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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正文: 

秦智虞愚，以人为大 

——铁骑力士集团的人才生态系统“活化”之道1
 

 

摘要：本案例围绕着铁骑力士集团筹备召开人力资源变革会议这一关键事件展

开，描述了集团激活人才的各种做法。首先，介绍了铁骑力士集团的发展历程

以及饲料行业人力资源的现状，引导学习者思考激励机制对于企业激活人才的

作用和意义。其次，通过“民主评议会”、“冯光德实验室”、“何健方程式”、“基

层员工创新”以及“5S 红牌制度”等故事情节的穿插，帮助学习者掌握激励机制

的构成要素和侧重于解释不通要素层次的激励理论体系。再次，通过几个故事

的对比，引导学习者思考激活人才的不同认知态度，掌握不同认知态度下的制

度性和非制度性激励手段。最后，通过集团董事长对人力资源变革会议推进企

业孵化人才的情节描述，引导学习者辩证地思考类似铁骑力士集团这样从中小

企业发展而来的集团公司，如何依据企业的内外部环境条件更为有效地激活人

才。 

关键词：铁骑力士集团；人才激活；激励机制；认知态度 

 

0 引言 

时值 2015 年深秋，这一日，一如往昔，铁骑力士集团的办公楼里，员工们

井然有序地忙着手头的工作。集团董事长雷文勇，踱着小方步，不时地与迎面

而来的“小伙伴”们微笑着打招呼。明天就是铁骑力士集团人力资源变革大会召

开的日子。集团上下，尤其是中高层，为了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已经筹备了

大半年的时间。这次会议，也必将成为铁骑力士集团迈入成熟发展阶段的标志

性会议。 

不觉间，雷董事长走到了公司发展史的展厅门前，透过玻璃，那幅“时间树”

再次映入了他的眼帘。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和一张张留在记忆中的青春回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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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勾起了雷董事长的些许唏嘘。回想起 1992 年，自己受邓小平总书记南巡讲话

鼓舞，怀揣仅有的 3.5 万元资金，和 5 名伙伴一起创业。一晃 23 年过去了，铁

骑力士集团已经成为了拥有 51 家分公司，员工 6000 余人的全国业内百强企业。

这 23 年来，如果说有什么是令他感到自豪的，他觉得不是所坐拥的资产，而是

这一批人，这一批追随他见证企业步步成长的伙伴们。 

在过去的 23 年中，铁骑力士走过了品牌、技术、战略多元化等多个阶段不

断凝练竞争优势的道路。现如今，集团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不断开发行业拔尖

人才，孵化自己的人力资源核心竞争力。人力资源变革大会的召开，就是这样

一个契机，小伙伴们一定会再次绽放幸福的笑容的。想到这里，雷董事长长舒

了一口气，继续走向了自己的办公室。 

1 公司背景 

铁骑力士集团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主要包括饲料、食品、

牧业三大事业部和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冯光德实验室以及铁骑力士大学（集团

组织结构详见附录一）。集团荣获“中国驰名商标”、“中国饲料行业具有竞争力

十大品牌”、“全国优秀畜牧企业”、“全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企业”等多项荣誉，

被四川省政府列为“十二五大企业大集团重点培育企业”。 

1.1 铁骑力士的发展历程 

（1）初创期 

自 1992 年 8 月至 1996 年 8 月召开铁骑力士“创名牌战略研讨会”止。 

这一时期，铁骑力士人从零开始，抱团闯天下，硬是从无路中闯出一条生

路，创建了铁骑力士事业。公司推崇自我管理，信奉“无管理就是最好的管理”。

以“三个有利于”为企业行为准则。形成了铁骑力士事业的领导核心；形成了以

“重情、重义”为基础，以创业精神为主体内容的铁骑力士人本文化。 

（2）成长期 

自 1996年 8月召开铁骑力士“创名牌战略研讨会”起，至 2001年 4月召开“铁

骑力士首届高峰战略研讨会”止。 

这一时期，铁骑力士建立了“引得来、留得住、长得快”的软环境，实现了

以人为大文化的提升；以实现 ISO9000 质量认证为主题，推动公司制度体系、

标准体系、业务流程建设，实现了企业管理由“无管理”向规范化、标准化、科

学化管理的提升与转变；建立了自己的技术中心——冯光德实验室；基本形成

了以“人为大、诚为本、义为先、情为重”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持续大规模地培

训干部，储备了一批企业发展必备人才；建立了员工代表大会制，实施民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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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明确提出了“创中国铁骑力士”的目标，开始实施公司名牌战略。 

