

非常

不符合

不

符合

比较

符合

一般

符合

非常

符合

1 管理者经常在大会上批评违纪员工 37% 31% 14% 12% 6%

2 领导的批评会减少您的工资 67% 25% 5% 3% 0%

3 公司的负激励措施具有较大威慑力 49% 27% 12% 6% 6%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32%的员工认为违纪的员工受到了批评，有 92%的员工认为领

导的批评会不会对个人的工资产生影响，76%的员工认为公司的负激励措施没有威慑力，

可以看出 KT 公司采取的负激励措施没能较好的和员工工资挂钩，在员工当中没有形成约

束力。

3.问卷调查结论

KT 公司员工激励体系实施的过程和结果均与激励体系设计的初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偏离，这就直接影响着激励效果，降低员工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目前，公司存在工资水

平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绩效工资没有起到激励作用、培训机会少、负激励措施没有约束力

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激励体系的制定没有结合公司发展实际、员工需求。此外，还存

在公司制度没有落实到位、管理层与员工缺乏沟通等问题，这也是造成员工积极性不高的

重要原因。

（四）KT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存在的问题

KT 公司的在构建激励体系时，是从物质、精神和负激励三个方面来设计的。总体来说，

激励体系措施制定的较为细致全面，但实际实施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良好效果，通过调查

发现主要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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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质激励存在的问题

（1）工资激励方面

第一，工资水平较低。根据调查有 85%的员工认为与地区同行业企业比 KT 公司薪酬水

平较低。2020 年本地区制造行业平均工资标准为 3010 元/月，而 KT 公司的车间一线员工

平均工资为 2863 元/月是处在滞后水平的，这样的工资水平没有吸引力和竞争力。KT 公司

员工以中青年为主体，这部分人基本上都面临买房、买车，养育儿女和赡养老人的压力，

但是当前物价上涨、房价居高不下。据乐居买房网站统计 KT 公司所在地 2020 年房屋均价

为 5525 元/m²，以车间一线员工目前的薪酬水平来说，很难让人感到满意。据统计，在河

南省 19 个行业中，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排在第 15 名，可见制造业本身的薪酬水平相对于

其他行业来说偏低，而 KT 公司的工资水平低于行业水平，这就会造成员工工作积极性不

高，流失率高，人才引进难。

第二，工资结构不合理。目前 KT 公司员工的工资是由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

构成的，据调查，同行业同地区的工资构成=基本工资+工龄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加

班工资+证书补助+专项奖励+年终奖+其他，相比之下 KT 公司的工资结构没有竞争力。根

据调查 70%的员工认为工资构成不完善，97%的员工认为年终奖很重要，通过对当地企业的

调查和询问当地员工知道，KT 公司的工资结构与其他公司相比主要差异在于工龄工资和年

终奖，相较之下员工很容易产生跳槽的想法。

（2）绩效考核方面

管理层不重视绩效考核，认为考核就是对员工工作进行简单的评价，没必要浪费时间

去考核，考核不会帮助公司提高效益、带来利润，不把这项工作当回事。员工只知道有考

核，至于考核的指标、方式、时间等并不清楚，考核结果只能从工资变动看出来。在调查

问卷中，74%的员工认为考核的结果不能反映出自己的工作表现，83%的员工不清楚考核指

标，人为因素较多，不透明，基本上每月拿到的绩效都一样。这种考核缺少管理者对车间

一线员工认可的过程，使绩效工资激励效果大打折扣。

（3）福利激励方面

KT 公司给车间一线员工提供五险一金和节假日、体检、住宿、餐饮福利，与同行业企

业每年为员工提供一次 300 元/人的旅游福利、每餐 12 元/人的餐饮福利等等，相比 KT 公

司的福利并不具有吸引力。调查问卷显示 67%的觉得体检项目难以满足个人需求，83%的员

工表示对工作环境不满意，95%的员工认为公司的福利没有吸引力。通过对其他公司车间

参观学习，发现 4 家公司中有 3 家都在车间安装了空调设备，而 KT 公司安装的是风扇，

相比之下，公司的工作环境较差，公司福利对外没有竞争力，对内不能让员工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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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神激励存在的问题

（1）培训制度存在的问题

通过开展培训不仅能提高员工工作技能，也能帮助员工实现自我价值，获得工作成就

感，从而产生较好的激励效果。KT 公司通过入职培训、季度培训和师带徒培训，并没有结

合员工实际发展需求，所产生的激励效果也并理想。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81%的员工表

示公司提供的培训机会较少，96%的员工认为培训对自己的帮助不大。同行业企业为了留

住有进取心的员工，会在职业技能考试前两个月组织周一到周五晚上 7:30-9:00 的在线培

训，有意向考取证书的员工均可免费参与。据统计当地制造业员工培训支出为 623 元/人/

年，而 KT 公司员工培训支出人均不到 150 元。相对于那些根据员工需求安排的培训，这

种走过场的培训只会消磨员工的培训积极性。

（2）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晋升是公司对员工认可的具体表现，通过职位的晋升不仅能提升员工的从业素养和能

力，还能充分调动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在公司内部营造拼搏向上、公平竞争的工作氛围。

而 KT 公司员工只能通过服务年限增长，来提升工种等级以提高工资待遇，获得晋升更高

等级的机会，晋升机会较少。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3%的员工认为公司的晋升制度难以满

足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人力资源部介绍，每年都会有 2-6 人因为晋升难而离职，这些离

职员工均在一个岗位上干了 3年以上，且薪酬未发生过变化。KT 公司可以将工资标准与晋

升制度相结合设计薪酬体系，即使员工晋升难，也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涨工资的机会。

3.负激励存在的问题

公司管理者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制定的激励措施，均属于正激励的范畴，管理实践

证明，单纯的依赖正激励来管理员工是难以取得良好的激励效果的，还要借助批评、降级、

惩罚等手段，来对员工行为进行管理，这就要引入负激励措施。目前，KT 公司管理者虽然

对员工进行了批评、警告，但是没有将结果与员工工资挂钩，对员工没有产生约束力。通

过调查问卷发现，68%的员工表示领导不会在大会上批评违纪的员工，有 92%的员工认为领

导的批评不会对个人的工资产生影响，76%的员工认为负激励措施没有威慑力，这表明现

行的负激励措施对员工而言约束力不强，激励效果不佳。

（五）KT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管理者不够重视

近年来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也开始参加各地企业文化的学习活动，通过学习管理者认识

到人才在公司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对于员工激励仍旧重视程度不够，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方面，虽然公司也在积极地面向全社会招贤纳士，但是当招收人才，需要付

