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应对金融危机，部分企业选择了裁员，但也有企业不仅不裁员，反而四处招兵买马———

留住人才就是留住希望
本报记者 汪晓东 谢卫群 侯露露 罗 彦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及国外企业纷纷裁员的
影响，我国一部分企业以裁员应对挑战，但也有许
多企业在困难面前尽力留住员工，还有部分企业
把眼下的局面当作储备人才的好时机，引进高层
次人才，为企业的未来发展集聚力量。裁与留之
间，反映的是企业的心态、责任与见识。

不裁员赢得员工长期忠诚度

“温总理在
!"

日来长安集团视察的时候，曾经
说过，‘现在汽车业遇到了暂时的困难，我们要挺
起脊梁，努力转危为机。企业轻易不要裁员，要千
方百计稳定就业。’总理的话让长安人感受到了冬
天里的温暖。”长安集团总裁徐留平对记者说，没
有企业的生存发展，就没有职工基本生活的保障；
反之，职工生活没有保障，就没有企业的成长发
展。因此，在金融危机面前，长安将想方设法确保
职工的就业稳定。

雨润集团是我国食品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
多年来一直秉承“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的理念。
“我们不但不裁员，还积极通过各种手段保持稳定
的就业，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集团董事局主席
祝义材说。

目前，雨润集团正在开展大学毕业生的招聘
工作。集团人资部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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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雨润将扩
招应届毕业生，到目前为止，已经在

"!

个省的
%&

所高校招聘了
"!##

人，春节后还将进行第二阶段
的毕业生招聘工作。
“现在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又一次重大机遇。我

们不仅不裁员，还将进一步引进一批高层次人才，
加快企业转型升级，通过

'

年努力，使企业销售收

入再翻一番！”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语出惊人”。
今年红豆集团营业收入有望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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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同比增长

!#!

以上。这份成绩单让周海江“底气”
十足。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红豆何以飘“红”？
这主要得益于近几年来持之以恒抓创新、打品牌，
而人才的集聚是企业保持创新活力的源泉。
“社会责任不是空洞的口号，而与企业的竞争力

密切相关。稳定企业队伍，更能够赢得员工长期的忠
诚度，对提升企业形象及今后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
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认为。

储备高端人才正当其时

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有远见的中国企业敏
锐地发现这是一个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好机会。许
多金融、汽车企业纷纷远赴美国华尔街、底特律招
揽人才。
“
"!

月
"'

日，长安刚刚在美国底特律举办了
招聘会，拟招聘部分汽车技术人员。截至目前，已
经有

(##

多人表示了到长安工作的意向。”徐留平

告诉记者。
不仅长安如此，上海的一些金融机构也纷纷

到海外寻觅人才。
"!

月
)

日到
"(

日，上海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市金融服务办公室联合组织
!&

家金融机构，集体赴英美招聘“中高端紧缺金融
人才”。在英国伦敦、美国芝加哥、纽约三地，应聘
人员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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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初步达成意向
%(#

人。
浦发银行党委副书记冯树荣告诉记者，通过

本次海外招聘活动，加强了与海外金融人才的沟
通和互动，将为该行实现战略目标储备一批具有
国际化视野的高级金融人才。

富国基金总经理窦玉明则认为，基金业面临
的竞争是国际化的，因此在人才储备上，也需要实
现国际化。此次金融危机，令很多拥有丰富国际工
作经验的专业人才进入了招聘市场。“对于我们来
说，这无疑是个招聘的好时机。”

中国银联在此次海外招聘活动中推出了
""

个岗位。中国银联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吕虹表示，中
国银联的国际化进程正全面提速，此次海外招聘
情况比较理想，应聘者数量之多大大超出了预期。

对于条件适合的应聘者，已经开始联系到上海面
谈。对于目前没有合适岗位的应聘者，也将建立人
才后备蓄水池。

节约成本未必需要裁员

“我们全部员工两万多人，没有一个下岗的。”
波司登公司董事长高德康说。

作为一家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何做到
这一点呢？今年以来，公司适度调整生产计划，确
立了“量降、质高、价升”的经营思路。同时，积极推
进产品转型。正是得益于积极的应对策略，波司登
不仅没有裁员，还扩大了岗位设置，把其他企业下
岗人员，尽可能多地吸纳到企业中。截至目前，波
司登五大生产基地直接解决了近两万人的就业岗
位，间接解决劳动岗位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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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
江苏省镇江市的金东纸业是我国造纸业的

“航母”，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但我们绝不因此
裁员一人，而是要与曾经为企业发展默默耕耘、倾
注大量心血的每一位员工风雨同舟，共渡难关。”
公司总经理吴省芳表示。

据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孙炳健介绍，根
据财务部门测算，目前金东员工的薪资占全部生
产成本的比例并不高。假设裁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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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员工，那生
产一吨纸也只能减少

"#

余元的成本，而采购成本
目前占产品总成本七成之多，只要降低采购成本
"!

