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关 汉

2003年 3月 11日，深圳光纤通信产品公司的行政经理关汉（音译）热情招

呼产品部经理戌贤礼（音译）走入他的办公室。

“戌总，快请进。还好吧？”

“好，好。”

戌贤礼坐下后，关汉问道：

“戌总，我想问问你，你觉得我们在创立公司时是不是彼此配合得很好？”

“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你的中文。我很忙，没有时间和你谈这些！”

戌贤礼站起来，转身就走了。

关汉本想解决自己和戌贤礼之间关系不断恶化的问题，结果事与愿违。现在 ，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公司背景

深圳光纤通信产品公司（SOCP）是一家合资企业，由国际光线通信产品公

司（IOCP）和发展电脑有限公司共同成立。SOCP有 3,000多名员工，组装光纤

通信产品部件，2002年实现收益超过 3亿美元。

IOCP是一家全球化公司，拥有 40,000多名员工，专业从事通信产品的开发 、

制造和销售。它有多项通信产品在高速传输时能保证高质量，并获得专利。这些

产品主要用于高端个人电脑。行业分析家认为 ICOP的技术和产品领先其主要竞

争对手若干年。

发展位于中国深圳，是公共技术方面的领先企业。它开发和制造个人电脑、

电脑零部件和网络产品，并主要在国内进行销售。IOCP和发展分别占这家公司

总投资的 80％和 20％。

IOCPIOCPIOCPIOCP亚洲项目团队

IOCP拥有一个全球运营系统。它的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负责技术研

究、产品开发和全球事业部业务。加利福尼亚还有一个工厂，所生产的晶片将船

运到新加坡和泰国的两个子加工厂，然后再将装配后的晶片运往墨西哥进行最后

的组装。完工品将用船运回美国销售给各大电脑制造商。它在日本的另一家工厂

负责新产品工程设计和试量生产。通常，在新加坡、泰国和墨西哥工厂生产的产

品是在等级 10,000的净化室中使用非常昂贵的生产设备在显微镜下手工完成。

泰国的工厂耗资几百万美元，有 2,000个以上的操作员，其中大部分是年轻女工 。

由于北美生产成本不断上涨而亚洲的通信市场也在飞速发展，IOCP考虑扩

大其在亚洲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在中国，菲律宾和越南。2000年 1月，由负责

生产的高级副总裁罗伯特 威廉姆斯组成一个项目团队进行可行性考察。

该团队领导者 Gouda Nobita。团队成员包括戌贤礼和 Tetsu Tanabe。Gouta
Nobita 是日本 IOCP工厂的生产经理，在公司已经 20多年了。他积极参与了泰

国和新加坡工厂的建立。Gouta Nobita 将在两年内退休。Tetsu Tanabe 是日本工

厂的建筑工程师，负责净化室的建筑。戌贤礼在 IOCP的工作年头超过 12 年 。

最近 4年，他在公司总部的材料计划组工作，他是华裔，出生在美国，具有工程

学博士学位。当要完成政治风险和财务绩效之类的特定分析时，这个团队会临时

加入其他的人。

2000年上半年，这个团队走访了中国、菲律宾和越南多个城市，最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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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这里面有好几个原因。一是，深圳是中国的经济特区，有着先进的生产设