出较高的薪资时，就会有较多的权衡，会报最高管理者批示，有的求职者在批示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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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找到了工作。据人事部反映 2020 年有 12 名高级工、3名技师来公司求职，有 7名在

等批示期间找到合适的工作，有 5名是觉得公司的工资水平低，仅有 3名留了下来；另一

方面，目前管理者对于如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挖掘员工自身的潜力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的

差距，从公司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当管理者下达指令时，员工要立刻回复，而员

工在群里聊生产线可以如何优化时，管理者往往不经考虑就否决了，甚至装作没看到。员

工反映需要购买拖车以提高搬运效率、需要添置些塑料筐，现有的难以周转开等问题时，

管理者经常会直接忽视，认为员工在给个人行方便，长期以往这会消耗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2.对员工的需求不够了解

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强调，只有当企业把激励措施建立在满足员工个体的需要

基础之上，才能取得预期的激励效果。任何公司在制定员工激励体系时，都要清楚所制定

的激励体系是针对什么类型的员工来制定的，只有找准员工的真实需要，才能制定出有行

之有效的激励措施，才能激发出员工工作动力，促进公司发展。KT 公司在制定、实施激励

体系时，没有把车间一线员工与普通员工区别对待，也没有征询员工的意见、了解员工需

求，而是把某些激励措施用在全体员工的身上，实施这样的激励措施只会加大公司成本，

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成效。如，公司基本上是将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全额发放给员工的，没

有根据员工工作业绩发放，据了解有七成的员工认为这样是不公平的，他们反映第一、第

二条生产线上个别人未履行工作职责，但是获得了一样的工资，这种考核办法既增加了公

司开支，又影响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公司给予加班者价值 7元的餐票，但是车间员工从事

的是体力劳动，体能消耗较大，可能存在吃不饱的问题，还有部分员工可能不需要就餐，

如果都给餐票就不能给这部分员工带来福利，95%的员工对 7元的餐票不满意。

3.缺乏沟通反馈

在 KT 公司，信息传递一般情况下都是单向传递的，传递的方式就是听广播，看公告

通知，只重视信息是否传达到位，不重视员工意见。经常在车间里听见员工在讨论，这个

规格的产品，还要生产几天，这条生产线是不是快停线，这些最基本的生产信息员工都不

知道，更别谈公司发展规划了，长期以往，员工会产生公司发展与我无关的消极思想，严

重影响工作积极性。就连绩效反馈这个环节都没有很好的落实，在绩效考核中，不可避免

地会掺杂考核者的个人情感，通过绩效反馈可以赋予被考核者一定的权利，让被考核者拥

有知情权和发言权，当被考核者对考核结果产生疑问时，考核者可以对结果进行详细的介

绍，同时向被考核者提出改进建议，这些都是考核者与被考核者的面对面谈话，但是 93%

的员工反映公司没有进行绩效反馈，导致员工并不清楚考核过程，考核后也没有进行工作

上的改进。

根据激励的及时性原则，KT 公司需要建立畅通的沟通和反馈渠道，在公司有什么消息

时，及时向员工宣布，并收取反馈信息。在员工取得的工作成就时，最需要得领导的肯定

和赞许，若公司的管理者能够在取得成就的第一时间对做出贡献的人提出表扬和赞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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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员工产生极大的鼓舞作用。据车间主任反映，在车间内积极主动发现问题的基本上不

超过十个人，其中有三人反映问题较多，问其原因是因为觉得提出的问题都得到了反馈，

觉得自己收到了重视。其他员工觉得向领导反映问题的时候，管理者往往不提供反馈意见，

不说赞成，也不表示反对，这种消极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员工思考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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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的优化

根据对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现状的调查，发现 KT 公司在员工工资、奖金、

培训、晋升和负激励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激励体系并不能较好的促使员工产生积极的

工作行为，不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因此，对 KT 公司员工的激励体系进行优化势在必行。

（一）优化思路与原则

1.优化思路

激励体系建设是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工程，这个工程的运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在运

作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在优化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的激励体系时，首先，结合激励的相

关理论，综合公司发展战略；其次，以问题为导向，找到优化激励措施的立足点，做到激

励措施随着公司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于激励的全过程。

从第三部分调查问卷可知，当前 KT 公司针对车间一线员工所采取的激励措施，激励

效果较差。主要原因有：工资与绩效不挂钩、缺少工龄工资和年终奖、五险一金缴存金额

小、培训激励未考虑员工需求、职业发展不明确等问题。在优化 KT 公司激励体系时，要

立足于公司发展实际，把员工的真实需要作为激励体系优化的出发点，紧紧围绕着公司发

展目标和员工需求，建立起让员工满意的物质、精神和负激励相结合的激励体系。

2.优化原则

激励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为了能够充分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开发员工的工作潜能，

确保激励措施的能够行之有效，在进行激励体系设计时，要遵循五项原则：

（1）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激励原则

根据综合激励理论，要想取得良好的激励效果，就得满足员工的内在和外在这两方面

的需求。总体而言，内在需求是指员工心理、尊重、学习、爱情、友情和发展及自我实现

等精神方面的需求；外在需求是指员工经济、生理等方面的物质需求，不同的员工他们的

需求特点是存在相似之处的。结合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工资水平较低的现状，他们更渴

望得到物质上的激励，当然精神激励也必不可少。因此，在进行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的

激励体系优化时，需要包含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通过不断调查了解车间一线员工的需要，

来不断提高激励体系的可实践性。

（2）公平公正原则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KT 公司大多数的车间一线员工都认为现行的绩效考核不够公平，

使激励效果大打折扣。据此，KT 公司在进行车间一线员工的激励体系优化时应坚定不移的

采取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进行激励体系优化的过程中要坚持用制度管人，不能被管理者主

观情感所左右，最大限度的减少由于个别管理人员的主观因素对员工评价产生不公平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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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在激励体系实施的过程中，公平公正的原则主要体现管理者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让

所有的员工能获得相同的激励机会、能采用一样的绩效考评标准、激励落到实地时是不偏

不倚的。在激励体系实施过程中，要借助公示制度让每位员工知晓考核细则，且将考核结

果及时反馈给员工，让员工都能感受到考核是公平公正的，使员工的激励措施落地生根。

（3）个性化激励原则

车间一线员工所处的岗位、年龄阶段、学历水平、婚姻状况等情况都会导致其需求产

生差异。在同一个公司内，不同的时间阶段，即使是同一名员工，其需求也会随着年龄、

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要求在对员工的激励体系进行优化时，不仅要考虑员工个体需求