（3）发展期 

自 2001 年 4 月公司召开“首届高峰战略研讨会”开始至今。 

这一时期，铁骑力士确定了铁骑力士《任务陈述》，明确了公司发展方向；

先后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江西、北京、湖北、甘肃等地建有 50 余家分

（子）公司，形成饲料、牧业、食品、生物工程相互链接的产业格局；以颁布“铁

骑力士法典”为标志，基本实现了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初步形成对各分（子）

公司的考核体系；以铁骑力士大学职业经理人学院、技术学院、经销商学院为

主体，形成集团人才培养常规机制，发展、健全了铁骑力士以人为大的文化理

念。 

1.2 铁骑力士的企业文化 

（1）企业宗旨 

对社会：做一个有高度责任感的企业，用行动回报社会。 

对客户：创造价值，共同成长共成功，实现双赢。 

对员工：尊重员工，关爱员工，激发员工的最大潜能，让员工快乐工作、

快乐生活。 

核心理念：人为大，诚为本，情为重，义为先 

共同愿景：团队铁骑力士；科技铁骑力士；世界铁骑力士。 

（2）文化理念 

价值观：才财广进，快乐美满；金钱只有诱惑力，事业才有凝聚力。 

财富观：一人富，不算富，人人富，才算富。你富，他富，我富，大家富。 

人本观：以人为大，尊重人，关爱人，信任人，发展人，成就人。 

人才观：品格+能力+绩效+文化认同=人才；用“铁三角”、“铁五环（选苗子、

结对子、压担子、给位子、结果子）”的方法开发人才，用两弹原理引爆人才原

子弹。 

学习观：勤于学而要多思，勤于思而要多悟；在工作中学习，在团队中学

习，在竞争中学习，在超越自我中学习。 

教育观：既造精品，又造精英 

工作观：爱岗敬业，全力以赴；效率优先，精益求精；专业专注，善做善

成。要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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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观：用创新开辟市场机会，用产品引领顾客需求，不断给顾客带来意

