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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力 ��

本报记者 陈雪频 发自上海
上海新天地附近，一座新落成的

高 档 办 公 楼 里 ， 华 睿 泽（�����
������） 正在为一家刚开张的人力招

聘公司辛勤工作。这家公司的名字叫

做 ����，是英国最大的人才招聘公

司，���� 年的总营业额超过 ���� 亿

英镑。

一个多月以前，���� 通过收购一

家名为 ��� ������’� ������ ���� 的

人力招聘公司，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市

场。��� ������’� ������ ���� 已经在

中国开展了九年的人才招聘工作，主

要业务领域集中在高端人才招聘。

通过并购来进入中国市场不过

是诸多外资人才招聘公司进入中国

的一种途径而已。在此之前，已经有

很多外资的人才招聘公司通过并购、

合资和设立新办公室进入中国市场，

与国有、民营的人才招聘公司形成三

足鼎立之势。

美国、日本和荷兰最大的人才招

聘公司都已进入中国，其中包括美国

的 ������� 入股中华英才网，日本的

������� 入股 �����，荷兰的 ��������
入股上海人才有限公司，这些公司都

采用了参股内地企业的形式进入中

国市场。

虽然都是人才招聘公司，但他们

的 业 务 重 点 却 各 不 相 同 。 例 如

������� 更侧重于网络招聘，�������
则以网络和纸媒招聘为主，��������
侧重渠道招聘和人才派遣，而 ����
则致力于为高端市场提供高级人才

的招聘服务。

几乎所有这些外资人力招聘公

司的 ��� 都表示对中国市场的重

视 。 ���� 的 首 席 执 行 官 �����
������ 告诉 《第一财经日报》，����
已经把中国定位为正高速发展也极

具吸引力的战略性市场，“我深信中

国市场为我们专供专业领域的招聘

模式提供了很大的机遇。”

虽然高端人才招聘的市场规模

现在还不大，各家人力资源招聘公司

都使出了自己独到的竞争策略。����
的中国区总监严臻倩认为，���� 的专

业招聘模式在中国范围内是独一无

二的，和目前盛行的白领招聘会、专

业网络和专业报纸相比，专业招聘更

适合高端人才的搜寻和甄别。

虽然目前高端人才市场的主要

开展范围还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州

等三个主要的商业中心，但这一市场

正在迅速扩大。麦肯锡的一份报告表

明，中国在 ���� 年之前需要 �����
名具有国际经验的职业经理人，目前

符 合 这 一 要 求 的 职 业 经 理 人 只 有

���� 名。

正是由于其中蕴藏的巨大机遇，

人才招聘行业成为了最受制约同时

也是竞争最激烈的行业，许多外资公

司继续寻找着进入这个市场的途径。

另一种趋势则是，这些外资公司在抢

滩一线城市的同时，也在为进入二级

城市和三级城市做积极的准备工作。

本报记者 唐新 发自上海
� 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在东风日

产北京的一个专卖店里，一场拍卖汽

车的活动在拍卖师的反复询价和槌

声中紧张进行。

来自张艺谋曾拍摄电影《一个也

不能少》的河北张家口一个小村的乡

民坐在现场等待着结果———拍卖的

金额将全部捐献给这个缺水的乡村。

在这里，乡民每天要走两个小时的路

程去挑水，一盆水要用于全家人洗脸

之后再喂猪。

这场拍卖活动的目的是选秀，拍

卖活动的组织者正在竞逐一个百万

年薪的职位———东方日产营销总监。

选手们被要求在接到任务一周之内，

组织这样一场真实的拍卖活动。

该活动同时还是中央电视台与

智联招聘合作的《绝对挑战》节目的

一集。在这里，人力资源专家和东风

日产的管理层将考察选手的组织能

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这个漫长的选秀活动将分为十

个阶段，选手们从不同角度接受各种

挑战。此前，《绝对挑战》曾经就某些

中低职位进行过单集的电视现场招

聘活动。而用十集去选拔一个营销总

监的职位，并且年薪达到 ��� 万，已

经突破了节目之前的框架。

成立于 ���� 年的东风日产遇上

���� 年汽车行业的滑坡，到 ���� 年

获得 ����的增长。东风日产企划传

播部副部长郑爱国告诉《第一财经日

报》，汽车行业的竞争主要是品牌力、

产品力和营销力的竞争。“好的创意

和整体的营销方式非常重要。”———

这是他们招聘营销总监的初衷。

东方日产水平事业开发部部长

陈玮强调，他们评判组是一个专业的

团队，对岗位的认识都是按照职业的

标准进行。每一集评估选手的某个方

面，都有依据，“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评

估方式。”

