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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difficult problems and supply solutions of the professional manager 

syste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the problems in the professional manager syste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shown as follows: First,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has not yet 

achieved efficient operation. Second, the realization form of the principle of party management needs 

innovation. Third, the market exit problem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resolved. Forth, marketization of salary 

distribution and incentives is not sufficient. Fifth, the professional manager market is not yet ma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manager system should adopt the method of classified introduction,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party management and professional manager system, strengthen contract manage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improve market exit, and strengthen corporate cultur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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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系统分析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难点问题并提出解决策略。研究

认为，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的难点表现为，公司治理机制尚未实现高效运转，党管干部原则

实现形式有待创新，“能上不能下”等问题尚未有效解决，薪酬分配和激励的市场化程度不够，职业经

理人市场尚不成熟等。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应采用分类引入的方式，推动党管干部与职业经

理人制度相结合，加强契约化管理和风险管理，完善市场化退出，同时强化企业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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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

项重要改革任务。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国有企业

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制度，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目

前，已有多家国有企业在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方面进行

了有益探索，但由于体制机制、企业文化等诸多复杂因

素，制约了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的推进。 

本文着重分析当前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

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与问题，并提出针对性解决策略，以

期有效推进国有企业人才体制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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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的难点问题 

2.1. 公司治理机制尚未实现高效运转 

当前，尽管中央企业均已完成公司制改革，各级企

业在形式上均建立了董事会，但事实上董事会建设还不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部

分企业董事会运作不规范，董事会中内部人仍占多数，

外部董事数量不足或没有实际话语权，没有形成有效的

制衡机制；部分集团对下属企业董事会的授权不足，没

有充分下放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对

职业经理人的授权范围也主要集中在“事权”，职业经理

人难以在“用人权”和“财权”方面获得真正授权，限制了

职业经理人决策执行权的行使；部分企业的董事会与经

理层的责权边界不够清晰，造成治理主体责任不清、混

同运行，导致对职业经理人的价值评估、业绩考核等不

够有效。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是职业经理人制度能

否得以有效运行的基础，在体制基础不牢固的情况下，

职业经理人的责权难以真正落实，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优

势也难以得到发挥。 

2.2. 党管干部原则实现形式有待创新 

从组织形式来看，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

司治理机制有效运转，是中央企业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

的基础。虽然“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是党组织参与公司

治理的合理切入点，但是中央企业在交叉任职方面差别

较大，缺乏规范性指导意见。因此，如何将企业党组织

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如何更好地明确和落实党组

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对于这一关键问

题，中央企业还未形成组织化、制度化的探索。在参与

形式上，相关文件已经提出要保证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

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但是如何在市场化选聘

职业经理人过程中体现党管理干部原则、有效发挥党的

作用，企业的实践经验仍然不足。 

2.3. “能上不能下”等问题尚未有效解决 

解决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下不来”“出不去”的问题，

是国企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是出

资人机构选聘还是董事会选聘，如果经理人“不能

下”“不能出”，也只是形式上实现了职业经理人制，难

以发挥市场化选人用人的作用。从企业实践看，问题仍

普遍存在：第一，业绩考核结果运用缺乏刚性，当出现

业绩考核结果不佳的情况时，难以做到严格按聘任合同

执行。第二，以职业经理人身份招聘的人，如果在班子

中仅占少数，薪酬政策和管理模式往往难以真正与其他

班子成员实现差异化，管理惯性增加了“下”和“出”的难