，就能够远远超过裁员
"#!

所节省的成本！
今年以来，金东纸业通过降低采购成本、节能

降耗等措施，千方百计开源节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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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金东纸
业每万元产值能耗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

，每吨纸
综合能耗下降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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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五
!

经济新闻

撤高管、关机构、停业务

保监会铁腕整顿财险市场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曲哲涵）
中国保监会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为消除财
险公司伪造财务数据、开展恶性价格竞争、理
赔难及内控制度不健全等四大“顽症”，保监
会自

$

月以来从
*

个方面对财险市场进行了

治理整顿，目前已取得较好效果。
这

*

条“铁规”包括：对违规违法行为“从
严从高”处理，

'

个月共罚款
)%#

万元，撤换高
管

!"

名，停业
"*

家经营机构，限制部分违规
公司开展有关业务。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向社

会公布违法违规的机构和责
任人，接受社会监督。强化偿
付能力监管，限制偿付能力
不足的公司拓展机构与业务
范围，限制其股东分红和高
管薪酬分配等。

整顿工作开展以来财险市场秩序明显好
转。投诉案件和现场检查结果显示，恶性价格
竞争行为大幅减少。全行业关键经营指标均
有明显好转，承保业务月减亏幅度超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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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保险业出了件“怪事”：长

江四桥建筑工程一切险招标时，江苏

各大保险公司硬扛着“高费率”，无一

应标。以往，大项目如同肥肉，各公司

明争暗斗，为中标竞相压价。此次为何

“谦让”？保监会来狠的了！

保险市场的恶性价格竞争屡治屡

犯，从连接千家万户的车险，到重大项

目的大保单，各公司明里用报批过的

费率做账，暗里用超低价格拉业务。恶

性竞争使财险经营千疮百孔，今年前

%

个月，财险承保业务亏损达
%%

亿

元。同时，这也为服务差、理赔难埋下

伏笔。此弊不除，财险业没有出路。

过去，监管部门的处罚措施显得

过于软弱。与警告、罚款等较低的“违

规成本”相比，获取业务规模高增长以

及由此带来的个人薪酬、职务的飙升，

更令保险人神往。莫说“天高皇帝远”

的基层营销部了，在一些省公司，超高

的业务指标、畸形的激励机制，都堂而

皇之地贴在墙上、响在会上。多年来财

险市场重复上演“猫捉老鼠”：大检查

来了，干净一阵子；检查一过，乱象有

增无减。

如今，保监会出台了六项规定，

“打蛇打在七寸上”，针针见血———恶

性竞争就停他的机构、断他的业务；不

怕罚款，就“从高从严”罚得他心惊胆

战；无视企业稳健发展，就直接撤职；

基层出了事，总公司领导一样难辞其咎；害怕丢人现眼，就将

劣迹公诸于众；妄想“打一枪换个地方”，则行业通报，令其无

处遁形。痛快！

虽然短短
'

个月，但“严打”的效果已经显现。保监会透

露，各公司已经自觉制定细则，层层拉设“防线”。人保广州支

公司的一位经理“账外出单”，分公司不敢讲情、省公司毫不留

情，将其就地免职。全行业主要经营指标迅速好转。

事实证明：整顿市场，要想见实效，必须下猛药，杀一儆

百。目前我国各行各业还有很多类似的顽症，但监管总似一阵

风，来了又去。放眼人们的衣、食、住、行，还有很多“死角”、“暗

坑”等待有关部门主动出击、强化监管。

保险业整顿只是开了个头。人们期许：千万不要虎头

蛇尾！

经济时评

企 业 不 应 短 视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 曾湘泉

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对中

国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次

贷危机带来的失业问题远没有

"$!$

年世界危机那么严重，对中国

的影响也没有外界炒作得那么厉

害。以美国为例，
"$!$

年危机中，美

国的失业率为
!(,$!

