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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 中小企業普遍遇到了管理瓶頸問題
如今，
中小企業普遍遇到了管理瓶頸問題，
， 小企業做了許多
年做不大，
年做不大
， 大型企業做了許多年做不強
大型企業做了許多年做不強，
， 在企業中
在企業中，
， 制度沒有執
行力，
行力
， 員工沒有積極性
員工沒有積極性，
， 人才留不住
人才留不住，
， 沒有真正的企業文化
沒有真正的企業文化，
，老
闆的困惑越來越多。
闆的困惑越來越多
。 湖北群藝獨創的積分制管理
湖北群藝獨創的積分制管理，
， 克服了傳統管
理方法的弊端，
理方法的弊端
， 解決了傳統管理方法解決不了的問題
解決了傳統管理方法解決不了的問題，
， 用積分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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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工的積極性 ， 用積分建立優秀的管理團隊
動員工的積極性，
用積分建立優秀的管理團隊，
， 用積分培養員工
的好習慣，
的好習慣
， 用積分建立健康的企業文化
用積分建立健康的企業文化，
， 用積分增加制度的執行
力 ， 用積分留住人才
用積分留住人才，
， 用積分解決管理中的各種困惑
用積分解決管理中的各種困惑，
， 在企業管
理中，
理中
， 產生了非常神奇的效果
產生了非常神奇的效果，
， 值得在國內外各大
值得在國內外各大、
、 中 、 小型企
業廣泛應用。
業廣泛應用
。

積 分 制 管 理 創 始 人 李 榮 簡 介
李榮，
李榮
， 畢業於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畢業於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 八十年代開始任湖
北省荊門市第一人民醫院行政院長二十年 ， 積累了大量實
北省荊門市第一人民醫院行政院長二十年，
踐管理經驗，
踐管理經驗
， 有多篇管理論文在國家和省級期刊發表並獲
獎。
2001年創辦湖北群藝
2001
年創辦湖北群藝，
，2003
2003年開始試行積分制管理
年開始試行積分制管理，
，
用積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
用積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
、 用積分增加制度的執行力
用積分增加制度的執行力、
、用
積分培養員工的好習慣、
積分培養員工的好習慣
、 用積分建立健康的企業文化
用積分建立健康的企業文化、
、用
積分打破分配中的平均主義、
積分打破分配中的平均主義
、 用積分留住人才
用積分留住人才、
、 用積分建

立優秀的管理團隊 、 用積分解決管理中的各種困惑
立優秀的管理團隊、
用積分解決管理中的各種困惑。
。 短短
的幾年時間，
的幾年時間
， 帶來了公司的高速發展
帶來了公司的高速發展，
， 資產擴大了
資產擴大了20
20倍
倍，
效益增加了50
效益增加了
50倍
倍，創造了中小企業發展的奇跡
創造了中小企業發展的奇跡。
。
2008年開始
2008
年開始，
， 其獨創的 「 積分制管理
積分制管理」」 面向全國推
廣 ， 目前已有數萬家企業開始使用
目前已有數萬家企業開始使用，
， 給全國中小企業帶來
了巨大的經濟效益。
了巨大的經濟效益
。 積分制管理這套全新的管理方法受到
了國家相關部門和地方領導的高度重視。
了國家相關部門和地方領導的高度重視
。
2011年
2011
年 ， 中國管理科學大會上
中國管理科學大會上，
， 積分制管理被中國科

什麼是積分制管理
通常人們所說的積分制管理是指把積分用於對客
戶的管理，我們今天所講的積分制管理，是指把積分
制度用於對員工的管理。在一個企業或單位，用積分
來衡量人的自我價值，反映和考核人的綜合表現，然
後再把各種福利及物資待遇與積分掛鈎，積分高的員
工可以得到更多的福利待遇，甚至解決將來的歸屬問
題，從而達到激勵人的主觀能動性，充分調動人的積
極性的目的。

▲馬來西亞雪洲議員劉天球
馬來西亞雪洲議員劉天球（
（右二
右二）、
）、雪隆廣告
雪隆廣告
公會會長葉天海（
公會會長葉天海
（右一
右一）
）與李榮合影
特別要提醒，本文所講的積分不是狹義的積分，
它與我們平常所接觸到的積分完全不同，例如，本文
所講的 「積分」是積分制的積分，這裡的積分與錢沒
有直接關係，所使用的永遠只是積分的名次，沒有一
分積分等於多少錢這個概念，所以，積分就成了無價
的東西，而只有無價的東西最寶貴，特定的情況下，
積分就成了無價寶。例如，積分高的員工可以出國旅
遊，積分高的員工可以獎汽車，那麼，有人會因為少

