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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封面故事

对很多公司和单位来说，年
终奖发不发、发多少，是一件头
疼的事。

与“低调”的国企相比，私企
和民企在年终奖政策制定上几
乎完全取决于老板，年终暴富的
并非凤毛麟角，颗粒无收者也不
鲜见。

而在薪资绝对保密的网络
公司和外企，并没有年终奖这个
概念。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已
经让员工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年终的“最大悬念”

“老公，猜猜，我今年发了多
少？”

2012年1月6日下午，在济南
一家事业单位的办公室，这个有
些漏音的电话，让周围的人耳朵
都支起来了。

“五万？”“八万？”“十万？”接
电话的压低了嗓音，层层加码，
但兴奋劲掩饰不住。

办公室里，大家心照不宣地
盯着电脑，没人吭声。

谁都明白，这两口子玩的
“猜猜猜”猜的是什么。

到年底了，还能猜什么呢？
除了年终奖！

“比我一年的收入还要多
啊！谁叫人家娶了银行的部门经
理呢！”这已经是陈平当天第二
次“受刺激”了。刷微博时，他还
看到这样一条———

“本单位37个正式员工，年
终奖总数为96万，中高层8万左
右，就连打扫卫生的老爷爷也有
8800元。”

微博显示，这个晒年终奖
的，是一个事业单位的普通员
工。“都在事业单位，差别怎么那
么大？不过，这就是中国，你得适
应。”陈平对自己能领多少年终
奖心中有数，像他这样的普通员
工，每年都是七八千块，外加一

张购物卡。
而陈平妻子的年终奖，到现

在还没动静。
陈平的妻子在一家垄断国

企下辖分公司上班，平时收入比
陈平高出一大截，工作清闲，并
且从不加班。2010年底，陈平的
妻子一天能接到好几条短信，通
知她“奖金卡里又打进××元”，
小数目大数目都有。但2011年，
妻子单位的“一把手”换了，年终
奖到现在还没发。小道消息说，

“一把手”把公司挣的钱买成虫
草给上面送礼了。

“你们国企能藏得住什么秘
密，呆一辈子，熟得跟一家人似
的！”陈平嘲笑老婆。

比起陈平来，肖康要淡定很
多，虽说他的年终奖只有七八百
块钱。

肖康是烟台富士康的一线
员工，参加工作两年。在富士康，
像他这样的本科毕业生属于“师
级”职位，虽说专业不对口，但干
的是技术活。肖康经常加班，加
班费很少。因为周围同事挣得都
差不多，肖康心安理得。但2011
年最后几天，网上贴出的一些
PPT文档截图，把他刺激了一下。

发帖者称，这个PPT文档是
一汽大众的内部文件。截图显
示，一汽大众长春工厂的全勤员
工，2011年将得到相当于27个月
工资的年终奖。

如果自己也能拿27个月工
资的年终奖呢？按照自己的月收
入水平，肖康认真地用计算器摁
出一个数字，“五万四，我干两年
都赚不了这个数。”肖康愤愤地
把计算器摔在一边。

你信还是不信？

“其实，一汽大众的年终奖
并非不合理，它炫耀的不是员工
的福利有多好，而是企业利润有

多高。”曾在深圳一家咨询公司
当过财务总监的王伟给国内多
家企业做过薪酬设计，在他看
来，一汽大众高额的年终奖，与
2011年销量和利润紧密挂钩。

一汽大众公关部也证实了
这一点。2011年，一汽大众年产
销首次突破100万辆，净利润超
过300亿元。“这一年来，长春工
厂几乎全是三班倒，工人节假日
都没有时间休息，年终感谢和回
馈一下员工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汽大众公关部人士向新华社
记者称。

不过，有媒体报道，在下发
“27个月工资年终奖”通知时，一
汽大众特意嘱咐员工要“低调”，
但这些原本极其隐秘的PPT文
件，偏偏被人截屏放在了网上。

被“晒”的不光有一汽大众，
金融、石化、电信这些企业的年
终奖也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过
曝出的奖金数额并没有网友想
象中那么高，大多数人跟帖表示
不信。