，而现在美国

的失业率为
*,&!

，与
"$!$

年相比

还是好得多。

经济周期的波动是一个正常现

象，有快速发展期，也有衰退期，对

此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那么，在这

种大的经济变化中，中国企业不要

特别的悲观，要树立发展的信心，筹

划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企业也不

要短视，反而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很

好的储备人才的时机。过去几年，我

国企业一直存在招技工难的问题，

现在企业趁此储备人才，这对企业

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现在不裁员，

更能够赢得员工长期的忠诚度，对

提升企业形象及今后的发展都是很

有好处的。

法院受理三鹿集团破产申请
经销商聚集索要货款事态平息

本报石家庄
"!

月
!)

日电 （记者王明
浩）今天上午，石家庄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
会，首次通报三鹿集团破产案情：目前三鹿集
团净资产为

-"",#'

亿元（不包括
"#

月
'"

日
后企业新发生的费用），严重资不抵债。

据介绍，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
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三鹿集团于

$

月
"!

日全面停产。到
"#

月
'"

日财务审计和资
产评估，三鹿集团资产总额为

"),*"

亿元，
总负债

"&,*!

亿元，净资产
-!,#"

亿元，
"!

月
"$

日三鹿集团又借款
$,#!

亿元付给全
国奶协，用于支付患病婴幼儿治疗和赔偿
费用。

截至目前，三鹿集团净资产为
-"",#'

亿
元（不包括

"#

月
'"

日后企业新发生的各种
费用），已经严重资不抵债。

通报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有关规定，申请人（债权人）石家庄商业银行
和平西路支行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对被申请人（债务人）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
受理，受理该申请的裁定书
已于

"!

月
!'

日送达石家庄
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
前，此案正在审理之中。

此外，根据石家庄市政府的通报，近日，
部分三鹿经销商得知三鹿集团破产消息后，
聚集到三鹿集团索要货款。事件发生后，河北
省委、省政府，石家庄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协调企业必须承诺
合同的有效性；必须全面履行合同的各项承
诺，并于

!##$

年
"

月
"#

日确保再支付经销
商

'#+

货款。经销商对企业和政府的做法表
示理解，并全面接受以上方案。目前，事态已
经平息。

专家连线

"!

月
!)

日，全球最大的海水淡化冷凝铜管生产基地、浙江海亮集团

一片忙碌，员工们正在赶制出口的铜管制品。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该

公司作出承诺：不减薪、不裁员。目前集团
%(##

多名员工无一返乡
.

正在

加班加点。 郑 伟 杨勤业摄影报道

信

心

来

自

中

国

金融危机对宝洁并没有太

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有非常充

足的现金流，我们不需要向银

行贷款。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

中，比较大的问题还是信心问

题。缺乏信心会影响到我们的

消费者，如果消费者开始担心，

他们的消费行为就会受影响。

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个危

机其实是一个转机。在最困难

时候你需要一边面对困难，一

边学习。在困境当中，你学到的

东西往往是平常繁荣景气时候的三四倍。只

要你把精力集中在战略重点上，继续为将来

的业务成长积蓄力量，就无所畏惧。即便是在

我们最困难的
"$$$

年，我们都没有想过要离

开中国。相反，我们不断地加大在中国的投

资。中国市场的表现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

而且一直都是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在增长，利

润率也是这样。所以，中国在全球市场所占的

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宝洁来说，中国业务在过去十年一

直是一个强劲的增长动力。中国目前的经济

增长强劲，基本面很好。中国会继续成为宝洁

业务增长的亮点。

回顾宝洁在中国这
!#

年，我想，我们给

中国带来什么，中国给宝洁带来什么？我觉得

宝洁把创新及良好的管理实践带到了中国，

同时还有愿意跟中国一起成长的承诺和热

情。不仅是在明年，在后年，而是永远。另外，

我们从中国这里获得了更多的信心、更多的

热情，获得了一种来自一个崛起中国家的精

神。我想，这对宝洁，对全世界都是一个

积极的影响。

我们在中国的
!#

年，就好像

是跟中国文化的
!#

年婚姻，让我

们牵手走过以后的岁月。我们不会

分手，我们要一起成长。

（更多“感言”请登陆人

民网经济频道）

宝洁公司董事长兼 CEO

雷富礼

不减薪不裁员

年末车间忙得欢

我国将逐步淘汰白炽灯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朱剑红）国家
发改委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合作
共同开展“中国逐步淘汰白炽灯、加快推广节能
灯”项目，支持研究编制《中国逐步淘汰白炽灯、加
快推广节能灯行动计划》。

我国照明用电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

，若
把现有在用的白炽灯全部替换为节能灯，一年可
节电

(%#

亿千瓦时。

湛江港迈进亿吨大港行列
本报广州

"!

