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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化培训
助企业培养高效人才

企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职工
的努力拼搏。 如果把企业比作一
台高速运转的设备， 那么散落在
各个岗位的职工就是不可或缺的
零部件，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
职工的综合素质决定了企业运转
的效率。

为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经开区总工会积极发挥引导作
用， 特别开设企业专项定制培训
项目， 通过完善培训体制建设，
帮助企业在管理措施改善、 降本
增效上凸显成绩。

企业专项定制培训充分发挥
企业在培训中的主导作用， 结合
生产、 技术需求进行自主培训。
在此过程中， 经开区总工会通过
对培训内容的定向引导， 为职工
提供订单式、 项目制、 职业化的
专项定制培训服务： 针对一线职
工， 开展 “磐石计划 ”， 帮助企
业留住技能人才； 针对中层管理
者， 开展 “中坚计划”， 畅通企
业沟通渠道； 针对高层管理者，
开展 “精英计划”， 帮助企业制
定完善战略定位。

截至目前， 经开区总工会共
开展企业定制化培训38场， 在区
内掀起了一股又一股培训热潮。

诺兰特
员工培训要落实到位

什么是OKR工具 ？ 为什么

要使用它？ 具体操作有哪几步？
近日 ， 一场关于OKR （目标关
键成果 ） 助力KPI （关键绩效
指标） 落地实施的培训项目在诺
兰特移动通信配件 （北京） 有限
公司会议室举办， 来自生产部 、
质量部 、 研发部的近 40名中层
管理者参加了课程。 课堂上， 通
过老师耐心的讲解之后， 中层管
理者们尝试着分解了自己团队的
各项指标， 并制定了执行方案。

OKR是英 文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的缩写， 意为目标关
键成果， 诺兰特 （北京） 希望通
过这个系统工具， 推动公司绩效
的优化改进。 为什么要定制这样
一堂课呢？ 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 “去年公司业务调整， 我们
和客户之间的工作模式发生了变
化。 以前客户会明确提出工作的
标准和要求， 现在他们需要我们
来提出建议 ， 甚至提供解决方
案。 可我们发现职工主动思考、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还
不够， 基于这种情况， 我们开始
着手做目标管理的工作。 今年更
是将OKR和KPI对接， 帮助职工
梳理自己的工作。”

据介绍， 诺兰特 （北京） 之
所以将此次定制化培训的实施范
围定位在中层管理者， 是要由管
理层从课程层面做导入， 分解关
键目标， 推动职工做执行。 而了
解OKR工具和拆分目标就是培

训的第一阶段， 部门职工以一个
月为期执行拆分目标 ； 一个月
后， 老师再对职工执行结果进行
纠偏、 指导， 这是培训的第二阶
段； 最后的第三阶段会将整个工
作进行复盘 、 总结 ， 哪里做的
好、 哪里还需要提高、 下一步工
作该怎么进行。

说起培训 ， 这位负责人胸
有 成 竹 。 一 直 以 来 ， 诺 兰 特
（北京 ） 都十分重视员工培训工
作。 作为具体执行人之一， 这位
负责人跟同事一起， 在为企业、
为 职 工 细 心 安 排 培 训 课 程 的
同时， 也摸索了一套成熟的培训
体系。

目前， 诺兰特 （北京） 的培
训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针对一
线技术人员的， 还有一类是针对
管理者的。 针对一线技术人员的
岗位类培训会根据部门需求进
行， 如岗位大练兵， 已经从单纯
的竞赛模式 ， 发展成为注入培
训、 加入实操考核公司重点培训
项目。 “每个岗位都很重要， 每
个岗位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那
么问题解决就完了吗？ 不是的，
我们会把这些问题整理成课件，
然后研发出培训课程。 现在我们
每个部门都有自主研发的课程。
而针对管理层， 我们也有一套关
于领导力的培训体系， 今年推行
的OKR也 主 要 在 管 理 层 中 应
用。” 负责人自豪的说。

虽然现在诺兰特 （北京） 的
培训体系已经趋于成熟， 但这并
不是一朝一夕就建立起来的。 起
初， 公司的培训课主要以讲座、
公开课的形式开展 。 直到 2015
年 ， E-learning平台上线 ， 职工
可 以 通 过 登 录 平 台 学 习 并 赚
取积分， 积分积攒到一定数量，
可以用于图书馆借书 。 与此同
时， 公司也通过这一平台传播企
业文化。