一位汽车企业的华东区客户总监

被无情地淘汰了，原因是他“专业人士

不作为”。陈玮说，这个人虽然做了很

多工作，很用功、卖力，但是他没有做

应该做的事情，“他去跑龙套去了。”

陈玮强调，东风日产现在有一种

“三无”人员，第一无日产背景，第二

无商务背景，第三无汽车背景，郑爱

国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有一种文化，

就是能迅速地熟悉专业，熟悉企业文

化并且融入它。”陈玮说，“东风日产

非常欢迎‘三无’人员。”

面对这种选秀空降兵能否胜任工

作的问题，陈玮认为，自从有职业经理

人产生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问题产生。

东风日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新的企

业，每年大量的新人进入，中方、外方

都有，所以他认为这不会成为问题。

目前，这场电视选秀活动仍在继

续，而东风日产能否招到合适的人，

他们能否在企业快乐地“生存”下去，

都将不会仅仅在一两期节目中得到

验证。

C5 ���������每周四刊出

本报记者 王佑 发自上海
在富士康深圳基地，�� 岁的陈峰

（化名）正在琢磨，怎样逃离这家他刚

工作不到一年的全球 ��� 强企业。

这段时间，他亲眼看到三个年轻

女工因为经常加班，晕倒在了生产线

上。他自身的亲身经历更让他觉得这

不是一个适合工作的地方。

富士康外联部的贺小姐告诉记

者，员工在车间晕倒并不是在公司加

班过多，而是身体素质差，“招进来

���� 人，��� 人身体本来都有病。”

三个女孩的倒下
在富士康深圳龙华工业园生产一

线上作业的，大都是一些 �� 岁上下的

青年。他们学历不高，辛苦一个月的报

酬大约 ���� 多元。

生产线上没有凳子，除了少数员

工之外，一般操作工都必须站立工作，

连续 �� 个小时不停干活。工作完毕

后，操作工们还需要留下来开夜会。

遇到晚上倒班，有些小姑娘吃好

饭只能在楼梯上坐一下，然后进入生

产车间直至第二天清晨。如果谁在楼

梯上躺着睡，将被管理人员记过。

车间里不允许说话。在公司流传的

一种说法是，假设在车间里设凳子并允

许说话，将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

“�� 个小时阿，就像罚站一样。我

一个男人都受不了，何况她们呢？”

深圳基地外联部的贺小姐向 《第

一财经日报》表示，�� 个小时的连续作

业基本不可能，公司订单非常多，但都

是 � 个小时一轮岗的。

“员工晕倒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本

身的身体素质差。”她说，“富士康包吃

包住，又买保险等，很多人都想挤破头

进入富士康。”

据她说，几年来，很多人都通过缴

纳千元的中介费方式，伪造文凭进入

富士康。“他们正式工作以后，经常会

有人晕倒或出现突发状况。”

“于是，公司就对这些工人一个个

检查身体。查过以后，公司惊奇地发

现，招进来 ���� 人，��� 人身体本来都

有病。小小年纪的他们，甚至还有一些

人查出白血病。”

因此，富士康从今年 �、� 月份起，

不再从劳务市场招收这类普工，而是

与国内 ���� 多所中专技校合作，直接

寻找职员。

她说，有些地方确实没有设凳子。

但这是因为设备的要求，有些设备需

要员工站立，但也有坐着工作的。“不

可能有员工坐走廊上休息的，车间附

近都有休息室。”

她还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工作

环境，富士康不会通过国外伙伴的考

核。

富士康的“特殊”管理
相比这些小女孩，陈峰要幸运许

多。

但他所经历的 � 个月培训，外人

看来也颇为残酷。

新职员培训分为生产线实习和企

业文化课程。每天早上 � 点 �� 分起床

后，陈峰必须吃得很饱，振作精神接受

�� 个小时的体能考验。

实习人员同样没有凳子坐，大部分

时间都要站着，且不能东倒西歪。否则，

被抓到就是劈头盖脸一阵训斥。几个月

下来，从生产线走到宿舍，每个人已筋

疲力尽，双脚生满水泡。实习期间，还要

穿插一些企业文化的课程培训，� 个小

时的千人集训场面，蔚为壮观。

富士康还指定了“限制加班时间”