外惊喜，为顾客创造超出期望值的价值。 

质量观：产品就是我们的人品，做高尚的人，造高质量产品。 

服务观：铁骑力士四个英文字母的含义是：T（技术，Technology）；Q（质

量，Quality）；L（持续，Last）；S（满意，Satisfy）。铁骑力士就是用领先的技

术、高质量的产品，持续的改善，让顾客获得最大的满意。 

竞争观：在竞争中学会竞争；在竞争中善于合作，在合作中善于竞争；在

竞争中获得双赢。 

（3）人力资源理念 

铁骑力士人力资源开发宗旨：既造精品，也造精英；让平凡的人变成不平

凡的人。 

铁骑力士人本观：尊重人，关爱人，信任人，发展人，成就人，快乐人。 

铁骑力士人才标准：人才=品格+能力+绩效+文化认同。 

铁五环人才培养模式：选苗子、接对子、给位子、压担子、结果子。 

铁三角人才使用模式：干部优势互补，发挥团队作用。 

2 饲料行业背景及人力资源现状 

饲料产业一直是铁骑力士集团的主产业，“铁骑力士”牌系列饲料先后荣获

“中国饲料行业最具竞争力十大品牌”、“四川省名牌产品”等荣誉称号。 

2.1 饲料行业背景及特点 

中国饲料行业经历了 20 多年的发展，为养殖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据

统计，中国 2014 年饲料总产量约达 18360 万吨。随着饲料行业的发展，在规模

不断扩大的同时，行业的技术进步也表现明显，体现在涉及饲料行业的各个方

面，如饲料加工设备、饲料添加剂工业、饲料产品、饲料原料、饲料质量保证

体系、饲料教学科研等。 

（1）行业竞争加剧 

习惯上，农民并不把自家产的粮食等农产品算作资本投入。然而，由于中

国农民传统的养殖习惯和分散养殖的特点，农民的“自配料”规模越来越大。同

时，大部分饲料经销商都开始经营饲料原料和来料加工，甚至办起了类似于小

饲料厂的店面，导致全价料饲料市场开始萎缩。饲料企业的进入门槛比较低，

致使现今饲料企业数量大规模扩张，而其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供大于求已成

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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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体规模不断上升 

饲料行业已进入低利润或微利时代，竞争进一步加剧。行业发展的集中度

将越来越高，饲料企业的集团化发展和企业间的联合将进一步显现。饲料行业

发展呈现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形成优势企业，如广东温氏集团、湘大集团、

正虹集团等。专业化程度越来越显现优势，如通威、海大的水产料，广东恒兴

的虾料，大北农的预混料，安佑及成农的教槽料和乳猪料等等。 

（3）从业人员专业化素质要求提高 

中国养殖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规模化养殖快速发展与大量散养户并存的

特殊时期。供过于求的状态使得企业在基层需要既懂得丰富的销售经验，又有

较强的理论知识型的员工，从而有利于服务营销的推行（在卖饲料的同时，为

养殖户提供喂养方式培训、疫病咨询等配套服务等）；而在中高层，随着行业集

团化发展的趋势以及国家对如食品安全、环保和无公害等的强有力措施的实施，

企业急需那些既具有专业知识，又具有管理才能的精英，以实现企业的科学管

理和战略发展。整体来看，行业发展对从业人员复合型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不

管是老板（资产所有者）、职业经理人还是基层员工，其个人的专业素养将决定

其在行业内的发展空间。 

2.2 饲料行业人力资源特点 

目前，饲料行业的人力资源具有以下特点： 

（1）人力资源管理意识薄弱 

饲料企业的发展大都是从小企业或某以区域性企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

初期规模很小，员工管理相对简单、简化，管理者和员工对制度化的人力资源

管理认识较少。等到规模壮大以后，增效获利是管理者最关心的问题，对员工

的管理以最大化产出为引导，而对员工进行科学有效的激励管理意识还很薄弱。 

（2）人员流动性大，忠诚度不高 

一方面，如果员工的加薪幅度或总工资与生产率比自己低、工作量比自己

少的同事一样，他就会觉得不公平，促使他们寻找其他的承认绩效差异薪酬的

新工作，这就导致了人员的频繁流动与人力成本的上升。这一现象在饲料行业

早己成为不争的现实，无论企业规模大小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不少

饲料企业老板只重视用人而不重视培养人才；只愿意在用人上花钱，不愿意在

培养人上投资，使得员工保持对企业的低忠诚度。 

饲料企业人力资源存量不容乐观，人才队伍规模偏小；而且，许多饲料企

业在吸纳人才上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人员的流失加剧了饲料企业原本就人才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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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的矛盾，不利于员工队伍的稳定和发展，特别是有特殊技能和专长的核心员

工的流失，给饲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损失，经营成本较高。 

（3）员工薪酬相对透明 

饲料行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业，饲料企业的中高层人力资源和基层营销

人员大多数来自于各农业高校，且各企业人员互相交流的机会多，导致每个企

业的用人制度及待遇情况都相对公开、透明。 

（4）专业背景深厚 

饲料企业由于其所需人才专业的特殊性，所以企业中高层次的知识型人才

专业背景都很深厚，导致过于专业而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2.3 饲料企业人力资源激励的特征 

人才激励作为激发企业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一种润滑剂，已经

成为饲料企业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逐步完善成为饲料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饲料企业的人力资源激励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1）激励手段单一 

