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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铁路公司提升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探析
朱杰
（京福铁路客运专线安徽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部，安徽 合肥 230001）

摘

要： 国铁企业控股的合资铁路公司大多采取国铁集团与地方政府、地方企业、民营资本之

间合资合作模式，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存在人员结构配置不够合理、考核评价体系不够完备、人
才成长规划不够系统等问题，难以适应铁路建设高质量发展要求。对合资铁路公司人力资源现
状进行研究，分析存在的问题和难点，提出建立分类分层管理、科学考核评价、搭建成长平台
的措施和建议，可激发人才内生动力，充分释放合资铁路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效能，为铁路建设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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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国现有国铁企业控股的合资铁路公司 90 多家，

管理现状
人力资源管理又称人事管理，是为实现和完成一

大多采取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国铁集团）

定目标任务，对所属工作人员进行选拔、使用、培养、

与地方政府、地方企业、民营资本之间合资合作模式。

考核、奖惩等系列的管理活动 ［4］。为实现、完成铁路

2019 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8 029 亿元，投产新线

建设项目和资产管理的目标任务，合资铁路公司需要

8 489 km ［1］。在“交通强国、铁路先行”大背景下，
铁路建设依然长期保持高位投资，仍处于战略机遇

期 ［2］。随着 5G、BIM、大数据等前沿科技不断运用，
EPC 总承包、站前站后站房一体化招标、代建项目管

对所管辖人员实施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 ［5］。

1. 1

组织机构
合资铁路公司因铁路建设项目组建，一般由工程

管理部、安全质量部、综合管理部 （党群工作部）、计
划财务部、物资设备部、征拆协调部 （经营管理部）、

理、单价承包等新管理模式不断推广，铁路建设对人

运输安全部和区段指挥部等机构组成。根据工程建设

才专业技术能力、综合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和运营管理项目不同，人员编制 50 至 90 人不等。

。合

［3］

资铁路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存在人员结构配置不够

1. 2

合理、考核评价体系不够完备、人才成长规划不够系
统等问题，难以适应铁路建设高质量发展要求。
探讨合资铁路公司如何提升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建立分类分层管理、科学考核评价、搭建成长平台的
制度机制，激发人才队伍内生动力，为铁路建设高质
量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支撑成为重要和现实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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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组成

国铁企业控股的合资铁路公司，人员组成以国铁
企业人员为主，其他投资方 （各地方政府、企业、民
营资本） 推荐人员参加，合资合作共同实施铁路建设
项目和资产管理。从组建人员来源和分类看，多数是
来自铁路局集团公司机关、站段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
术人员，少数是来自其他合资公司和路外调入人员，
以及其他投资方推荐人员，人员组成结构相对复杂。

1. 3

人员需求
合资铁路公司人员按岗位性质分为管理人员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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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人员两大类 ［6］。面对繁重的铁路建设和资产管
理任务、专业不同数量庞大的参建单位、沿线各地方