5分積分、50分積分就失去一個名次，失去一個出國
旅遊的機會，就會失去一輛汽車，在這種情況下，積
分就放大了它的作用和空間。還有，積分對於一個員
工來說，只要不離開公司，積分終生有效，使用後不
清零、不作廢，加一個小時的班給2分積分，可以用
一輩子，而加一個小時的班給30元、50元現金，只是
用一陣子。所以，有了這種設計，積分會比金錢作用
更大、更持久。
積分制管理的定義：簡單地說，就是用積分（獎
分和扣分）對人的能力和綜合表現進行全方位量化考
核，並用軟件記錄和永久性使用，目的是全方位調動
人的積極性。
下面，通過對幾個關鍵詞的解釋，讓大家對積分
制管理有一個更深刻、全面的了解。
一、人的能力
人的能力是指一個人相對擁有的能力，具體來
說，它包括學歷、職稱、職務、個人技術、特長、榮
譽等六個方面的內容。如學歷，包括：中專、大專、
本科、研究生等等，職稱包括：助理工程師、工程
師、高級工程師、初級會計師、註冊會計師；還可延
伸到技能證書，如電工證、電焊工證等等，職務包
括：經理、副經理、車間主任、副主任、班組長等
等，技能包括：員工沒有相關證書、但又能創造價值
的能力，如能操作車床、操作複印機、會銷售等等，
個人專長指的是會講普通話，會講外語，能唱歌、會
跳舞、會說相聲、會彈鋼琴等等，榮譽指的是被評為
「全市先進工作者」、 「省勞模」等等。以上六個方
面，在員工一進入公司就開始用積分進行認可，並且
每個月都有固定加分，採用這一方法主要是體現對員
工的認可，雖然給的積分不高，但給員工的感覺非常

學院選定為 「 管理創新項目
管理創新項目」
」 ， 2012
2012年
年 ， 李榮先生被特聘
為中國管理科學院創新管理研究所兼職副所長，
為中國管理科學院創新管理研究所兼職副所長
， 並受到了
顧秀蓮、
顧秀蓮
、 陳昌智等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
陳昌智等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
。 在第六屆中國
中小企業家年會上，
中小企業家年會上
， 湖北群藝榮獲 「 全國服務中小企業先
進單位‧十佳人力資源管理機構」
進單位‧十佳人力資源管理機構
」 ，2013
2013年
年4月積分
制管理走進上海復旦大學。
制管理走進上海復旦大學
。 同時
同時，
， 積分制管理已走
出國門，
出國門
， 並被馬來西亞
並被馬來西亞、
、 新加坡
新加坡、
、 台灣等國家和地
區中小企業所引進。
區中小企業所引進
。

好。
二、綜合表現
一個員工，少量的積分來自個人能力，大量的
積分來自於個人的綜合表現，綜合表現又分為兩個
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員工做事，第二個方面是員工
做人。
員工做事方面，如員工生產了多少產品，醫生看
了多少個病人，足療師服務了多少客戶，銷售人員賣
了多少平方的房子、賣了多少產品、多少台設備等
等。員工的勞動付出除了與工資、獎金掛鈎以外，還
要與積分掛鈎，各行各業都能找到與積分掛鈎的標
準。員工做事與工資獎金掛鈎是短期激勵，而與積分
掛鈎，終生有效，就變成了長效的激勵。
對員工做人的管理目前在企業管理中還是一個空
白，許多企業只管了員工做事，沒管員工做人，企業
家許多的困惑也來自於員工的做人。員工做人方面存
在着很大的差別，例如：在工作熱情方面，在特定情
況下，有的帶病工作，有的沒病裝病，有的見困難就
上，有的見困難就讓，有的既怕髒又怕累，有的不怕
髒也不怕累，有的上班不只是為了打工掙錢，而是因
為熱愛這個專業，是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而有
的只是為了錢。在關心公司方面，有的對任何事都漠
不關心，有的積極給公司提合理化建議、積極為公司
找人才。在綜合表現方面，有的經常做好人好事，待
人文明禮貌，尊老愛幼，孝順父母等等。所有這些行
為都要與積分掛鈎，用獎分激勵員工好的行為，用扣
分約束員工的不良表現，這些都是傳統的管理方法不
能解決的問題。
三、全方位量化
全方位量化指的是對每一個員工的行為表現用積
分進行360度量化考核，做到積分無處不在，除了表
現好的行為要給予獎分外，員工的各種違規行為都要
給予扣分。例如：員工遲到、早退，不穿工作服、不
戴工作牌，不服從分工、下班不關電腦等等，都要與
扣分掛鈎，就連員工的思想也可以用積分進行量化。