在激励手段的运用上，饲料企业大多采用单一的物质激励。许多企业仍然

执行平均和感情分配的薪酬制度。在企业规模较小时，这样的薪酬激励方式在

一定时期取得了提高效率的结果。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专业职能的划

分，单纯的物质激励和缺乏有效管理的体系相结合，导致了管理人员和一般员

工的薪酬矛盾、处罚克扣和有效执行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引发了员工的不

公平感，反而使得薪酬激励的效果不断呈现下降趋势。 

（2）激励机制配套设置不完善 

单一的物质激励手段背后，是一种吃大锅饭的思想。不少饲料企业的激励

机制与其企业的部门化、专业化相比较，既不配套，又缺少层次，更无法做到

激励手段和方法因时因事而异。激励机制配套设置中的绩效考核程序化、形式

主义，绩效考核结果失去真实性，导致以绩定薪的激励政策流于口头。在实施

激励的过程中，往往重视某一部分激励对象又忽视了另一部分激励对象，又或

者矫枉过正，造成了事倍功半的结果。 

3 激活幸福 

3.1 有话直说，向我开炮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雷董事长翻开了办公桌上的笔记本，只见笔记本的扉

页上，赫然写着“2014 年民主评议会意见记录”的字样。他又拿来了便签纸和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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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对着笔记本上的内容做记录。这是一个已经保持了 21 年的习惯，他总是把

在民主评议会上收到意见详细记录在笔记本上，然后再记录在便签纸上，以便

随身携带，提醒自己还有哪些工作和生活中的事情，是伙伴们所期待，而自己

还有待改进的。 

回想起 1993 年，自己首次主张在年终召开铁骑力士的干部民主评议会，目

的就是想通过员工们向领导“开炮”，来帮助领导们认识自己工作的缺陷。谁知

道，这种让领导们被当面指责并且不允许反驳的形式，让很多人都难以接受。

就是自己，在面对一些莫名的指责时，也觉得委屈难受，甚至夜不能寐。企业

越是发展，问题可能积累得越多，员工们的抱怨也就越多。还记得 1998 年，猪

肉市场不景气拖累了饲料行业，企业收入下滑，而同期铁骑力士进入集团化发

展的关键年。那一年的民主评议会，自己就收到了 30 多条从生活到工作方方面

面的意见。但是，自己坚持了下来，伙伴们也坚持了下来。民主评议会这项制

度，成为了铁骑力士所特有的标志，会议记录由人力资源部整理为一式两份，

一份存档，一份交给受评议的个人参照，来年开会时再作对比。 

念及至此，雷董事长不觉微微一笑。看着笔记本上的一条条记录，时值 2015

年年底，2015 年的大部分意见已经落实到位，他将最后一条“中高层干部事务

性工作繁忙，建议董事长推动集团制度建设，简化工作流程”再次记录在了便签

纸上，合上了笔记本。再过一个月，就该是 2015 年民主评议会的时间了。令他

感到欣慰的是，近些年，民主评议会上的意见，不见了抱怨和任性地指责，反

而多出了关怀性的建议。员工们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尝试着给领导们提出自

己所思考的建议。小伙伴们和企业一起成长了。这也使得他认为，铁骑力士有

了能够进入围绕“人力资源”核心竞争力发展的契机，由此产生了“人力资源变

革”大会的提议。 

3.2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咚咚咚”，一阵敲门声打断了雷董事长的神游。“请进！”，雷总的嗓音没

有一丝不悦。推门而入的，是冯光德。 

冯光德，何许人也？1992 年，本科学兽医专业的冯光德，抛弃了铁饭碗进

入铁骑力士，是年他正值 30 岁。凭借其过硬的专业知识，很快他在企业中站稳

了脚跟，并一步步走到了技术副总的岗位。1996 年，铁骑力士集团投资 200 万

元修建科研综合大楼，在原有 40 名科技人员的基础上，又聘请了 50 多位专家

和教授当顾问。1997 年 1 月，雷董事长在全公司大会上郑重宣布，新落成的科

研综合大楼以冯光德的名字，即“冯光德实验室”。员工和干部都非常震惊。一

些省、市领导听说后，很不理解，他们认为，冯光德名气太小，要么以雷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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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字命名、要么以铁骑力士的名字命名，如果以冯光德的名字命名，万一那