施，税收优惠和大量的熟练年轻工人。二是，深圳靠近香港，从香港到深圳只有

一个小时路程。国际船运非常便捷，外派人员可以为其家小在香港找到很好的住

处和国际化学校。三是，深圳的温度和湿度非常适合净化室内部生产。

在中国进行行业调查期间，团队发现发展公司在国内生产的是上一代的光纤

通信产品。多次参观发展公司之后，项目小组推荐它为在华工厂的合作方，原因

如下：首先，发展公司的组装人员能够迁往新工厂，并能在新工厂成立和扩张中

起到重要作用。第二，发展公司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都很好，对中国的

外资公司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三，发展公司刚刚完工的位于深圳

新设备很适合建造净化室。

2000年 7月，在中国电子行业部部长，深圳市市长和发展公司总裁的陪同

下，罗伯特 威廉姆斯参观了该设备。并和发展公司总裁签定协议建立一家合资

企业。新工厂名称为深圳光纤通信产品工厂（SOCP），接受 IOCP加利福尼亚工

厂发过来的晶片后，将这些晶片与从国内外供应商处购买的其他零部件组装成半

成品，然后运到 IOCP在墨西哥的工厂。

关汉在 2000年 8月加入项目小组。他在 1990年获得计算机学士学位，后进

入 Faxhan公司，在那工作 5年，先后做过软件工程师和项目经理。1998年，发

展公司和另一家全球企业成立一家合资企业，关汉是进出口业务经理，负责政府

沟通和新业务开发。他在新项目小组的工作包括：政府沟通、企业执照申请和业

务流程设计。

在新工作中，关汉一直很忙，和 10家以上的政府部门交涉，争取项目许可

和企业执照。2000年最后四个月里，Nobita、戌贤礼和 IOCP其他人一个月来深

圳一次，关汉向他们汇报工作进度。通常会议之后，关汉会和他们一起用餐，向

他们介绍当地文化，他也提一些关于 IOCP以及和项目有关的问题。在此期间，

关汉和团队成员关系融洽，特别是和戌贤礼关系很好，戌不仅能讲普通话，也很

想了解中国企业的文化。

公司筹备过程紧张有序地进行着。2000年 12月 26日，中央政府批准了 IOCP
和发展公司的合资企业合约，地方政府也向 SOCP发放了企业执照。关汉靠自己

的热情以及交流和组织技巧赢得了团队的信任和尊敬。

SOCPSOCPSOCPSOCP组建团队

2000年秋，中国政府已经确定将要会向新合资企业发放企业执照了，IOCP
执行官开始考虑 SOCP 高层管理团队的候选人，由于 Gouda Nobita 已近退休年

龄，他们选择了Mito Mitsukuni作公司的总经理，委任戌贤礼为生产总监。另一

位高层是来自 IOCP日本工厂的 Kitano Takeshi，担任工程经理，向戌贤礼汇报，

同时 Alex Pattern担任监管。所有外派者的合约都是四年，从 2001年 1月开始 。

IOCP会提供他们的安家费，但他们的工资由 SOCP负责。

Mito Mitsukuni在 IOCP日本工厂工作了 10多年，最近 8年在美国工厂担任

监管。他之前没有来过中国，在 SOCP项目中也只干过几个星期。他英语说得很

好，正打算学习普通话。他的家人已搬回日本，他在中国工作期间他们将留在日

本。

Alex Pattern原是美国在亚洲空军基地的工程师，1997年他刚好 36岁，加

入 IOCP。同年他离开 IOCP创办自己的企业。当他知道 IOCP正在为中国工厂寻

找候选人时，他申请了这个职位。选中他的原因主要是他过去在亚洲的经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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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许多财务官不愿意在亚洲工作。

根据合资企业合约，发展公司可以指派一名管理人员负责 SOCP行政管理。

关汉对此有兴趣，并向 IOCP和发展公司表达了他的想法，双方同意他的任命。

关汉的职业规划是向企业经理发展。他相信在 SOCP的工作经历使他有机会从事

企业里的新职能以及体验这家全球领先公司的领导风格，可以提高他的管理技巧

和英语沟通技巧。他想在 SOCP的成功经历将在他的职业生涯里起非常重要的作

用。

在 SOCP开展工作之前，关汉问发展公司和 SOCP主席郑军（音译）他对公

司和他本人有什么样的期望。郑军说他希望公司获得巨大成功，关汉要为之做出

贡献。他也告诉关汉要在其职责范围之内努力工作，同时也要和外派人员处理好

关系，因为获得他们的信任是很重要的。郑军提醒关汉说，1998年发展公司向

另一家合资公司指派了一名管理人员，但不到一年那个人就退出了合资企业，就

是因为他的领导风格在他自己和外派人员之间引起很多矛盾。

关汉在新公司的头衔是行政总监，主要职责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安全管理，

现场服务和政府沟通（见表 1）。由于过去在进出口业务上的经历，关汉认为自

己还负责这块业务。

SOCP启动团队的任务包括设计净化室，寻找建筑公司并在 2001年 11月之

前建好净化室。团队还要招聘 5个工程师和 20个熟练工，把他们送往 IOCP日

本工厂进行培训。此外，他们还要进口价值 1000 万美元的生产设备并在 2001
年末前安装好，招聘和培训 30个员工和 300个工人准备 2002年 2月开工。