積分制管理的作用和特點
積分制管理是一套全新的管理方法，它完全打破了傳統的管理思
維模式，一切以人為本，符合人性，員工樂於接受，非常符合現代人
的思想，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所認可。
積分制管理具有以下作用和特點：
一、有利於建立健康的企業文化
什麼是企業文化？企業文化就是企業的習慣，企業的習慣就是員
工的習慣，員工習慣的整合就是企業文化。
實行積分制管理以後，凡是員工好的行為都可以得到獎分，不良
行為都要扣分，這種持久的獎分、扣分不斷地給員工信號，讓員工在
信號下工作和生活，久而久之，員工壞的習慣和行為就會受到制約，
好的習慣和行為就會越來越多。例如，如何建立會議文化？首先，公
司希望員工按時參會，不遲到、不早退、不曠會，那麼凡是按時到會
的員工都可得到一定數量的獎分，凡遲到、早退、曠會的員工就得到
一定的扣分，在會上積極發言的人員可得到獎分，提出好的建議可得
到獎分，員工在 「快樂會議」上表演節目可得到獎分等等，通過獎
分、扣分的引導，好的會議文化就自然形成了。
公司要求員工對顧客說話要文明禮貌，服務周到仔細。凡得到顧
客表揚的可得到獎分，凡顧客投訴的員工都要給予扣分，員工上班不
得上網聊天、玩遊戲，下班要關好電腦、門窗、空調等等，通過這些
方式，員工養成了良好的習慣，在積分的引導下，員工好的行為越來
越多，很快就會形成健康的企業文化。
二、增強了制度的執行力
制度的執行力是一個世界性的管理難題，它是企業管理中的一個
瓶頸，也是各行各業面臨的管理困惑，究其原因就是，隨着社會的進
步，員工越來越反感扣錢，由於員工不好招，人才不好留，老總或企
業越來越不敢扣員工的錢，員工違反制度不能扣錢，那麼制度就變得
沒有執行力，而且還要面臨《勞動法》規定企業不准隨便扣員工錢的
紅線，如果不尋求新的管理方法，制度執行力的下降是一個無法解決
的管理難題。
而實行積分制管理以後，員工所有的違規違章行為都不扣錢，改
為扣分，不影響員工的工資，員工人人都能接受，同時，通過扣積
分，員工又接收到了處罰的信號。有了這套管理體系，讓員工在信號
下工作和生活，可以隨時修正自己的行為，從而大大增強了制度的執
行力。
三、解決了分配上的平均主義
員工福利的分配是企業老總的一大難題，平均分配雖然是皆大歡
喜，但又起不到激勵和調動員工積極性的作用。想拉開差距有時又不
能公開發放，然而背地裡發紅包，員工講出來以後產生的全是負能
量。所以企業賺不到錢，老總着急；企業賺了錢，老總也着急，每年
都有許多賺了大錢的老總，為分配的問題幾天幾夜睡不好覺。
而實行積分制管理以後，積分代表員工的綜合表現，員工的積分
按照名次排得清清楚楚，各種福利待遇、獎金都與積分名次掛鈎，可
以把紅包按照積分名次放在台上公開發放。例如按積分名次確定出國
旅遊名單，按積分名次確定配股對象，按積分名次發放春節物資等
等。有了積分制管理，可以徹底解決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問題。
四、有利於節省管理成本
任何一家企業，老總都要考慮管理成本問題，有些老總擔心實行
積分制管理後，積分不清零、不作廢、終生有效，會不會無限增加開
支？會不會失控？其實，這些問題在系統設計中都已經考慮到了，完
全不用擔心。為什麼說積分制管理節省管理成本？原因有以下幾點：
1、積分不需要花錢購買，不需要政府審批，積分只是阿拉伯數