度。第三，受国企文化的影响，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

部分职业经理人的职业价值观也逐渐被体制内的高管

同化，更加追求稳定，对于“下”和“出”的思想顾虑和压

力增大。 

2.4. 薪酬分配和激励的市场化程度不够 

市场化激励的重点在于薪酬能增能减，但因各种原

因，企业在薪酬分配上，往往没有实现多劳多得，也没

有合理拉开薪酬差距，难以真正起到激励作用。从薪酬

水平来看，中央企业职业经理人的薪酬水平与外部市场

化企业相比，缺乏竞争优势；从内部薪酬分配来看，企

业需要兼顾高管与一般员工的利益平衡，受工资总额限

制，除部分试点企业外，全面推行市场化薪酬改革的空

间较小，因此只能针对极少数职业经理人实行协议薪酬，

内部薪酬不公平的问题凸显。另外，资本市场不完善、

企业内部需平衡、社会舆论敏感性等因素，也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的效果。 

2.5. 职业经理人市场尚不成熟 

职业经理人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开放、有序、高素质

的人才供给市场，但是目前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尚不成

熟，体制内、体制外两个市场相对分割，且均存在问题。

体制外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职业经理人职业化、市场化

程度较低，素质高、能力强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供给不足；

猎头公司掌握的职业经理人储备库不完备，且国有企业

难以对猎头公司的经营行为形成有效约束；职业经理人

诚信体系不完善，薪酬等市场信息披露不充分，侵害公

司权益等行为时有发生，且失信行为在法律上较难追究。

从体制内来看，大部分企业尚未建立有效的内部职业经

理人培养机制，内部经营管理人才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

力无法满足企业对职业经理人的迫切需要，无法为企业

提供有力的内部职业经理人人才供给。 

3. 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的完善举措 

3.1. 分类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 

进一步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优化公司治理机制。

企业需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规范企业股东会、董

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权责，明晰各自的权责边界，

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

的制衡机制。 

根据企业功能定位，分类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将

商业一类企业与商业二类企业区分开来，对于商业一类

企业，其处于竞争性行业，可以探索逐步向其董事会授

权，赋予其在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方面更大的自主权，

提升市场反应能力；对于商业二类企业，可以探索自主

向其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业务板块的董事会授权，优先引

入职业经理人制度，根据实际运行和试点情况，然后逐

步拓展至竞争性程度较低的业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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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推动党管干部与职业经理人制度相结合 

如何既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又能保持市场化选聘的

职业经理人的相对独立性是实现有效结合的关键，为此，

应重点做好“三个结合”，即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

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

发挥现代企业制度优势与发挥党的组织优势相结合，组

织考察推荐与引入市场机制相结合。  

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后，企业应对党组织的选人用

人职责做出调整。按照管理权限，党组织的主要职责应

包括：制定职业经理人选拔标准和选拔程序；面向集团

内部分专业建立职业经理人“人才池”；职业经理人选聘

过程中，向董事会差额推荐人选，参与拟任人选考察，

并对职业经理人实行任前备案管理；监督董事会和经理

层依法行使权利，必要时行使否决权等。 

3.3. 加强契约化管理 

契约化管理是落实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关键抓手，国

务院《“双百企业”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操作指引》已经

对职业经理人契约化管理的关键操作要点进行了明确，

要求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签订劳动合同、聘任合同和经营

业绩责任书（年度和任期），并对薪酬支付方式给予了

建议。但是企业在具体实践中，还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在考核方面，企业应结合所处发展阶段、行业特点、

岗位履职要求，设置“一岗一策”的精细化、个性化考核

指标。应兼顾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年度考核可侧重

财务指标，任期考核应侧重对职业经理人的综合评价，

考察其能力素质、职业操守和履职表现，并对职业经理

人的岗位适配性和发展潜力进行全面评估。对于市场化

程度较高的企业，可逐步引入市场评价机制，如参考资

本市场对企业的研究报告，在业绩考核中引入市值指标，

评估职业经理人工作业绩的市场价值。对于处于初创期

的企业，可以加大职业经理人在业绩目标设定中的参与

度，建立绩效目标动态调整机制，激发企业家精神。 

在薪酬方面，兼顾薪酬的外部竞争性与内部公平性，

合理设定职业经理人薪酬与绩效考核结果的关联程度，

合理拉开薪酬差距。加强中长期激励机制建设，从外资

企业及民营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的经验来看，股权、期

权、分红权等中长期激励的比重往往占职业经理人总体

薪酬的一半以上。尽管受制于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等客观

约束条件，仍建议有条件的企业或相关政策的试点企业，

加大中长期激励在职业经理人全部薪酬结构中比重，或

探索超额利润分享、薪酬延期支付等薪酬支付方式，形

成出资人与职业经理人的利益捆绑。探索建立职业经理

人薪酬追索回扣制度，约定当职业经理人发生违约、违

纪、违法行为，或因履职不利而对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

失时，企业有权减少或取消绩效年薪及任期激励，从而

增加企业对职业经理人的行为约束，限制不合理薪酬。 

 

3.4. 强化风险管理 

强化契约约束，降低契约风险。严格执行契约是约

束职业经理人行为、防范职业风险的重要手段，企业在

与职业经理人协商签订聘任合同时，不仅要明确职业经

理人的职责范围、权利边界和履职目标，还要对不被允

许的行为及其违约责任作出规定，确保法律上具有可追

溯性，从而使聘任合同具有实质性的约束力。同时，应

与职业经理人签订保密协议与竞业限制协议，对保守企

业商业秘密、不得在限制期内加入竞争对手企业等行为

作出明确要求。一旦出现违约行为，双方无法协商解决

的，应坚决诉诸法律途径，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完善内部监督，降低执业风险。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董事会和党组织应加强对职业经理人履职行为的全过