发 展

戌贤礼看上去对关汉加入公司很高兴，他告诉关汉说他也曾向郑军要求过派

关汉到公司。他也和关汉谈了他薪资报酬问题。他告诉关汉薪酬后，看到关汉有

一点犹豫，于是他马上说他会再考虑一下。两天后，他对关汉说变动基本工资很

难，但他提高了住房津贴，所以总报酬上升了 6％。关汉对戌贤礼表示了感谢，

但他不明白为什么是戌贤礼而不是 Mito Mitsukuni 来和他谈薪资问题。第二天，

关汉去了总经理办公室，向Mito Mitsukuni表示感谢，并提交了他的简历。

2001年上半年，外派人员忙着建立新公司，还要向原所在国其他人移交工

作。他们一半时间花在深圳。所以关汉在新公司承担了大部分现场职责。他工作

非常努力，认真地督促完成启动小组设计的项目和计划。

2001年 8月，关汉和其他 7名员工被派往日本工厂，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培

训，培训重点是日本采用的技术工艺和生产流程。他曾先后跟人力资源经理和安

全部经理一对一地一起工作，设计 SOCP在相关领域的战略和工作计划。培训后 ，

关汉对自己的新工作更加自信。

2001年，关汉最重要的工作是进口价值 1000万美元的净化室建筑材料和生

产设备。进口延误会推迟整个生产计划。中国在海关方面的严格规定要求非常多

的投入和大量的书面材料。首先，进口商要申请进口许可证，其中要有非常详细

的描述，包括进口品用途、详细的构造和模型数据。如果进口设备上表明的模型

数据与申请的不一致的话，海关部门有权扣押设备。大部分的建筑材料和设备要

先从第三方供应商运到 IOCP日本工厂。一般，日本的后勤人员不知道准确的模

型数据，也不愿意一箱箱地打开去核实数据。关汉知道申请进口许可证的前置时

间需要两到三个星期。但是，建筑公司所要求的材料经常变动，这就经常导致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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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出货。不仅要认真计划后对这些细节进行跟踪记录，还要和中国海关、净化室