的措施。每人按不同级别有不同的加

班时间。如果一个员工的每月加班时

间超过指定小时数，超过部分算义务

加班。

在大多数职员看来，富士康的管理

有些“难以理解”。职员们也承认，容纳

�� 万人、拥有 �� 个食堂的偌大工厂，一

些特殊的管理方法确实必要。自 ���� 年

至今，集团年均营业收入保持超过 ���
的复合成长率。

每天下班，无论有没有货车经过，

工人们必须进入厂区的“人行道”走回

宿舍，不能乱窜；下班后谁忘记拔掉计

算机插头，罚款 ���� 元；如果因工作

需要调换部门，职员的电脑将被拆开

三次，检查机型内外的编码是否匹配。

公司的大部分会议都在休息时间

召开，如周末或者晚上下班，有时一开

就是 � 到 � 个小时，如果不去一律按照

旷工处理。� 月初，富士康高层发现，相

关机密文件丢失。管理部门规定，严禁

任何员工携带笔记本电脑、���、� 盘等

进入厂区。

最近，富士康在公司内部组织了

一次非自愿捐献骨髓活动。一位被要

求参加活动的员工迷惑不解的是，为

何这次的骨髓验血特别隆重？公司的

一个副总亲自披挂上阵成立专案组，

一些员工甚至不上班也要去验。同时，

籍贯为山东、河南、江苏、陕西、山西的

男员工被点名参加，而其他地区的则

不必。

富士康在工作纪律上要求一向严

明，谁迟到，谁就会被惩罚。但本次活

动为何如此兴师动众？后来他听说，原

来是富士康的一位高层亲戚得了血

癌，而该人士的祖籍是山西，母亲又是

山东人，所以北方人的血缘会近一些。

这才恍然大悟。

公司外联部贺小姐则说，捐献确

有其事。公司有一位职员有一种特殊

的病，所以限定了一些范围。记者询

问，是否这位员工是普通职员呢？贺小

姐则答到，是一名公司职员。“平时，如

果员工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也组织

大家对需要帮助的员工献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富士康员工

如此形容他们的生活：“干得比驴累，

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

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

五年后比谁都老。”

东风日产百万年薪电视选秀

人力评论

沉默的大多数

外资招聘公司纷纷抢滩中国

“招进来 ���� 人，��� 人身体本来就有病。”富士康外联部的贺小姐告诉记者

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 �� 小时 陈雪频
有关“血汗工厂”的新闻似乎已经多

得让人有些麻木了。早在中国开始成为

“制造工厂”之前，当成千上万的外资制造

性企业涌入中国的时候，现代“包身工”就

开始出现在珠三角的某些工厂里了。

在这些工厂里，一线的操作工缺

乏基本的工作保障，有的甚至缺少人

身自由。加班费可低至 ��� 元�小时，而

一旦违反某些厂规，惩罚手段可按月

工资扣。亲友探望类似探监，公司只开

一个小门，稍谈片刻即喊结束。

当我听到富士康员工被组织献血

的事情时，总觉得有些悲凉。如果这些

员工是自愿的，那么这是一个让人觉

得温暖的故事。但当这件事情与权力

和金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受到

的只有寒冷。

经济学家张维迎前一段时间表示，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会削弱中国经济

的竞争力。他没有详细展开其论断的理

由，但任何一个粗通经济学的人都知道

其中的逻辑。而这句话的潜台词不言自

明，那就是不鼓励劳动力成本上升。

于是这个问题便涉及到一个社会

价值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

了什么？如果只是 ��� 和吸引外资的增

长，那么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但其结果往

往是以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为代

价，由此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即便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限

制工资上涨也是一种非常短视的举动。

日本上世纪 �� 年代劳动力成本大幅上

涨，但日本政府没有去限制工资的上涨，

而是借助这个机会提升劳动力质量，从

而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使经济

结构和民众生活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是该认真去关注这些沉默的大多

数的时候了，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们

这个社会的未来，更关系到我们每一

个人的良心。正如约翰·邓恩所言：“任

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

包孕在人类之中。不要问丧钟为谁而

鸣，丧钟为你而鸣。”

············································································

这段时间，他亲眼看到三个年轻女工因为经常加班，晕倒在了生产线上

生产线上没凳子，除少数员工
外，一般操作工都必须连续��
个小时站立着干活，不得说话。
在公司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假
设在车间里设凳子并允许说
话，将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