的差异，还要考虑员工所处环境所带来的需求的变化，综合分析，实时变化找出员工当前

最迫切需要满足的个人需求，根据需求进行针对性的激励，如此才能达到更好的激励效果。

（4）市场竞争性原则

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KT 公司也不例外，也处于市场大环境之中。

这就要求，在进行激励体系优化时，不能仅仅考虑公司的实际情况，还需参考同行业同规

模企业的市场薪酬标准。如果，KT 公司制定的薪酬标准低于当地的同类企业，就留不住现

有的员工，更不要说吸引优秀的求职者了。KT 公司在制定激励体系时，应该以当地同行业

同规模企业的市场水平为导向，作为制定本公司薪酬的参考数据，并实时关注市场的变化，

根据市场变动进行相应的调整。

（二）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框架设计

根据问卷调查所得到的结论和上述分析，结合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的具体特点，建

立该公司车间一线员工的激励体系框架，如图 4.1 所示。

图 4.1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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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的激励体系要以现代激励理论为指导，从员工激励体系现状出

发，以解决员工激励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为突破口，对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进行

优化。将 KT 公司的激励体系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和负激励。物

质激励，重新设计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的发放方式，增加了工龄工资、年终奖、伯乐奖，

规范了绩效考核，细化了加班补贴和先进奖的评比方式,丰富了福利内容；精神激励，优

化了培训内容和形式，丰富了职业发展内容，完善了情感激励；负激励，完善了惩罚制度，

增加竞争岗位制等内容，最后形成正激励与负激励相结合的激励体系。

（三）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优化措施

1.物质激励

（1）工资激励

公司的薪资水平不仅与自身发展状况相关，还要结合当地市场情况，与市场薪资水平

有可比性，才能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留住员工。据调查统计，85%的员工认为与地区同行

业企业比 KT 公司薪酬水平较低，74%的员工认为绩效工资不能反映出个人的工资表现，当

前 KT 公司的平均工资水平为 2863 元/月，而当地同行业的制造业企业平均工资水平 3010

元/月，相比之下缺少竞争优势。因此，建议提高车间一线员工的工资水平使其与市场水

平具有可比性，将绩效工资与个人业绩挂钩，提高员工满意度，促进员工工作积极性的提

高。

①岗位工资

基本工资是用人单位按照事先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的工资，它是员工较为稳定的收

入，是保障员工的正常生活的工资。KT 公司的月工资发放仍旧采用基本工资+岗位工资+

绩效工资构成的形式进行，员工觉得努力工作与否都能把工资拿到手，丧失了薪酬分配的

激励作用，就要求公司改变这种工资发放方式。KT 公司可以利用分类逐层的激励方法设计

新的薪酬体系，更好的激发出员工的工作干劲，为公司提供更好的服务。现行的公司制度

下，员工晋升机会较少，利用宽带薪酬原理，可以实现一岗多薪。即使员工通过自己的努

力很难获得晋升的机会，仍旧能通过合理的职业发展规划，找准努力方向获得加薪机会。

以详细的岗位分析为依据，不同等级可以对应一个岗位价值评分，根据公司的情况将岗位

细化为 5个等级，分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班长，第一层刚开始适用最低的岗位工

资标准，慢慢的逐渐增加，员工通过个人的努力就能达到自己想要的层级，以一个季度为

考核周期，来判定员工的层级是升高还是下降。在设定薪酬标准时 5层设为 1500，其他层

设为 1150，这是因为 5层处于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强的工作岗位，这部分员工绩效和年

终奖变动不大，这部分工资是其工资的重要组成部分。KT 公司岗位薪资层级表如表 4-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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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KT 公司岗位薪资层级表

岗位 层级 系数 标准 基本工资（元）

班长

1-1 4.7 1150 5405

1-2 4.5 1150 5175

1-3 4.3 1150 4945

1-4 4.1 1150 4715

技师

2-1 4.0 1150 4600

2-2 3.8 1150 4370

2-3 3.6 1150 4140

2-4 3.4 1150 3910

高级工

3-1 3.3 1150 3795

3-2 3.1 1150 3565

3-3 2.9 1150 3335

3-4 2.7 1150 3105

中级工

4-1 2.6 1150 2990

4-2 2.4 1150 2760

4-3 2.2 1150 2530

4-4 2.1 1150 2415

初级工

5-1 1.6 1500 2400

5-2 1.4 1500 2100

5-3 1.2 1500 1800

5-4 1.0 1500 1500

层级调整需满足：连续两个季度考核均优秀，且在现有岗位上工作一年以上；两个季

度均为末尾则自动降级；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自动降低；员工办理请假一个月以上者（工

伤假、病假除外），不予升级。

②工龄工资

工龄工资是公司针对为公司服务年限较长的员工的一种奖励工资，设置工龄工资的目

的在于对员工的流动性与稳定性之间形成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公司中 80%的人表示工龄工

资能让个人产生归属感，当地制造业公司或多或少都会为员工发工龄工资，可见公司增加

工龄工资的必要性。KT 公司 18-39 岁的车间一线员工占 72.3%，这部分员工往往处于职业

的发展期，公司可以规定服务 1-5 年的，每多一年，补贴多 20 元；6-10 年的，每多一年，

补贴多 50 元；11-15 年的员工一般处于职业倦怠期，但相对于 1-5 年的，仍存在一定的优

势，所以每增加一年，补贴多 30 元；15 年以后，工龄补贴不再变化，如表 4-2 所示。

表 4-2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工龄补贴表

工龄 1 年 2年 ... 6 年 7年 8 年 ... 15年 16 年

工龄补贴（元） 20 40 ... 150 200 250 ... 500 500



32

员工刚入职时，工龄工资为 0元，每为公司服务一年就按照工龄补贴表涨一次工龄工

资，直至服务满 15 年以上，工龄工资为 500 元/月。

③绩效工资

绩效工资将公司员工的薪酬收入和员工个人的工作业绩相挂钩，绩效工资运用的好，

会鼓励员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KT 公司把绩效工资视为固定的工资收入，并没有制定

绩效工资在整体工资中的比例，也没有分级进行考虑，这就不能发挥出绩效工资应有的作

用，设置后的绩效工资占比如表 4-3 所示。

表 4-3 各等级绩效工资

岗位级别 基本工资占比 绩效工资占比 整体工资占比

初级工 40% 60% 100%

中级工 40% 60% 100%

高级工 40% 60% 100%

技师 50% 50% 100%

班长 50% 50% 100%

公司于每月 10 号左右发放上个月的绩效。

员工的绩效工资=绩效工资的基数*个人绩效系数。员工绩效工资的基数与其所在的岗

位工资数相关，再按照员工的岗位等级确定相应的比例，最后再乘以个人的绩效系数。

做好绩效考评工作。在对生产车间一线员工进行绩效考评时，所采用的考评指标直接

来自生产线车间一线员工的主要工作内容和相关表现�绩效考评的评分标准如表 4-4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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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车间一线员工绩效考评评定表