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一種可以無限使用的激勵資源。
2、積分不直接與錢掛鈎，什麼都講名次，各種開支都用名次，開
支控制在預算範圍之內，公司始終把錢用在刀刃上。例如出國旅遊，
年初宣布，年底積分最高的前三名員工出國旅遊，結果，這一年中無
論用多少積分，年底只需要按名次挑選出積分最高的前三名員工就可
以了，開支不變。
3、實行積分制管理後，把原來平均分配、人人都有的福利待遇轉
為與積分名次掛鈎，同樣的開支，由於取消了平均分配，激勵的作用
可以成倍增加，即使是想增加一些與積分掛鈎的開支項目，也只是增
收部分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或者是千分之一，完全不用擔心成本
問題。
五、符合人性，員工樂於接受
為什麼說積分制管理符合人性、員工樂於接受？
1、積分制管理的核心就是讓優秀的員工不吃虧，公司通過積分排
名，把優秀的人員分離出來，然後再把各種福利待遇向高分人群傾
斜，員工的優秀表現得到了回報，所以符合人性，員工樂於接受。
2、實行積分制管理以後，對員工的行為表現是以認可為主、處罰
為輔，也就是以獎分為主、扣分為輔，許多情況下甚至是只有獎分，
不用扣分。例如：開會應到10人，按時到會6人，遲到4人，用積分制
管理，可以對遲到的4人不處罰，對按時到會的6人每人獎20分，結果
是一樣的。所以，這種管理方式克服了傳統管理以監督、處罰為主的
弊端。
3、實行積分制管理以後，取消了對員工扣錢的處罰，員工違規犯
錯只扣積分，不扣錢，保證員工的工資不受影響，是一個非常人性化
的管理方法，所以員工更樂於接受。
4、實行積分制管理，可以給員工改正缺點和錯誤的機會。傳統的
管理是用扣錢的方法處罰員工，錢扣了不可能補發給員工，而積分扣
除以後，員工還可以再掙回來，所以非常符合人性，員工樂於接受。
六、有利於留住人才
中小企業普遍缺乏留住人才的砝碼，員工犯了錯，老總批評幾
句，第二天就可以離開公司。所以，中小企業的人才隊伍非常不穩
定，跳槽的員工不斷增加，人才留不住越來越成為中小企業老總最頭
痛的問題。老總留人才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斷增加工資、增加獎金，但
因為留人的機制沒有建立，工資開得越高、獎金紅包發得越多，員工
就越有實力去創業，所以，員工會走得更快。
實行積分制管理以後，員工的工作時間越長，表現越優秀，積分
累計數就會越高，積分越高，就越有成就感，同時，得到的各種福利
待遇也就越高，最後再與留人的機制掛鈎，解決了員工的遠期歸屬問
題，員工就不願意離開公司了。
七、不需要修改規章制度，改變流程
每一個企業都有自己的管理體系，都有自己的規章制度，都有自
己的生產流程和工作流程。許多老總擔心，實行積分制管理是不是要
打亂公司的管理體系？重新制定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實踐證明，完
全沒有必要。積分制管理是一個幫助企業管理落地的工具，工具具有
通用性，是可以複製的，每個使用的企業只需要把積分制管理的獎扣
分標準融入到原有的管理體系中，再把獎分和扣分的標準具體化就可
以了，這也是積分制管理適用於各行各業的重要原因。
八、解決了家族式企業管理的難題
家族式企業在中小企業中佔有較大的比例，創業初期，家族式企
業管理方式會有一些優勢，但隨着企業的發展，如果企業沒有健全的
管理機制，家族式企業的管理問題會越來越多。但實行積分制管理以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民建中央主席陳昌
智親切接見湖北群藝總經理李榮及部分企業家
例如，員工提一個建議可獎20分積分，骨幹說公司壞
話可以扣20分積分，因為只有做到了全方位量化考
核，積分才能代表一個人的綜合表現，才能被公司的
全體幹部和員工所認可，才能與各種福利待遇掛鈎。
四、軟件記錄
積分制管理唯一的工作量就是記錄的問題，因
此，我們開發了一套積分制管理軟件，就把記錄複雜
的問題解決了。在日常管理中，員工的許多固定積
分，如學歷、職稱、職務、技術、特長、榮譽等加
分，軟件可自動生成，同時，員工的個性化積分，如
加班獎分、遲到扣分等等，只需要傻瓜式地輸入電
腦，軟件會自動分部門、自動匯總、自動排名次。所
以，用積分制管理一定要用軟件，用了軟件，可以用
積分作為動力，交給相關人員兼職操作，不需要增加
人力資源成本。
五、永久性使用
永久性使用指的是積分一旦進入個人的戶頭，員
工只要不離開公司，積分終生有效，使用後不清零、
不作廢。積分的使用主要是與員工工資以外的福利待
遇掛鈎，如：年終獎金、配乾股、購車補助、購手機
補助等等，積分使用的時間越長，效果越好。