公司也将培训的重点放在领
导力培训方面， 并在2016年开设
情商领导力培训课程。 培训渐渐
成为诺兰特 （北京 ） 的一大特
色。 培训中， 公司更重视职工的
声音。 再收集了职工的各种建议
后， 公司再制定后来的行动学习

项目。 “2018年， 公司引入高效
执行四原则， 教大家如何一步一
步把公司重点核心目标和各部门
目标做分解、 如何做跟踪、 如何
做绩效回顾， 取得了出乎意料的
效果。” 相关负责人表示 ， “我
印象比较深的是， 当时有一个团
队， 他们的目标计划是培养自己
的多功能工， 使多功能工占团队
人数的75%， 这个目标其实在很
多年前就提出过， 但是一直没有
落实， 在公司引入高效执行四原
则后， 通过分解目标、 追踪， 居
然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指标。”

也正因为这件事， 推动了诺
兰特 （北京 ） 去做OKR， 并将
培训推到管理层 。 未来 ， OKR
还将从管理层慢慢向下层层渗
入、 落地。

中芯国际
全力打造学习型企业

中芯国际一样非常重视职工
培训。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 “智”
造是质的飞跃， 加强对职工的管
理培训， 提升职工素质和职业技
术水平， 是向 “智” 造一步一步
靠近的有效途径。

“公司成立以来就特别重视
职工培训， 我们是一个学习型企
业。” 中芯国际人力资源培训负
责人王寒霜说道。 新员工第一天
入职， 就会迎来自己的第一堂培
训课———入职培训。 随着工作的
展开， 根据岗位特征还会有操作
训练和部门培训。 一位刚刚加入
中芯国际的新职工坦言： “很多
朋友都说刚进入新公司会手足无
措， 不知道工作该如何推进， 有
很多困惑的地方， 而我们一进公
司， 人力资源的同事就会为我们
安排新员工入职培训， 从公司情
况到岗位职责都讲得清清楚楚，
这让我很安心， 也让我对公司其
它培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除了统一的培训， 在公司专
业 技 术 岗 位 中 ， 师 傅 和 徒 弟
的 组 合也是十分常见 ， 通过一
对一的师带徒， 让新员工在实操
中提出问题、 发现问题， 由老员
工亲自指导、 解决问题。 此外 ，

中芯国际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展开
内部专业培训， 或从外部请来专
业老师进行指导， 这些都让职工
十分受益。

“精芯铸造训练营” 作为公
司培训的 “头牌”， 主要面对基
层主管及技术骨干， 今年训练营
的两个主题分别是： 有效问题分
析与解决和项目领导力， 两场培
训会共有80人参加。 自从经开区
总工会提出定制化培训， 中芯国
际便积极响应， 根据行业特点和
部门需求定制培训课程。 “定制
化培训有别于普通内训， 它会通
过一系列步骤夯实结果， 效果也
会格外突出。 我们前期是对职工
的需求做了调研的， 为了达到效
果， 参与培训的职工也是经过部
门推荐的。” 王寒霜说， “在这
项培训中， 公司会请专业的老师
教授职工使用应用工具， 职工通
过工具找到困惑和问题后， 进行
总结， 最后再回到部门中分享给
其他同事。 我们希望职工可以学
好、 用好、 分享好， 让培训可以
更好地得到推广， 从而使更多人
受益。”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一次两
次 的 培 训 不 过 是 做 做 样 子 ，
真 正 要把培训推行下去 ， 需要
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 如今， 中
芯国际已经培养出100多位内部
讲师， 借助工会和政府的补贴 ，
再加上企业的投入， 公司会在每
一年的年底制定新一年的培训计
划， 保障职工有源源不断的新鲜
知识补充。 职工们纷纷表示， 企
业培训无论是对工作还是对于个
人成长来说， 都是特别受用的，
所以对每一次的学习机会都格外
珍惜。

据悉， 经开区总工会在实施
各项培训项目时， 坚持引导企业
发挥主体作用， 通过制定政策、
完善服务、 搭建平台、 资金支持
等方式， 积极引导企业结合生产
经营和技术创新需要， 制定本单
位技术工人培养规划和培训制
度。 这种培训方式加大了职工培
训力度， 为企业培养了大批优秀
人才的同时， 也为开发区的发展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通讯员 洛洛

经开区总工会：

中芯国际培训现场， 员工踊跃发言。

中芯国际培训现场， 老师正在讲解。

诺兰特OKR工具培训现场。

诺兰特OKR工具培训现场， 员工正在积极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