3

措施和建议

政府、各设备管理单位、新建造技术和新管理模式推

合资铁路公司提升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是系统和

广运用，合资铁路公司需要配备政治素质高、管理能

战略性工程，必须统筹推进，常抓不懈。要建立健全

力强、专业技术精、能统筹协调各参建单位、独立承

分类分层管理、科学考核评价、搭建成长平台机制。

担项目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3. 1

2

存在的问题和难点

完善分类分层人才管理机制
（1） 制定人才持续培养计划。要为每名来自国铁

企业的人员建档立库，按照从事专业、专业能力、业

合资铁路公司为铁路建设项目而组建，有临时性特

务特长、工作背景等类别登记造册。同时建立铁路局

征，组成人员工作背景、专业能力、知识结构差异较

集团公司、合资公司 2 个层面的铁路建设人才库，既有

大，人员结构相对复杂，短时间内难以统一人员对公司
文化的认知和认同，给人力资源管理带来很大挑战。

2. 1

利于人才持续培养不中断，又有利于铁路局集团公司
层面人才储备和统筹谋划。

人员结构配置不够合理

（2） 着力培养复合型人才。合资铁路公司专业多

（1） 合资铁路公司有临时组建而成的性质，根据

人员少，培养复合型人才尤为重要。综合部人员要从

岗位职责需要临时挑选适合岗位的人员存在难度，缺

事办公室、党群、人事劳资、公司治理、后勤保障等

乏前瞻和系统性，有临时“招兵买马”现象。

多项工作，要具备做好“三服务”的综合能力 ［7］。工

（2） 需要的专业人员短期招不到，招来的人员专业

程部、安质部等专业部门需要专业工程师是复合型人

又雷同相近，存在普通专业技术人员多、骨干少的情况。

才，比如“四电”大专业，2 项强电、2 项弱电，都需

（3） 人员年龄结构整体偏大，专业结构单一，持

要掌握应用。同时建立完善 A、B 角制度，培养专业工

续学习能力不够，追求自我进步、自我提升的劲头不
足，与国家铁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存在差距。

2. 2

程师跨专业统筹能力，如果出现人员缺失状况，能够
及时补位补岗。

考核评价体系不够完备
（1） 考核评价体系设计不完善。照搬站段考核模

（3） 善于汇聚各方智慧。激发全体人员的聪明才智、
发挥其能力所长，取其原单位好的机制制度、专业优势、

式，结合工程建设实际少，较少征求参建单位意见，考

管理经验，采取专项报告、专业讲座、日常沟通等交流

核评价形式单一，运用考核手段推动工作还存在差距。

形式，全面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和人才管理进步。

（2） 其他投资方推荐人员考核管理弱化。推荐来
的人员原单位暂时不管，这部分人员在合资铁路公司

3. 2

健全科学合理考核评价体系
（1） 干部考核评价要日常化、制度化、系统化。

短期工作，少数人员抱有“混”的想法，考核评价存

平时要全方位、多渠道、近距离了解干部，在实践中

在短板和弱项。

锻炼干部，在铁路建设一线考核评价，与各参建单位

（3） 日常考核和监督不够。存在干部提拔时才考
核、班子换届时才考核、年底总结时才考核的现象，

建立联考机制 ［8］。
（2） 将考核评价量化、细化。对岗位贡献、履职

对干部日常考核评价和平时表现掌握不够、了解不细。

能力、专业水平、奖励荣誉等要素进行综合评价，充

2. 3

分挂钩国铁集团“百千万人才”工程、“三支队伍”建

人才成长规划不够系统
（1） 根据铁路建设规划及管理需要，合资铁路公司

机构整合、人员分流成为常态。有些人员 7、8 年内更换
2个以上单位，人才培养容易中断，不利于成长成才。

设、奖惩办法等制度，发挥互为参考、相互促进的
作用。
（3） 在重大事件中考察识别干部。要在急难险重

（2） 复合型人才锻炼、跨专业培养不够，出现人员退

任务、应对重大考验中评价干部，特别要在疫情防控

休、调离、特殊原因不能到岗等情况时，补岗能力不足。

和复工达产中考察识别干部。要健全完善与其他投资

（3） 与铁路局集团公司机关、站段人才交流不够，

方定期会商工作机制，加强有效沟通，把投资方推荐

单向流通多、双向交流少，在发展空间不大、自我价

人员同步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及时反馈和运用考核评

值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出现人才流失现象。

价结果，加强对投资方推荐人员的协同管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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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搭建成长成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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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人才队伍合理调配和持续培养。

Exploratory Analysis on Improvement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Capability of Joint Venture Railway Company
ZHU Jie

(General Affairs Department, Beijing-Fuzhou Railway Passenger Dedicated Line Anhui Co Ltd, Hefei Anhui 230001, China)
Abstract: Most of joint venture railway companies controlled by China State Railway Group Co Ltd adopt joint

venture cooperation mode between China State Railway Group Co. , Ltd. and local governments, local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capitals. The current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has many problems, such as
inappropriate personnel structure and allocation, incomplete assessment system and non-systematic planning for
talent growth, making them har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railway construction.
The paper studies current status of human resources in joint venture railway companies, analyzes existing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and puts forward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establishing management in types and
levels, making scientific assessment and building growth platform, to increas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talents,
fully release the efficiency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joint venture railway companies and provide
strong talent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railway construction.
Keywords: joint venture railway company; improvement;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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