“我们的年终奖，哪有网上
传得这么玄乎？”就职于省内电
信部门的张新建在淄博分公司
当中层副职，1月5日，记者采访
他时，他正耐心地给一个年终没
有评上先进的员工做思想工作。

张新建说，就他知道的情
况，分公司副总经理年终奖拿到
七八万元。像他这个层级，正职3
万元，副职2万元，普通员工多发
一个月工资，年终奖的数额是人
力资源部门根据个人工作量、客
户投诉等各种考评指标打分后
得出的。

张新建所在的这个部门不
是核心部门，但最终各部门经理
的年终奖是一样的。

“像我们这样的单位，既走
市场化路子，又有垄断的一面，
还带点行政色彩，本来就会养一
些闲人，搞平衡很重要。”张新建

坦言，完全按业绩发年终奖的做
法更适合私企。

“其实，国企受体制限定，制
订工资、福利、年终奖必须接受
审计部门审核。”在王伟看来，这
种审核制度，决定了国有企业“一
把手”并不具备随意发放年终奖的
权力。但也有一些国企“一把手”权
力过大，又缺乏有效监督，发多少
就由他个人说了算。

再没有哪个老板比

他出手更大方了

从事空调设备加工的济南
某私企老板黄晓波，2011年制订
了一套完全按业绩发年终奖的
金字塔式薪酬制度，“塔尖”和

“塔底”的员工年终奖相差9倍。
据黄晓波介绍，年底算完全

年利润后，按照所有员工总工资
的30%—40%比例来确定年终奖
总数，并参考员工基本工资标准
确定一个基数。所有员工和部门
接受领导层打分考核，根据打分
高低核定年终奖数额。在“金字
塔”塔底，最基本的年终奖就是
双月薪，如果月薪基数为3000
元，普通员工就能领到3000元年
终奖，依次向上递增，最高能到
月薪的10倍。那些能领到3万元
年终奖的“塔尖”，基本是销售业
绩最好的部门负责人。当然，企
业高管不在此列，他们领的都是
年薪，一般不低于20万元。

“除了外企和国企，年终奖
的发放最后都要统筹到老板个
人身上。”王伟说，以私企和民企
为例，年终奖发不发、发多少，除
了要看企业效益，也和老板的为
人有关系，豪爽大方的老板就发
得多。

在王伟的职业生涯里，如果
一个老板愿意把30%的利润拿出
来发年终奖，这已经算是一个大
方的老板了。而王伟在深圳这家
咨询公司工作时碰到的老板，

“他能把50%的利润拿出来发年
终奖。”

王伟的老板姓李，博士学
位，拥有海归背景。从1995年开
始，李先生开始涉足国内咨询业
和高端MBA培训，10年间积累了
上亿身家。步入正轨后，李先生
将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自
己打球度假，过得轻松潇洒。

高额的年终奖让很多行业
的顶尖人才汇聚到这家公司来，

“公司里没人想跳槽，因为李老
板发的年终奖几乎到了极限，没
有 哪 个 老 板 比 他 出 手 更 大 方
了。”

公司各个高管的年终奖也
不一样，越是重要的职位拿得越
多，比如市场部的业务主管，年
终奖能拿到100万元。而李先生
之所以如此大方，“也许是太有
钱了吧，他对钱有些看淡了，也
愿意让跟他打拼的人多拿点。”
王伟说。

而这也帮助企业起到了留
人的作用，在很多私企老板看
来，这正是年终奖的效果所在。

这种薪酬制度，只要

自己满意了就行，不需要

和别人比

坊间盛传外企年终奖高，但
据记者调查，实际情况并非如
此。由于外企一般有较为成熟的
薪酬系统，很多都实行年薪制，
多数最后一个月实行双薪制，不
会额外发年终奖。

本报记者从富士康一位知
情人士处了解到的信息是，富士
康普通员工按照工作性质不同，
年底会有几百到几千元的年终
奖，但公司高层没有年终奖。

这位知情人士表示，富士康
高层分台干(来自台湾的高管)、
外干(外籍高管)，年底都没有年
终奖，他们只是在签订合同时约
定，完成任务后会有股票奖励，
超额完成的会有超额股票奖励。