序

号

考评

项目
说 明

1

1
工作

质量

10 在工作中

常犯错误

13 每月出现

2-3 次的失误

16 在工作中最

多出一次错误

18月平均工作的

正确率 95%以上

20 能完全无误

的完成工作

1

2
责任

心

5 工作中相互

推诿责任，消

极应对困难

6对待工作责

任感较差，且

积极性不高

8总体而言能够

积极负责的完

成工作

9任劳任怨的完

成工作，富有较

高的工作积极性

10 对待工作认

真负责，恪尽

职守

3

3
协作

能力

4 无法与同事

正常的协调

沟通

5协调能力较

差，工作经常

遇到困难

6勉强能够与同

事相互合作完

成工作任务

7善于沟通协调，

能够较为顺利的

完成交办的任务

8 能够积极主

动地与同事合

作

4

4
计划

能力

3 不能独立自

主制定计划

方案

4没有制定业

务改进计划

的能力

6能独立自主地

制定出相对完

善的工作方案

7善于对工作安

排一定的计划，

并按照计划实施

8 能制定高质

量的工作计划

方案

5

5

创新

意识

2 专业知识几

乎没有，没有

任何创新

4具有一定的

专业知识基

础，但无太多

创新

5有一定的专业

知识，但是需要

系统的指导改

进

6有一定的专业

知识，且能够较

为积极主动地创

新性工作

8 有专业的知

识基础，能够

创新且进行实

践

6

6 安全

意识

4 违反公司的

安全规定，但

是没有酿成

大错

5安全意识不

强，这种意识

有一定的危

害

7个人较为重视

生产安全，但是

集体安全意识

较差

9能够遵守公司

安全规定，且提

出一定的完善意

见

10 安全意识非

常高，且能提

出可行性建议

7

7 业务

知识

3 业务知识水

平较差，技能

水平较低

6固步自封，

不肯学习新

的业务知识

和技能

8所拥有的知识

水平能够满足

自己工作需要

9掌握的工作业

务知识和技能完

全能够满足自己

所担任工作

10 相对于同岗

位的同事，业

务水平较高

8

8 守纪

情况

4 违反公司规

定的劳动纪

律，但是危害

性较小

5有违反纪律

的倾向，稍加

劝阻即可

7暂时可以认为

没有违法乱纪

9自觉遵守公司

规定，无违法违

纪的现象

10 以身作则遵

纪守法，且能

够起到带头作

用

+

9
管理

能力

5 管理能力较

差

7有独立管理

意识、知识、

技能欠缺

8可以独立管理

一项工作

9能够得心应手

的管理工作

10 能够出色的

管理好本职工

作

1

10 成本

意识

1 严重浪费原

材料、时间和

劳动力

2成本意识不

高

3比较注重原材

料，劳务用品成

本预算

4能够做到节约

各项费用开支

6 积极改进工

作，消除浪费，

节约成本并取

得成效

将考评所得的平均分分为四个区间段，分别为 9.0-10 之间为优秀；在 8.9-7.5 之间

为良好；在 7.4-6.0 之间为合格；在 5.9 分及以下为差。并将每个岗位级别的绩效工资分

为优秀、良好、合格、差四个层级，这四个层级分别对应不同的系数：分别为 1.5、1.2、

0.8、0.5，并相应的制定出每个级别所考评的内容。并设立考评小组，由人力资源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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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工程师、生产负责人、生产线领班、设备维护代表和员工代表等组成，该考评小组负

责所有考评细则的制定和考评工作的组织。车间一线员工考评汇总如表 4-5 所示。

表 4-5 车间一线员工绩效考评总表

员工姓名 考评时间

考评项目 权重（%） 评价者人数 平均得分 最终分值

1 工作质量 15 20

2 工作责任心 10 20

3 协作能力 10 20

4 计划能力 10 20

5 创新意识 5 20

6 安全意识 10 20

7 业务意识 5 20

8 守纪情况 5 20

9 管理能力 10 20

10 成本意识 20 20

总计

评价等级 （优秀/良好/合格/差）

做好绩效反馈工作。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肯定员工的努力。无论员工业绩的

好坏，要先肯定员工对公司做出的贡献。第二，员工自我评价。开展员工自评工作，让员

工自己总结工作表现，领导聆听，思考员工提出的建议。第三，反馈并与员工讨论。用同

理心看待员工的自我批评和总结，指出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第四，建立目标共识。通

过员工自评和讨论分析，与员工达成目标共识，引导员工通过努力实现目标，多向员工问

问题，引发员工思考，从而增加其工作积极性。第五，个人发展计划。有了目标员工就会

思考如何去实现目标，管理者应询问需要提供怎样的帮助，帮助员工实现目标。第六，总

结与展望。管理者要思考员工的建议，与员工共同展望最终目标，对员工进行激励与鼓励。

最后，根据考核所反映出的问题，及时优化考评指标。

④加班补贴

根据公司生产计划，确实需要加班的要提前向总经理提出加班申请，并且填写《加班

申请表》，经总经理、车间主任签字后，才能进行加班。加班工资计算方法如下：

平日延时加班工资=加班工资基数÷21.75÷8×小时数×150%

休息日加班费=月工资基数÷21.75 天×休息日加班天数×200%

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月工资基数÷21.75 天×法定节假日加班天数×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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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平日延时加班到 19：00 以后的，可享受价值 10 元的餐补 1份，一日累计加班时

长超过 8小时的，可享 2份；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单次连续加班时长在 4-8 小时之

间的，可享餐补 1份，单次连续时长大于 8小时的，可享 2份。对于已报销加班餐费用的，

不再予以补贴，加班餐补随当月的工资发放。

最后，公司是每月底发放上个月的工资，公司内青中年的人数较多基本上都肩负着养

家的重担，有的上个月工资难以维持到月底，建议实行每月十号左右发；目前，KT 公司的

员工要想知道自己的工资明细，只能到人事部去查询，一方面增加了工作量，另一方面员

工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情况，这就会造成员工自己总怀疑发错了，建议为员工提供工资条，