天冯光德走了咋办。雷董事长对此的回应是：“虽然冯光德名字太小，但冯光德

品格好，科研潜质好，如果真的有一天他离开了，说明我看人不准，我活该，

如他真的走了，说明铁骑力士环境有问题，留不住人，公司就应该改进。” 

冯光德感念雷总的知遇之恩，下定决心，要用毕生的精力为集团奉献所有

的知识和力量。果然，在其的带领下，“冯光德实验室”不断地研制出新的产品，

其主持研发的猪、鸡、鸭、鱼、兔系列饲料 200 多个品种，填补多项饲料行业

空白，并获得多项国家专利。2010 年，“冯光德实验室”被国家五部委认定为“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是行业内唯一同时承担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国家蛋鸡

产业技术体系、国家水禽产业技术体系三个综合的试验站，如今，冯光德实验

室已完成 156 项科研项目，并成功转化 38 项，申请专利 102 项，发表科技论文

百余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各一项，并开发出绿色鸡蛋、

有机鸡蛋、低胆固醇鸡蛋、优质肉猪、冷鲜肉、低氮低磷环保型饲料等新产品。

而冯光德本人，也已经是铁骑力士集团总裁，成为了行业内的领军人物之一。 

3.3 铢累寸积，铁杵成针 

“光德，坐，找我有什么事情么？”雷董事长亲切地询问道。 

“雷董，您还在为明天的人力资源变革大会的事情烦心吧？”冯光德一边在

雷总身边的位置上坐下来，一边微笑着问道。 

“哦？看来你有什么好的想法要跟我交流啰。”说着，雷董事长竟亲自起身，

为冯光德倒了一杯茶。 

半躬身领了雷董的茶水，冯光德又坐下接着说：“谈不上想法，只是有些建

议。雷董，我们这次人力资源变革会议的主题，是如何规划集团未来的人力资

源发展方向，形成集团在人力资源上的核心竞争力。行业拔尖复合型人才的孵

化一直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但在引进外部人才方面，我们一直做得不如激活内

部人才好。我在想，何健博士的培养模式，是不是可以复制？” 

“何健博士……”，雷董事长从座椅上站了起来，走到窗前，眺望向远方。 

是啊，何健，这个当年西南科技大学的老师，搞动物营养研究的。1998 年，

雷董事长偶遇了何健。在进一步接触后，雷董事长认为何健大有前途，许诺他“一

千万资金用于科研，一辆别克轿车，研究生毕业后，可在世界范围内选取任何

一家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费用由公司支付”，这就是铁骑力士著名的何健方程式。

1999 年，何健加盟铁骑力士。现如今，何健早已完成博士学业，成为了集团研

发总监。其研究的“母猪系统营养技术与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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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种母仔猪料及其制备方法”、“乳仔猪配方奶粉及其制备方法”等多项国家

发明专利。因其成功卓著，他在 2014 年荣获了“全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动物营养

师”称号。 

“潜艇吸收得多，才能沉得下去；当吸收的东西释放出来，才能浮得上来啊！”

雷董事长感叹道，接着又问“你有什么建议么？” 

“人力资源的开发，不仅需要技能型人才，更需要管理型人才。我们的人力

资源部，首先要做大做强。目前，我们不是在与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进

行战略合作么？是不是可以考虑，让他们从事人力资源的研究团队参加我们这

次人力资源变革大会呢？”冯光德终于道出了自己的意图。 

“你这个提议很好！”雷董事长抚掌赞同道，“我立刻要求人力资源部联系一

下经济管理学院，发出正式邀请。在我心里，已经有一个不错的人选了呢！”

