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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尔集团的 CEO张瑞敏先生提出了 人单合一 的海尔发展模式, 由于这一模式仅以概念

的方式提出,所以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褒贬不一,称赞与质疑不断。所以有必要具体阐述并分析这一新

型管理模式,并探讨其具体运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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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单合一 发展模式是由海尔集团的 CEO张瑞敏先生提出的, 意在解决信息化时代由于国际市

场规模不断增大引发的竞争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库存问题、生产成本问题和应收账款问题,并将 人单

合一 模式作为海尔在全球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的根本保证。

一、人单合一 模式简介

1. 人单合一 模式的内容

人单合一 模式的内容包括: 人单合一 、直销直发 和 正现金流 。 人单合一 是参与市场竞

争的模式; 直销直发 是实现 人单合一 的基础; 正现金流 是目前 人单合一 必须保证的结果
[ 1]
。

( 1) 人单合一

人单合一 体现的是定单与员工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即, 每位员工都有自己的定单,并且要对

自己的定单负责,而每一张定单都有员工对其负责。员工与定单的合一,实际就是员工与市场的结合,

由于员工和定单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库存成本、生产成本和应收账款数量,使每

位员工都成为创造市场价值的战略事业单位 ( Strateg ic Business Un i,t SBU ) ,每位员工都参与市场营销。

( 2) 直销直发

直销直发 要求直接营销到位, 即直接营销和直接发运。所谓直接营销就是产品在设计时就直接

面向市场,依据潜在客户的附加值进行创新设计,产品在制造时就直接面向市场定单,依据真实客户的

现实需求进行生产。直接营销既可以避免由于产品创新过程中的过度开发造成的研发费用的浪费, 也

可以避免由于过度生产而带来的库存积压存储成本的膨胀。直接发运是在直接营销的前提下实现的。

即在客户指定的时间完成生产的全过程, 然后不经过仓库的存储而直接通过交通工具运抵客户指定的

地点。这样不仅完全的履行了定单合同, 而且极大限度的节约了成本。所以说 直销直发 是由研发人

员、生产人员和营销人员共同组成的系统。

( 3) 正现金流

正现金流 即现金的流入大于流出, 也就是尽量避免过多的应收账款存在。进一步而言,如果营



销人员能够实现预售,则可以使用预收货款购买完成定单所需的原材料, 企业取得的 付运营资本 无

疑可以增大其 正现金流 。如果说利润是企业的血液, 那么正现金流就是企业的氧气。只有存在正现

金流, 企业才可能营运自如。

2.实现 人单合一 的企业条件

首先, 人单合一 模式是一种创新的管理模式,企业员工必须做到全员观念创新,树立 一切满足

市场实际需求的经营,才是真正经营 的观念。其次,坚持以市场为目标的流程再造,将设计定单、直发

产品和回收货款组成一个闭环。由于 人单合一 , 所以对市场需求反映迅速;由于 直销直发 , 产品个

性十足,成本较低;由于 正现金流 ,企业充满活力。再次,重视差别化管理。差别化管理就是企业创

新力的管理能力。注重差别化管理就是强调每个职位的创新。最后,提倡软竞争力, 即重视推进直销团

队式企业文化建设,而这种企业文化可以最大程度的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二、人单合一 模式的内涵和实质

1. 人单合一 模式是精益生产的新发展。

精益生产
[ 2]

( Lean Production, LP)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根据其在 国际汽车项目 研究中,基于对日

本丰田生产方式的研究和总结,于 1990年提出的制造模式。其核心示追求消灭包括库存在内的一切浪

费,通过消除所有环节上的浪费来缩短产品从投入生产到运抵客户所需时间, 主要通过 适时制 ( JIT )

和 自动化 加以实现。 适时制 要求在恰当的时间生产并运输恰当数量的产品。 自动化 指使生产

机械具有人的某些智慧,在探察出生产的某个缺陷时立即自动停产。

人单合一 模式正反映了精益生产的零库存、低成本和快速反应的特征,不仅可以消除原材料库

存,也可以消除产成品库存,而且有助于降低废品成本。

2. 人单合一 是有中国特色的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
[ 3]

(M anagement by Ob jectives, M BO)最早由 Peter. P. Drucker教授提出, 是一种综合的以

工作位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系统管理方式。它是一个组织中上级管理人员同下级管理人员, 以及同员

工一起共同来制定组织目标,并把其具体化展开至组织每个部门、每个层次、每个成员,与组织内每个单

位、部门、层次和成员的责任和成果相互密切联系, 明确地规定每个单位、部门、层次和成员的职责范围,

并用这些措施来进行管理、评价和决定对每个单位、部门、层次和成员的贡献和奖励报酬等一整套系统

化的管理方式。

人单合一 模式就是将企业目标分解到各个定单上,将各个定单所承载的责任以分定单的形式下

发给相关员工,由员工对各自的定单负责。管理部门通过评价各个定单的完成情况对员工进行绩效

考评。

图 1 定单信息传递途径

三、制造业 人单合一 模式的具体运作过程

制造业 人单合一 模式的运作起点是客户, 定单信息在营销部门、运输部门、产品组装部门、产品

生产部门、采购部门、会计部门间传递流动。定单信息到达每一部门都会根据该部门员工的配置情况分

解为由专人负责其履行的子定单,并由该子定单负责人负责其向下传递。所有定单信息的传递借助信

息技术实现。其传递途径如图 1所示。

营销部门在与客户或潜在客户的沟通中, 取

得了定单和与产品设计相关的客户需求信息。营

销部门将与产品设计相关的客户需求信息传达给

产品研发部门,由研发部门进行相应的研发工作,

并将其研发过程中的创新与营销部门沟通。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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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将研发结果传递给相关的产品组装部门和部件生产部门,产品组装部门和部件生产部门与研发部

门协调其实施的问题。另外,营销部门需要将定单信息传递给会计部门,由会计部门向客户收取销售

款。同时,营销部门中负责该定单产品运输的员工将定单信息传递给产品组装部门, 产品组装部门将收

到的定单信息传递给产品生产部门, 产品生产部门将收到的定单信息传递给采购部门。采购部门与有

长期往来的供应商联系进行采购,并将采购信息传递给会计部门, 由会计部门向原料供应商付款。供应

商通知采购部门供货,采购部门收获后通知部件生产部门领料生产,部件生产部门生产后通知产品组装

部门组装,产品组装部门组装完毕后通知营销部门发货,营销部门发货后通知客户收货。这个过程在企

业周而复始的重复构成了一个闭合回路。

四、结 论

分析 人单合一 模式的实质以及具体运作过程,我们认为这种模式具有如下特点: 通过提高应收

账款回收率和收款速度,降低资金成本;利用 企业内部模拟市场 创造生产成本优势,降低生产成本;

通过实现 适时制 生产,降低库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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