“本土(指大陆)干部薪酬分
为工资、绩效奖、年终奖三部分，
前两部分与合同有关，而年终奖
则取决于合同完成情况以及与

老板的私人关系。”上述人士称。
国内很多新兴企业比如商

业网站普遍实行年薪制，这些公
司尽管没有年终奖，但员工却极
少有怨言。

就职于国内某商业网站的
张宇，三年来已经跳槽两次。

2009年底，张宇想跳槽到另
外一家门户网站。那边催他过
去，但张宇在这家网站已经干了
快一年，他惦记年终奖，于是私
下问了一位同事。

这在薪金完全保密的商业
网站里，相当于问一个肥胖女孩
的体重，是件很犯忌的事。不过，
同事还是告诉了他，根本就没有
年终奖这回事，他在这家公司干
了多年，从来没有领过年终奖。

如今，张宇对业内行情已经
了然于胸，类似门户网站这样的
新兴企业，实行的是约定好的薪
金制度，人力资源部门和求职者
一对一谈，签合同时会有保密条
款，包括薪金都属于保密范围。
同事互相不知道薪酬标准，但没
有年终奖却基本相同。如果员工
对薪金不满意，可以通过不断跳
槽来满足自己的收入需求。在张
宇之前，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榜
样”了，不乏目前在腾讯等网站
做高管的张宇的前领导，年收入
已达上百万。

“我不知道同事的收入比我
高还是比我低，但我很清楚大家
都没有年终奖。”在张宇看来，在
签订工作合同时，自己的薪金要求
达到了人事部门对自己能力的判
断，个人也比较满意目前的收入，
能够稳定保证一年的收入，因此
有没有年终奖并不重要。

“都是年薪制，一年给你几
十万，你已经很满意了，你觉得
那点年终奖有意思吗？”张宇反
问。

“这种薪酬制度，每个人只
需要和自己比，自己满意了就
行，不需要和别人做对比，避免
了国企那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
心理。”网易一位高管对本报记
者称，除了签保密条款的约束
外，不相互打听收入也包含了对
个人隐私的尊重。这位高管强
调，在网易这样的公司里，每个
人都是自由的，彼此不依附，这
也是一种企业文化，避免了很多
人事和人情纠纷，这和国企的生
态完全不一样。

“多数人将年终奖作为自己
工作一年的奖励，或者说老板对
自己工作能力的肯定。”王伟说，
像网络公司这样的新兴企业，年
薪制这种透明的薪酬制度，已经
让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收获，员工
不需要用年终奖来衡量自己一
年的工作。“那些对年终奖的围
观和讨论，实际上是对合理薪酬
制度的期待。”

但从目前来看，这样的企业
仅限于某个范围，并不能推而广
之。前程无忧近日发布的《2011
年终奖调研报告》显示，超过九
成的企业都设有年终奖，年终奖
仍旧是企业老板挽留人才、刺激
员工的有效手段。此外，这份报
告显示，有15 . 5%的企业没有年
终绩效考核工作，部分企业虽然
有年终奖和年终绩效考核，但两
者互不挂钩。

“这正是老板的精明之处。”
王伟认为，一方面，老板用过低
的合同工资加口头承诺的高额年
终奖与员工签约，另一方面又利用
合同中没有明确工作效益考核和
年终奖的挂钩比例，自主给出一个
年终奖数额应对口头承诺。

在王伟看来，签订一个合理
的劳动合同，明确日常工资、绩
效、年终奖以及奖励比例，这样，
员工年初就可以知道自己完成
约定工作量后能拿到多少钱、多
干了能多拿多少，完全取决于自
己这一年的工作能力和效率。

“这样，还会有年终奖的羡
慕嫉妒恨吗？”王伟说。但对于国
企、外企、私企、民企来说，各有
各的难处，这个政策显然不可能
一刀切。而这，恰恰是普遍存在
的薪酬制度的缺陷。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
物为化名)

永远没有满意的
年终奖
——— 解码“羡慕嫉妒恨”里的薪酬秘密
本报记者 张子森

□“你们国企能藏得住什么秘

密，呆一辈子，熟得跟一家人似的！”

□年薪制这种透明的薪酬制度，

已经让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收获，员工

不需要用年终奖来衡量自己一年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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