说着，雷董事长拨通了人力资源部杨总监的办公电话。 

3.4 铁骑铮铮，力士成城 

“嘀铃铃……”，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响起，铁骑力士集团人力资源部杨总

监接起了电话。“雷董放心，我们会安排好西南科技大学团队参加人力资源变革

大会事宜的。”在听完雷董事长的要求之后，杨总监做出了承诺，并且放下了手

中的电话。 

雷董事长的电话来之前，杨总监正在思考自己明天在人力资源变革会议上

的发言，主题是“如何在集团内营造一种尽善尽美的人才培养氛围？”自己是铁

骑力士的元老，从铁骑力士创建就一直在企业里。这么多年来，铁骑力士已经

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培养人才的体系，把企业建成了“一个家庭、一所学校、一个

军队”。下一步，企业要逐步摸索提高人才培养效率的途径，首先要从根上抓起，

找到那些好苗子。 

念及至此，杨总监想到了集团绵阳分公司所推行的“基础员工创新制度”。

最开始，这一举措只是产品部本着“持续改善”的目标，发动所有基层员工发现

问题，不论是学习、生活、工作还是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出。通过班组汇

集讨论等方式，向部门反馈问题及解决意见。企业对采纳的意见给予表彰和物

质奖励。不想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员工创造性解决岗位问题的积极性。目

前集团已经决定将这一做法，向集团内其他子公司复制推广。 

“嗯，这些好苗子，不能够就这样戴上大红花、发放奖金就算完。集团的复

合型人才培养，也应该从他们开始入手啊！”杨总监轻声地叨念着，又拿起了电

话，拨通了人力资源部李部长的号码。“喂，小李么。你安排一下，向西南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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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何老师发送邀请函，邀请她参加明天的人力资源变革会议，

并布置好接待工作。另外，把集团这几年基层员工创新的获奖人员名单及情况

介绍抄送给我一份……”。 

3.5 先奖后罚，体味民心 

放下了杨总监的电话，李部长蹙紧了眉头。明天就要召开人力资源变革会

议了，在这紧要关头，杨总监怎么想起来要基层员工创新获奖人员的名单和情

况介绍呢？名单自己这里有，但是具体的情况介绍，只有执行表彰的绵阳分公

司才有。看来，还得和绵阳分公司分管这个事项的产品部部门经理刘总联系一

下。 

“喂，刘总么？我是人力资源部李部长啊。你在生产线上巡查么？机器声音

那么大，能听清我说话么？”李部长拨通了刘总经理的电话。 

“李部长，集团不是要求推行 5S 现场管理的红牌制度么，我正在现场检查

呢。您有什么事情，可以大声点说。”刘总经理扯着嗓子说了这么几句。 

“是这样。我们这边可能需要你提供一下基层员工创新获奖者的名单和情况

简介。这件事情主要由你在具体操作，所以方便的话请尽快把材料发邮件给我。”

李部长不自觉地也提高了嗓音。 

“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尽快把资料发给您的。另外，也顺便把我们这边推

行 5S 的情况给您做个汇报。”刘总经理回复道。 

“那好，你先忙！”说完，李部长挂断了电话，接着又拨通了西南科技大学

何老师的手机……。 

半个小时后，刘总经理的邮件来了，除了基层员工创新的获奖者名单及介

绍以外，邮件里还传来了绵阳分公司推行 5S 红牌制度的相关信息。只见邮件中

写道：“5S 在绵阳分公司的推行做到了两点，一是先奖后罚。每位员工在工作

的前 3 个月每月会得到 500 元的奖金，期间容许员工犯错，工作可以做得不好，

且不会因为工作不规范而受到惩罚。但是 3 个月过后，就要按照生产岗位考核

标准对员工进行全面考核，如果发现不标准操作，就要对其进行惩罚。二是施

行„红绿牌制度‟，发现不标准操作 1 次得一个红牌，从每月 500 的奖金里扣 10

元，2 个红牌扣 30，3 个红牌扣 70，依次累加。得到绿牌表示标准操作，奖金

照发。并且，„红绿牌‟每天都会进行更新和及时公布给大家，大家互相监督，

班组长监督员工，经理又监督班组长，如果发现有员工对问题隐患视而不见的，

负有连带责任，一并受罚；如果发现有打架、造成安全危害的，整个班将一同

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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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分公司不愧是雷董事长的发家之地啊，集团内几乎各项激动人心的激