给年龄较大，没有智能手机的员工发放纸质版，给有智能手机的员工发放电子版。

（2）奖金激励

①年终奖

目前，KT 公司尚未为一线员工设置年终奖，年终奖缺失，让公司的奖金激励与其他公

司没有可比性，年后员工流失率增加。建议设置年终奖，在年底人力资源部先对每位员工

的绩效工资进行汇总得出平均数，作为发放年终奖的基数，再对绩效考核得分进行汇总，

算出平均分，作为发放年终奖的系数。

年终奖=年平均绩效工资基数*年平均绩效系数。

入职时长未满六个月；年度请假超过 15 天以上（不含工伤假、病假、婚假、产假）；

考核期间内有过记录处分；考核期间内有降级者均丧失获得年终奖的资格。

②先进奖

公司每年评选“年度最佳小组”、“生产质量最佳小组”、“先进个人”、“最佳提案建议

奖”，但是获得荣誉的小组和个人并没有得到物质上的奖励。公司可以规定，进行如下奖

励，如表 4-6。

表 4-6 KT 公司先进奖奖励标准

项目 金额（元） 用途

年度最佳小组 2000 奖金由小组成员协商使用

生产质量最佳小组 2000 奖金由小组成员协商使用

先进个人 500 个人支配

最佳提案建议奖 500 个人支配

提案建议奖的奖励细则及标准保持不变，但是由考评小组担任评定工作，于每季度进

行绩效考核时也进行提案建议奖的评定，并为员工颁发荣誉证书，在公司醒目的地方制作

荣誉板块，设立“荣誉墙”、“荣誉长廊”等，增强员工的荣誉感与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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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伯乐奖

伯乐奖是对能为公司引进优秀人才的员工，所付出劳动予以肯定和表彰的一种方式。

公司可以规定，员工引进一名高级工给予 200 元的奖励，引进一名技师给予 300 元的奖励，

这部分奖励会在所引进人才入职满三个月后，在第四个月随工资发放。通过这种方式可以

节省公司招聘成本和缓解招聘难的问题，同时也能为员工带来的收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3）福利激励

公司已经设定了一定的福利激励措施，但是距离员工期望的福利水平还有较长的距

离。如，公司为员工缴纳五险的标准是以当地的最低标准缴费的，体检标准低、加班餐不

够吃，节日福利少等。这些都会使员工感到不满，现下为员工提供新的福利制度，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①法定福利

提高员工五险一金缴纳比例，企业要想留住员工，就得保障员工享有应有的福利，KT

公司卡着缴费边界线（2745 元），没有按照员工真实工资为其缴纳五险一金，这侵害了工

资标准高于 2745 元的员工利益，不符合相关规定，建议调整为：工资＞2745 元/月的，按

照员工基本工资缴纳；工资≤2745 元/月的，按照 2745 元缴纳。KT 公司的一线工作人员

男性居多，年龄集中在 18-39 岁之间，占总人数的 73.25%，基本上都是家里顶梁柱，公司

为其缴纳五险的标准稍高一些，当员工遇到工伤、失业等情况时，用社保能帮助员工解决

一定的问题，且他们大部分都面临着买房的压力，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相对于低于其他

公司，容易引起员工不满，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所以，根据当地政策结合员工需要，

可以将五险一金的缴存比例与当地保持一致，这样不至于公司开支过大，也能减少员工的

心理落差。具体如表 4-7 所示。

表 4-7 车间一线员工五险一金缴存比例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单位 个人 单位 个人

养老 16% 8% 18% 8%

医疗 6% 2% 8% 2%

失业 0.7% 0.3% 1% 0.5%

工伤 0.2% 0 0.8% 0

生育 0.6% 0 0.7% 0

住房公积金 5% 5% 7% 7%

另外，车间内有 3名 60 岁以上的工作者，针对这部分员工，公司可以给予 200 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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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房补助，可以让没有享受到住房公积金的员工获得一定的补助，提高对公司的满意度。

②其他福利

其他福利方面，员工的工伤假、病假、产假、婚假等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原有的

节假日福利、住宿福利保持不变，适当的调整体检福利，增加环境等福利。根据马斯洛需

求层次理论，人人都希望能够获得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如果 KT 公司能够抓住生活中的小

细节，让车间一线员工感受到公司的爱与关怀，更能打动员工，激励员工。

KT 公司可以利用以下细节让员工感受到公司对员工个人的关怀，在车间一线员工结婚

时送上祝贺和礼金（300 元标准）；在员工生孩子时，送上祝福和一些婴幼儿用品（200 元

标准）；在员工生日当天，发放价值 50 元的生日蛋糕，并送上生日祝福。

体检福利，公司组织入职员工体检，100 元/人的体检标准，体检项目较少，可以适当

增加体检项目，调整体检费用为 200 元/人。

环境福利，可以在车间内安装空调，在员工宿舍安装自来水，保障饮用水安全，安装

风扇为员工提供舒适的休息环境。

2.精神激励

（1）培训激励

从问卷调查发现，员工都觉得培训对自己的用处不大，员工对培训内容没有兴趣，培

训效果也不好。因此，可以通过改变现在的培训方式，提高培训工作的有效性，来激励员

工更好的工作。

一是根据员工培训需求确定培训内容。员工觉得培训感到乏味，主要原因是由于所培

训的内容不是自己需要的，KT 公司大部分的培训都是管理者所安排的常规性培训。为了提

高培训的效率，应该展开需求分析工作，首先，对公司进行分析。通过对公司发展现状和

目标分析，了解公司想要员工具备哪些能力来促进公司发展，这是展开培训的出发点；第

二，对车间的工作分析。通过对工作的分析了解员工要想很好的完成工作，需要具备的知

识和技能。第三，对员工分析。公司可以分析员工近一年的绩效考评情况，来了解员工的

工作能力，同时让员工以公司发展目标和工作要求为依据展开个人分析。根据以上的分析

对员工素质了解之后，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工作。

二是制定培训目标。培训活动展开都是有目标的，通过目标的实现，来证明你培训的

内容是实用的。有了培训目标之后，才能在培训前对培训的内容、时间、地点、对象、方

式和费用进行的合理安排，才能在培训后进行总结和反思，为下次更好的开展培训工作汲

取经验。

三是安排培训计划。在公司年度计划中，根据公司的工作安排和目标，将培训计划单

独列示，确保本年度内培训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在培训实施之前制定好培训方案，包含组

织领导、培训内容、培训师的选拔、培训对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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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做好培训评估工作。人力资源部应及时跟进培训的评估工作，在培训后组织员工