後，公司裡的家族成員也一樣用積分進行考核，家族成員與普通員工
一視同仁，從而也給普通員工一個公平的感覺，這樣就從根本上解決
了家族式企業管理的老大難問題。
九、解決了幹部有責無權的問題
在企業現有的管理體制中，管理人員特別是中層管理者是有責無
權，員工表現再好，幹部也不能給員工漲工資、加獎金，員工違規違
章，老總都不敢扣錢，還叫幹部扣錢那更不現實。所以，在很多企
業，幹部只是一個上傳下達的中間人。實行積分制管理以後，每個管
理人員都設置了獎扣分權限，員工好的表現，幹部有權獎分，員工不
服從安排，幹部可行使扣分權力。同時，每個管理者每月都有獎分扣
分任務，完不成任務自己還要承擔扣分，這樣，管理者人人都要主動
管事，不能睜隻眼閉隻眼，所以，一下子解放了老總。老總真正實現
了離場管理，實現了輕輕鬆鬆做老總。
十、可以解決企業管理中的各種難題
積分制管理像一根無形的線，可以把公司想解決的各種問題都用
獎分、扣分這根線串起來，使其達到想解決什麼問題就能解決什麼問
題的境界。
1、解決質量管理難題。
質量是企業的生命，每當質量出了問題，都會影響公司的聲譽，
帶來直接的經濟損失，而且還不能扣當事人的錢，因為怕人才流失。
實行積分制管理以後，任何質量問題都可以扣分，不扣錢。員工接到
了處罰的信號，又能接受，這種信號既教育了本人，又教育了其他員
工，從而使質量不斷提升。
2、有利於提高服務水平。
實行積分制管理以後，凡是受到顧客表揚的員工都要給予獎分，
凡是服務不到位或者被顧客投訴都要扣分。由於與積分掛鈎，激發了
員工主動為客戶服務，從而實現了服務水平的提升。
3、解決了衛生管理的難題。
衛生管理是一個既簡單又複雜的事情，一個企業要想把衛生做好
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員工衛生沒做好，不能靠扣錢來解決問題，
而改用扣積分，把衛生區用積分綁定給責任人，責任人做好了有獎
分，做不好有扣分，每天都可以檢查、落實到位，衛生狀況一下就徹
底改變了。
十一、積分制管理解決了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問題
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但無論多麼激烈，老總想多賺錢的思想
不能改變，因為只有多賺錢，才能支付員工的工資，多賺錢才能對國
家做貢獻，多賺錢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多賺錢才能更好地回報社
會……那麼怎樣才能多賺錢？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業務量做大，要把業
務量做大就要面臨擴大規模，要擴大規模除了添加硬件設施外，還要
增加員工，增加員工就要面臨管理問題。管理到位了，多一個員工就
是多一個人為公司賺錢；管理不到位，多一個員工就是多一份負擔。
因此，管理是每一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當有了積分制管理，就徹底
解決了企業管人的問題，因而就解決了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問題。
總而言之，積分制管理非常神奇，它在管理中有信號的作用，有
推力的作用，有拉力的作用，有激勵的作用，有處罰的作用，有刺激
的作用……。在一個企業，老總和管理者的心願都可以通過積分來表
達，從而讓管理工作達到最高的境界。積分制管理將給企業管理帶來
一次重大變革，它將成為管理學中一個新的學派，未來將是一個積分
的時代。

如何引進這套方法
一、可到積分制管理發源地──湖北群藝集團參加三天的培
訓班，
訓班
，徹底將這套方法複製回自己的企業實施
徹底將這套方法複製回自己的企業實施、
、落地
落地。
。
二、在國內各大機場均有光盤出售
三、免費索取相關資料
免費索取相關資料，
，電話
電話：
：400
400─
─684
684─
─8366

湖北群藝──積分制管理發源地 李榮先生──積分制管理創始人 全國統一免費諮詢電話
全國統一免費諮詢電話：
：400
400─
─684
684─
─8366 網址
網址：
：www.jifenzh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