励措施，都源于他们的人性化想法和设计。李部长一边暗自思忖，一遍将刘总

经理的邮件，按基层员工创新和 5S 红牌推行两个主题整理成邮件，分发给了杨

总监。 

4 尾声 

收到杨总监关于西南科技大学何老师确认参加集团人力资源变革会议的回

复时，已经是 16 日的下午了。雷董事长站在办公室的玻璃窗前，手拿着那本《铁

骑力士写真》A 卷，脑海里浮现出常常用来提醒自己的那句“居安思危”。时间

虽然带走了铁骑力士人的光阴岁月，却带给了铁骑力士更强大的生命力，如何

才能将人才这笔最宝贵的财富保护好、使之焕发出更强大的力量，任重而道远。 

 

（案例正文字数：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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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铁骑力士集团组织结构 

 
图 1 铁骑力士集团的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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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民主评议会 

一年一度的民主评议会，是铁骑力士员工行权的重要举措。会议上，接受评

议的领导独坐高台，下面的员工“有话直说，直接开炮”，评议领导一年的工作，

支出其工作的不足之处。接受评议的领导不允许反驳，通常他们都会奋笔疾书，

记录下员工们的意见和建议。 

 

图 2 民主评议会部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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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冯光德实验室 

冯光德实验室与中国农大、中国农科院、四川大学、华中农大、四川农大、

湖南农大、西南科技大学等高校建有博士工作站、联合实验室和项目合作，在饲

料新技术研发、安全畜产品生产技术、标准化集约化生产技术、精准营养技术、

优良畜禽品种选育技术、畜禽疫病控制技术等方面卓有建树。 

冯光德实验室现有技术人员 200 余名，其带头人冯光德博士现任铁骑力士集

团总裁，并担任中国养猪协会副会长、四川养猪分会会长、畜禽育种国家工程实

验室理事等职务。实验室实行首席科学家制，在猪、鸡、鸭、鱼四大品类及动保

领域都设有技术专家，高素质的研发团队，为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 

作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冯光德实验室承担了省部级以上的科研项目 16

项，其中，母猪系统营养技术与应用、荣昌猪品种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猪抗病营养理论与技术项目、四川省种猪遗传改良体系建立和配

套系选育研究与应用项目荣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肉鸭营养需要与饲料高效利用

技术项目、蛋鸡产业化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猪鸡饲料净能评定及需要量研究与

产业化应用项目获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四川省外种猪联合育种技术项目、高效

安全肉鸭饲料的研究与开发项目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并有多个科研项目被列为

省科技攻关项目和省重点技术创新项目。 

 

展示网址：http://www.tqlsgroup.com/lab/index.html 

 

图 3 冯光德实验室 

 

http://www.tqlsgroup.com/lab/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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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铁骑力士的持续改善

 

图 4 持续改善部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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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铁骑力士集团的时间树 

铁骑力士集团公司发展史展厅正墙上的时间树，上面都是铁骑力士元老级员

工。每人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他（或她）加入公司时的照片，一张是现在的照片。

它鉴证了铁骑力士人的青春和激情，也鉴证了铁骑力士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图 5 铁骑力士集团的时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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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Activating Human Resources in Tieqilishi Group 

Abstract: Tieqilishi Group is a well-known enterprise in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feed 

industry. The case focuse on the eve of the conference on group‟s human resource 

change to describe several events on activating talents. Firstly, we introduce the 

history of Tieqilishi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in feed industry to guide 

the learners thinking how important that incentive system for enterprise to activate its 

talents. Secondly, we describe five events which called “democratic appraisal”, 

“Fengguangde laboratory”, “Hejian equation”, “employees creativity” and “5S red 

card” to help mastering the elements of incentive system and motivation theories. 

Thirdly, we guide the learners thinking about the different incentive measures under 

different cognitive attitude by comparing those events. Finnaly, we advis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how to effectively activate talents which in the enterprise just like 

Tieqilishi that develop a group from a small company. 

Keywords: Tieqilishi Group; Human resource activation; Incentive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