填写《员工培训评估表》，弄清楚每一次培训的优点和不足，以便汲取经验改进不足，最

后，形成书面材料存档。这样才能不断地总结经验，取得进步。

（2）职业发展激励

每个人都希望对工作有长远的发展规划，但是很多员工都不能清楚的认识各个阶段，

如果员工对各个阶段都能设定合适的目标，员工就会为了目标的实现而不断付出努力，激

励的目的就很好找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KT 公司 73%的员工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这部

分员工大部分是不知道怎样去规划，这就需要公司了解员工成长需求，帮助员工建立职业

发展规划，最终实现员工与公司的发展方向一致。

一是要了解员工个人成长需求。不同员工的个人成长需求是不同的，这就要求公司要

知道每一位员工的每一阶段的成长需求，每季度开展需求调查活动，作为分析员工成长需

求的基本数据。在进行员工成长需求调查的时候，可以采取正式途径与非正式途径相结合

的沟通方式。正式的途径可以让员工感受到领导者的关怀，激发其工作的干劲，进而深入

的思考自己的成长方向，同时也能增强员工的归属感；相较于正式的沟通非正式的沟通更

能与员工谈心，深入了解员工真实的想法，从而制定的员工成长路径更能满足员工的需求。

二是要制定员工个人发展计划。在完成上述工作之后，人力资源部将根据公司发展实

际结合车间一线员工成长的需求，辅助员工建立个人职业规划。这个过程，要分三个环节

进行：一是对员工个人进行分析，包括个人的知识技能、综合素质、爱好等进行分析；二

是与员工深入沟通了解员工个人成长需求，员工个人可能因为一些因素对个人成长期待过

高，如对自己的能力认识不清、对公司发展现状认识不清等，这些原因的存在会给员工带

来个人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痛苦，人力资源部应该帮助员工认清现实，了解自己的优缺点，

制定可行的成长计划；三是将员工个人成长需求与公司发展规划相结合，制定出发展方向

一致的员工的个人发展规划。每位员工均受公司环境的影响，只有将员工的个人发展方向

与公司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才能实现公司和员工共赢，对员工个人的激励才能持续，所

产生的作用也较大。

三是要完善员工晋升制度。KT 公司所设置的部门数量是一定的，所对应的岗位数量也

是有限的，对于员工而言很难通过岗位的晋升实现个人的成长目标。因此员工晋升不能仅

依赖岗位晋升，利用岗位薪资层级，实现同岗不同薪，在同一岗位也能经过努力实现工资

的上涨。将岗位工资与绩效结合起来，实现这个季度升级下个月就涨工资，打破只能靠岗

位晋升来涨工资的僵局。

（3）情感激励

KT 公司的情感激励优化部分，可以维持既有的沟通激励不变，但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

将沟通激励的形式丰富起来，并根据企业实际增加荣誉、企业文化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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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沟通激励

在原有沟通方式的基础上，增加公司信息板、员工意见箱、邮箱、微信群等信息反馈

渠道，当管理层将信息传递给车间一线员工后，员工也能通过这些渠道发表意见。可以增

加茶话会，在每个月末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由车间管理者通知员工，来茶话社进行非正式

会议，这种会议根据员工个人意愿，不做强制性要求，主要就是谈谈自己工作、生活中的

苦恼，这样可以为车间一线员工提供“吐槽”的平台，车间管理者将会议的主要内容进行

筛选，将有关激励方面的内容提交到人力资源部，方便后期激励项目的增减。设置心愿墙，

经常在公司卫生间的门上看到员工的各种吐槽，公司可以在车间的茶水室专门设置一面心

愿墙，并提供便利贴和笔，人力资源部可以不定时的过去看看，筛选有利于激励体系优化

的信息。

②荣誉激励

可以通过为“年度最佳小组”、“生产质量最佳小组”、“先进个人”、“最佳提案建议奖”、

技能知识大赛的获得者颁发荣誉证书，并将获奖名单张贴在“荣誉墙”、“荣誉长廊”上，

对员工进行激励。

③企业文化激励

企业文化是无形的，但是它产生的影响是有形的。公司文化建设的好，对外能够树立

良好的形象，增强竞争力；对内能在员工之间形成凝聚力，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因此，KT

公司做好企业文化建设的工作是十分有必要的，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一是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公司树立起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站在员工的角度去

思考问题，有助于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不断为公司发展注入活力。这就要求管理者：

改变传统的管理理念，不能再认为车间员工离职几个没事，管理者的态度有时候就决定员

工的去留，主动为员工谋福利，才能留得住员工；尊重车间员工，管理者要学会倾听，当

员工工作遇到难题积极解决，生活遇到困难时尽量帮助。

二是为员工提供舒适的环境。生产车间的工作是枯燥乏味的，很容易产生厌倦心理，

无形会拉开员工与管理者的距离，降低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公司应尽可能为员工创

造舒适的工作环境。公司可以：改善生产车间环境，在生产车间安装空调，在员工宿舍安

装风扇，可以将劳保用品发放由每季度两次改为每月一次，为员工配备耳塞随劳保用品发

放，另外给处于每条生产线第一个工位的员工多提供三双手套，因为该员工要为整个生产

线搬运材料，手套磨损较大；宣传企业文化，可以在车间内张贴一些宣传图册，在车间内

悬挂规章制度、安全标语等。

三是丰富车间员工文化生活。车间的工作岗位设置，让员工没有太多的交流时间，通

过为员工创造文化生活条件，能够让员工快速的融入到一起，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加强

对公司的归属感，满足车间员工的精神需求。可以通过：丰富员工的业余活动方式，定期

举办演讲比赛、辩论赛、团建等活动，这些方式提高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建立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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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心，建设一两个篮球场、乒乓球台、羽毛球场等丰富车间一线员工的生活。

3.负激励

正激励和负激励都是为了能够激发出员工的工作潜力，均有利于实现公司的管理，共

同实施则能发挥出更大的激励作用。

（1）完善惩罚制度

惩罚应当伴随着考核的产生而产生，考核制度成立的同时，应当完善相应的惩罚制度，

在制定惩罚制度时，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提前公示惩罚制度。惩罚制度应当在考核

之前向车间一线员工公示，如果在考核之后公示，不但不能起到激励的作用，反而存在营

私舞弊的嫌疑。在考核标准实施之前要让每一位车间一线员工知道考核自己的具体考核指

标是什么，是怎样评定考核等级的；另一方面，奖惩要匹配。公司对员工所制定的处罚细

则要与该员工的考核标准相一致，只有这样员工才能尽责尽职完成工作，以减除惩罚。当

惩罚力度较小时，车间一线员工可能觉得无所谓，而对所提出的要求不重视；当惩罚力度

过重时，车间一线员工可能会觉得风险与收益不成正比，引发员工出现消极情绪。这就要

求，公司惩罚措施要与考核相匹配才行。

（2）强调危机意识

适当的压力能激发出员工的工作干劲，没有压力的工作不能激发出员工的工作潜力。

管理者在利用各种措施激励员工的工作潜力时，要适当运用所处环境的内部、外部压力，

给车间一线员工一定的紧迫感。偶尔逼员工一下，能够让车间一线员工有危机感，产生工

作动力。KT 公司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给车间一线员工制造危机感。

第一，让团队之间竞争。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荣誉感，车间一线员工也不例外，通过员工之间的竞争能够让员工