月
!)

日电 （贺林平、汪良波）
作为我国大西南出海主通道，湛江港成功实现亿
吨大港目标。截至

"!

月
!(

日，湛江港完成货物吞
吐量

",#!")

亿吨，成为全国第十五个亿吨大港，
也是我国西南沿海港口群中的唯一亿吨大港。

当前，国家和广东省已把湛江港列入全国及省
重大发展规划项目，交通部在《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
划》中把湛江港定位为西南沿海港口群主要港口。

危机面前，有的企业裁员应对挑战，有的企业却尽力留住员

工，更有的企业乘机吸收储备人才。不同的应对方式，反映了不同

的心态和见识。

长远来看，人才是企业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只有留住

人才，才能留住企业复兴的希望。

2010年农家店将覆盖 75%乡镇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龚雯）商务部
部长陈德铭在此间召开的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表
示，

!##$

年将加快农村流通网络建设，以日用品
和农产品流通网络为重点，继续实施“万村千乡市
场工程”，争取到“十一五”末再建设、改造

!)

万家
农家店和

'###

个区域性配送中心，覆盖
&)+

的乡
镇、

)#+

的行政村，配送率达
)#+

以上。

前三季度水产品出口额同比增 9.8%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冯华、张
毅）从农业部获悉

/

我国作为世界第一渔业大
国，今年全国渔业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发展态
势。预计全年水产品总产量将保持稳定增长，
总产量达到

(%$#

万吨。国内水产品市场供应
充足，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继续提高。水产品
出口克服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继续保持增
长，今年前三季度出口额达

&*,)

亿美元，同比
增长

$,%+

。
农业部渔业局局长李健华介绍说

/

近年
来，农业部大力调整渔业产业结构，严格控制

渔业捕捞强度，实现了由“以捕为主”到“以养
为主”的转变，重点开展了休渔禁渔、水生生物
资源增殖放流、水生生物保护区建设、水域污
染防治、工程建设生态补偿等工作。这些措施
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到

!##&

年，养殖产品在水产品总产量中的
比重已占到

*$!

，渔民人均纯收入
*$'&

元。
渔业科学发展，促进了渔民增收。伏季休

渔控制了捕捞强度，使我国近海捕捞产量保
持稳定，重要经济鱼类产量有所上升，促进了
渔民节支增收。今年受水产品价格上涨等因

素带动，养殖渔民生产积极
性较高，截至

"#

月底，淡水
产品

"&'&,)

万吨，同比增长
&,'+

，淡水养殖成为今年水
产品产量的主要增长点。

为确保水产品质量安全，农业部渔业局
加强监管，开展了以水产品质量安全执法为
重点的水产养殖业综合执法，加大对阳性样
品的立案追查和处罚。今年奥运期间，北京、
天津、河北、上海、福建、山东等

")

个重点省
（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了本省（市）水
产品质量安全特殊监管方案，加强重点基地
监管，实施产地准出。总体来看，

!##%

年水产
品质量监管效能明显提高，水产品药残合格
率稳中有升。

美输华大豆被检出有毒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左娅）记者从
国家质检总局获悉：近日浙江检验检疫局在对一
批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实施检验检疫时发现，该批
共

),&

万吨大豆中混有含甲霜灵、咯菌清、噻虫嗪
三种农药成分的蓝色种衣剂大豆。为保护消费者
身体健康，浙江检验检疫局已要求进口商组织人
员对混入的种衣剂大豆进行挑选处理。国家质检
总局同时发布警示通报，要求出入境检验检疫机
构对美输华大豆采取为期

$#

天的风险预警措施。
目前，质检总局已向美方通报了相关信息，并

再次敦促美方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输华大
豆的质量监管。同时，质检总局要求相关部门严格
按照工作程序对美输华大豆实施入境查验和后续
监管，防止疫情和有毒有害物质传入，确保消费者
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