程监督，对于失职、渎职和其他违规违纪行为应严格追

究。完善内控机制，发挥监事会、审计等监督部门的作

用，强化纪检、巡视对职业经理人中党员的纪律监督。

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探索风险抵押金或执业风险金制度，

即职业经理人以现金、有价证券或不动产作抵押，当出

现重大经济损失或者企业经营失败且须由个人承担经

济赔偿责任时，由风险抵押金或执业风险金予以赔付，

实现出资人与经营者之间风险共担。 

引入社会监督，降低信用风险。企业在与职业经理

人签订契约前，应开展职业信用尽职调查。由于目前尚

未建立有效的职业经理人信用披露机制，企业可委托中

介机构开展针对职业经理人学历、工作经历、财务信用、

犯罪记录等有关个人职业信用的背景调查，规避风险。

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信用档案，将职业经理人的业绩情

况、年度考评奖惩情况、信誉状况等汇总入档，同时，

考虑到经营行为效果显现的滞后性，可以在职业经理人

离职后持续跟踪公司经营情况，将一定时期内的经营指

标补充至信用档案，促进外部信用监督体系的形成。 

3.5. 完善市场化退出 

职业经理人的退出应以契约（即劳动合同、聘任合

同和经营业绩责任书）为基本遵循，严格按照聘任合同

和业绩考核结果进行奖惩，对于聘期届满未续聘的，企

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聘任关系自然解除。聘任合同中

应事先就协商退出相关事宜做出约定，明确双方的离职

补偿标准，若职业经理人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应向企

业支付经济补偿；若董事会主动提出终止合同，也需向

职业经理人支付离职补偿。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履职行

为“负面清单”制度，并在聘任合同中予以约定，一旦职

业经理人触碰“红线”条款，一票否决，解聘退出。探索

建立职业经理人职业禁入制度，对曾经有违法违纪、严

重失信失职行为的职业经理人，终身或在限定期限内不

允许其在国有企业担任管理职务。 

完善职业经理人在国有企业之间的内部流动机制。

对综合素质好、履职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经双方同意，

可以交流到其他企业担任董事长，也可以选聘其担任专

职外部董事；对中央企业二三级公司的优秀职业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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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平级调动到更重要的单位、部门或岗位，也可以晋

升至上一级企业担任领导职务。通过拓展职业经理人的

职业发展空间，进一步激励其干事创业热情，形成良好

的职业化退出导向。 

3.6. 强化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应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坚持市场导向和效

率导向，坚决摒弃“官本位”思想、弱化“干部身份”，深

层次推动企业文化和国企改革发展深度融合，有序引导

企业文化变革和管理创新，积极培育与职业经理人制度

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大力宣贯契约观念和竞争理念，营

造“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工作氛围。积极引入容

错机制，进一步优化制度创新空间，塑造尊重、信任、

支持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氛围，让职业经理人有职、有责、

有权、有担当，能够心无旁骛的干事创业。大力弘扬企

业家精神，对优秀职业经理人给予表彰宣传，增强职业

经理人的职业成就感和荣誉感，充分发挥优秀企业文化

的激励作用。 

 

4. 结论 

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建

设逐渐完善，从目前的国有企业实践经验来看，国有企

业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的难点表现为，公司治理机制尚

未实现高效运转，党管干部原则实现形式有待创新，“能

上不能下”等问题尚未有效解决，薪酬分配和激励的市

场化程度不够，职业经理人市场尚不成熟等。针对上述

问题，本研究建议，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应采

用分类引入的方式，推动党管干部与职业经理人制度相

结合，加强契约化管理和风险管理，完善市场化退出，

同时强化企业文化建设。 

REFERENCES 

[1] Zhang, H.L., Chai, Y., Chen, Q. (2016) Research on 

the introduction of professional manager system in central 

enterprises.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China, 20: 

16-22. 

[2] Zhao, J., Zhang, H.L. (2020) Research on 

market-oriented selection and exit strategy of professional 

managers of state-owned group enterprises. In: 2020 4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s. Dali. pp. 364-367. 

[3] SASAC. (2017) Explore and Research.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155

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