产生一定的紧迫感，员工的荣誉感要求其不能落后于他人，这就督促着员工不断努力。根

据 KT 公司的生产线情况，以每条生产线为小单位，对每条线的年产量，进行排名，对排

名倒数第一的小组进行处罚，取消小组成员第一季度的岗位工资升级资格。

第二，设立竞争上岗机制。

车间一线员工的工作是简单枯燥的，要是员工一直同一岗位上持续工作，就会丧失竞

争压力，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该岗位的工作技巧，长期以往，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很难

长期的保持。公司可以规定公司内部的上岗是可以公平竞争来实现的，如果哪位员工绩效

较差、消极怠工，那么公司那些业绩较好的员工就可以取代他。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员

工不敢消极怠工，有进取心的员工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高的职位。

4.小结

优化后的激励体系如表 4-8 所示。与 KT 公司原来的激励体系相比，本次提出的激励

措施更加强调了激励与车间一线员工实际需求的匹配性，同时更加注重对员工的精神激



41

励，并通过负激励措施的提出，体现了员工激励与约束机制相辅相成。调整后的激励体系：

物质激励方面，重新设计了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的发放方式，增加了工龄工资、年终奖、

伯乐奖，规范了绩效考核流程，细化了加班补贴和先进奖的评比方式，丰富了福利内容；

精神激励方面，优化培训内容和形式，丰富职业发展内容，运用企业文化完善情感激励；

负激励方面，完善了惩罚制度，增加竞争岗位制等内容，最后形成正激励与负激励相结合

的激励体系。

表 4-8 优化后 KT 公司的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

激励体系 具体内容 备注

物
质
激
励

工资 岗位工资+工龄工资+绩效工资 针对所有车间一线员工

奖金 年终奖+伯乐奖 针对所有车间一线员工

福利
法定 五险、住房公积金

公司 节假日、结婚、生日福利等

精
神
激
励

培训 根据员工需求制定培训计划 所有车间一线员工

职业 促进职业规划实现 有长远发展规划的员工

情感

沟通 正式和非正式沟通

荣誉 “荣誉墙”、“荣誉长廊”

企业文化 管理理念、工作环境、文化生活

负
激
励

惩罚 取消岗位工资升级资格 季度产量最少的小组

降职 压力 竞争岗位制



42

五、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的保障措施

为了进一步保障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的高效运作，除了设立健全完善的激

励体系之外，还要出台与之相配套的保障措施。

（一）提升管理层的管理理念

目前 KT 公司管理层的管理理念仍旧停留在“产量优先”阶段，对于人力资源管理不

够重视，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当成是“后勤保障工作”。要想切实际的提高 KT 公司车间一

线员工的激励水平，得从管理层的抓起，管理层的管理理念不改变，即使下属部门的工作

做得再好，提出的激励体系优化方案终将被一票否决。要让管理层有人力资源管理高于一

切的管理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机理体系优化方案由上到下的传达，由下到上的反馈。

公司可以在每季度初，组织一次高层管理者学习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学习活动，让管理者

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并要求将每次从学习中总结出的相关学习经验，运用到生

产实际当中，于每年年底向董事长汇报学习结果、所学理论和经验运用到生产实际中所取

得的成效，并将此纳入高层管理者的年终绩效考核当中。

（二）学习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优化方案

在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的激励体系优化方案实施之前，首先，要由人力资源部组织

车间一线员工和公司的管理层，认真研读此方案，确保管理层能深入理解 KT 公司的车间

一线员工激励体系优化方案的每一条内容，并知晓激励体系优化实施的具体步骤，公司可

以规定每周五下午 4:30 至 6:00 之间为人力资源部与管理层共同学习激励体系优化方案的

时间，在激励方案实施的前期，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人力资源部向管理层解释该激励方案

的各项措施实施的主要目的，为管理层答疑解惑；后期，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针对激励体

系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提出优化建议。其次，人力资源部、生产车间领导、生产线

领班要组织车间一线员工学习优化方案，让每位车间一线员工都了解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考

核与绩效的标准及发放，领会激励体系优化的初衷，了解激励体系优化的实质，为 KT 公

司优化方案的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公司可以通过张贴布告、官网发通告、微信群和茶

话会等方式进行激励体系的宣传学习工作。

（三）加强组织保障

激励体系要想顺利的实施，要有人力资源作为保障，要想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

高员工工作的效率，要有一定的组织保障。因此，KT 公司人力资源部不但要做好日常工作，

还要着重推动车间一线员工的激励工作。这就要人力资源部完成以下工作：一是随时关注

车间一线员工的工作动态，做到能根据员工最新需求的的变动来调整激励的具体实施方

案；二是做好与员工的访谈工作，了解车间一线员工最新的需求培训，实时制定相应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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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方案，以防员工有培训需求时，不能提出培训方案，后期要做好培训后车间一线员工的

培训反馈工作，做到员工反馈能够及时有效的解决；三是做好车间一线员工的晋升和绩效

考核工作，确保绩效考评能够公平公正地开展。另外可以在人力资源部下设激励与考核委

员会，由总经理负责，各车间主任组成，其职能是对车间一线员工的激励措施提出意见、

监督激励措施的实施、评估各生产线的绩效、制定淘汰计划和落实惩罚措施。最后，对考

核结果进行公示。

（四）建立制度保障

公司制度公平是制度公平执行的前提条件，只有做好制度方面的保障，才能保障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的公平实施。这就要求做好以下工作：一方面，要建立公平透

明的奖励制度。KT 公司调整后的激励体系涉及到较多的激励指标，如员工的个人绩效考核、

“年度最佳小组”、“生产质量最佳小组”、“先进个人”、“最佳提案建议奖”甚至负激励的

执行标准等，这些都需要公平且透明的制度保障。在激励体系的实施的过程中，只有确保

有理、有据可依且实施的全过程公开透明，才产生一定的威望和激励效果。另一方面，要

建立完善的考核制度。完善的考核制度和公平透明的奖励制度，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公平透明的激励制度需要完善员工的考核制度才能得以实施。如每个月的绩效考核、员工

提案建议奖的名单的确定等，都以考核制度作为保障，来保证激励措施的顺利实施，从而

得到车间一线员工的认可。

（五）建立激励体系反馈渠道

鉴于激励体系优化后在运行时，可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争议，当争议发生时建立激励

体系反馈渠道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KT 公司应在激励体系优化措施的制定者、执行者和车

间一线员工之间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只有这样，才能在冲突发生时，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才能尽早达成共识。在反馈渠道的具体建立上，可以由人力资源部和激励与考核委员会，

于每月底共同对车间一线员工采取定期访谈、不记名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车间一线员工的

激励状态和这种状态持续的主要原因；另外，公司可在人力资源部专门设置车间一线员工

激励反馈岗，主要负责了解车间一线员工对调整后的激励体系的相关意见和建议，及时答

复车间一线员工所反馈的问题，并对所反馈的问题进行总结归纳，向激励与考核委员会汇

报；最后，人力资源部要建立专门的激励体系反馈渠道，建立意见箱、微信群、留言板、

意见墙等。这种沟通和反馈的渠道，一方面可以随时了解车间一线员工对现行激励体系的

具体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可以使车间一线员工更加准确了解激励体系的实质，这样有

助于车间一线员工了解这项工作的出发点，有助于激励体系较快的发挥出激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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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费保障确保激励效果

在激励体系中，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而经费作为激励体系

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是精神激励难以替代的。由于车间一线员工的激励具有较强的时效

性，如果逾期不兑现之前所承诺的激励，将会使本次激励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造成员工对

公司的不信任。因此，为了物质奖励能够及时的给与员工，应当在 KT 公司在年初预算编

制时，将物质激励支出单独列示出来，为员工设置专门的激励账户，为激励措施的实施提

供足够的经费保障。同时，每年年度终了，KT 公司要对车间一线员工的激励账户予以审计，

同时每季度对车间一线员工的激励账户，在公告栏和微信群中向全体员工公示收支明细

账，让车间一线员工及时的了解到激励体系的运行是公开透明，无遮掩的，了解到激励体

系是能够是能够给员工带来福利的。经初步核算优化后需一次性投入 40 万用于改善员工

生活、工作环境，年支出增加 125 万元用于提高员工待遇，而公司的近 3 年年盈利是

1500-2200 万元，公司有能力承担这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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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打铁还需自身硬，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仅仅依靠外在的条件是不可行的，必须脚

踏实地的提高公司自身的水平，通过激励体系的优化来提高车间一线员工的工作干劲，增

强公司整体的凝聚力、战斗力，提高 KT 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

作用，实现物尽其用、人尽其能。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持续地提高公司的软实力，为

公司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增加筹码。

本文以 KT 公司的车间一线员工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详细地对 KT 公司

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和问题背后的具体原因进行了分析。然后再充分运用

国内和国外学者所研究的激励相关理论，再结合 KT 公司发展现状，提出了较为详细的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的具体优化措施和可行性建议以及针对调整后激励体系实施

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保障措施。KT 公司在进行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优

化时，需要结合公司发展目标和人力资源现状，找准激励体系的要点，使所制定的激励体

系能为公司解决实际问题，并通过公司发展战略的引导，更好地满足车间一线员工的需要

与公司发展的需要。

（二）未来展望

虽然本文通过一定的方法，对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的激励体系优化进行了分析和研

究，但仍旧有一些具体的研究细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在对 KT 公司员工的激励体

系进行优化后，没有采取与之相对应的激励评估措施，而且也没有对车间一线员工的激励

体系使用的具体情况，进行预测性研究，由于时间限制，一些调研工作可能做的不够细致

等。激励体系的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根据公司的人力资源状况的变化而进行相应

的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来不断调整完善，只有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建立起相对

完善的激励体系，才能更好的激发出员工的工作动力，帮助企业逐渐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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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调查问卷表

填写说明：

1.亲爱的同事们，为了完成本人的硕士毕业论文，需要对我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

系进行一些调查研究，以便针对发现的问题加以改进，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

2.本调查问卷采取无记名形式，回答不存在正确与错误，结果也不存入档案，只用于

学术研究，请您放心作答。

3.希望您按照指导，逐项认真、严肃、负责地在所拟的每个问题右侧相对应的方框内

打“√”的方式做出自己的选择。

谢谢您的大力协作！

完全不符=1

有一点相符=2

某种程度上相符=3

大部分相符=4

完全相符=5

KT 公司车间一线员工激励体系调查问卷

序号 内容 1 2 3 4 5

1 您对目前的工资收入水平非常满意

2 与地区同行业企业比，公司的薪酬水平高

3 公司的绩效工资能反映出您的工资表现

4 工龄工资不能让您产生归属感

5 绩效考核有严格的指标和程序

6 绩效考核后公司及时反馈

7 年终奖对您来说无关紧要

8 公司组织的加班是高效且有计划的

9 您公司的工资构成已经相当完善

10 您对五险一金的缴存非常满意

11 公司会严格按照规定颁发提案建议奖

12 体检标准能满足您的体检需要

13 公司的福利有较好的吸引力

14 7 元的加班餐能满足您的需求

15 公司提供的培训机会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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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培训对您有很大的帮助

17 晋升能满足您的职业发展规划

18 您有很清晰的职业规划

19 您不在意领导对您的看法

20 您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重视

21 您认为与管理者沟通受益颇丰

22 先进奖的评比是公平公正的

23 能感受到企业文化在时刻鼓舞着您

24 您对工作环境十分满意

25 制定制度时公司进行了意见征集程序

26 管理者经常在大会上批评违纪员工

27 领导的批评会减少您的工资

28 公司的负激励措施具有较大威慑力

请您对以下影响满意度的因素进行排序？(选 10 项)：公司制定的各项政策；管理层

的领导风格；对员工的积极监督；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较高的工资和丰厚的奖金；为员

工缴纳五险一金；休息时间的延长；食宿等物质福利；公司组织的业余活动；工作的长期

稳定；工作带来的安全感；对员工的肯定、嘉奖和关爱；公司为员工带来的社会地位；职

位的不断提高；人际关系的友好；较好的文化和工作氛围；所从事的工作有一定的挑战性；

得到社会认可；工作强度；加班情况；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您认为重要的其他激励因素。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祝您工作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