建筑商、日本工厂的后勤人员和生产设备供应商经常保持联系。关汉和进出口团

队成功并按时地进口所有需要的材料。

2001年11月，戌贤礼干过进出口运作后，要求关汉负责SOCP的进出口部。

在IOCP其他工厂，为了便于沟通，后勤和生产分部都同属于材料控制部。如果

戌贤礼在SOCP沿用这种模式的话，那么他应该也要负责进出口部。但他认为他

不能管理好这个部门。和产品成本一样，交货时间对SOCP的业务绩效非常重要，

不仅决定了公司的未来，也决定了外派人员的未来。如果管理得不好，中国的海

关申报就会成为产品运输和部件供应的瓶颈。关汉对戌贤礼的信任表示了感谢，

并建议他们应该定期会晤以加强进出口部和材料控制部的沟通尽早地解决可能

出现的问题。

由于项目的大部分内容与产品有关，属于戌贤礼的职责范围，所以关汉和戌

贤礼的接触要比和Mito Mitsukuni更多。Mito Mitsukuni 负责其他领域，例如财

务情况。此外，在启动团队的定期会议中，戌贤礼通常表现为这个团队的领导人 ，

而Mito Mitsukuni通常保持沉默。

2001年末，一切进展顺利，四个外派人员在香港也安置好了。所有项目都已

按时完成，2002年初将按期准备开工。公司在一家中国饭店举行了新年舞会，所

有的人都玩得很开心。在过去的一年里，紧张的工作步伐和取得的成绩让每个人

都忽略了不愉快的事情。

SOCPSOCPSOCPSOCP执行团队

SOCP在2002年二月如期开始试量生产。每件事情都保持了去年的良好势头。

公司员工达到400人，其中关汉手下20人，Alex Pattern手下10人，其他的员工归

戌贤礼管理。公司员工在两幢建筑物里工作，彼此之间连着一个走廊。Mito
Mitsukuni，Alex Pattern，关汉和所有非生产员工在一个区域，而第二个区域包

括生产区和另一个办公区，戌贤礼、Kitano Takeshi和其他生产员工在这个办公

区工作。从一个区域走到另一个区域需要几分钟。

由于试量生产，Mito Mitsukuni和关汉的接触比以前多很多。他告诉关汉向

他报告其职责范围内的重大事项。他还鼓励关汉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策，但要

在事前或事后向他汇报。关汉喜欢这种管理风格，并向总经理汇报自己职责范围

之内的大部分事项和所建议的决策。大部分时候，Mito Mitsukuni会同意他的建

议。

Mito Mitsukuni花大量精力进行沟通。每周三早上他会举行会议，Mito
Mitsukuni、Alex Pattern、戌贤礼和关汉等四个执行管理人员都要参加，商讨需

要注意或共同努力的项目。

2002年4月，Robert Williams参观SOCP。戌贤礼向他汇报了公司的近况和成

绩，并带领他参观工厂。其他三个执行人员也陪伴副总裁，但在三个小时的会议

中，戌贤礼是主要的表述人。Robert Williams对SOCP的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次参观之后，关汉觉得戌贤礼的进攻性越来越强。戌贤礼对关汉夸口说大

老板实际上是喜欢他的，而SOCP的总经理和监管根本就不了解业务。关汉还知

道，戌贤礼经常对公司员工也说这样的话。同时，不论是对他部门内还是部门外

的员工，戌贤礼经常直接对他们说，如果他们的表现令他不满意的话，他就炒他

们鱿鱼。

戌贤礼和其他外派人员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在四个执行官参加的每周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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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戌贤礼经常迟到，一言不发。一次他要求提高其部门的预算，但Alex Pattern
拒绝了。然后两个人就用一种非常不专业的方式开始争吵。公司的一个司机负责

每天接送四个外派人员往返于深圳和香港之间，关汉从他那里知道，在一小时的

行程中四个人通常默不做声。

2002年5月的一个周五晚上，戌贤礼邀请关汉下班后和他一起吃晚饭。吃的

过程中，戌贤礼问关汉对公司和对他工资的看法。他对关汉说：

你那里有些重要事情最好先跟我讲一下，然后再在每周例会上讲。我们俩应

该一起把这个公司办好。

关汉说自己感到很高兴，不仅因为公司取得如此好的成绩，而且戌贤礼对他

很支持。他会考虑戌贤礼的建议。戌贤礼还告诉关汉Mito Mitsukuni可能会提早

终止其预定的总经理四年任期。

周末，关汉考虑了公司情况以及外派人员间的关系。最后他决定还是跟以前

一样继续向总经理汇报。同时，他会和戌贤礼仔细讨论跟他们部门密切相关的事

项。他希望这样做就不会在总经理和监管面前暴露戌贤礼部门的问题。因为这么

做明显意味着关汉拒绝了戌贤礼的建议，所以关汉没有和戌贤礼再提起过这个话

题。

关汉这样做有几个理由。首先，正如工作描述所规定的，向总经理而不是戌

贤礼汇报是他的职责。第二，他相信这样做可以使他自己在这三个关系日趋紧张

的外派人员中保持同样的距离。第三，他更喜欢Mito Mitsukuni的管理风格。一

个外派人员告诉他，戌贤礼认为只有高压才能让中国员工努力工作。随后这个外

派人员认识到事情不止如此,所以他告诉了关汉。戌贤礼有时候对当地员工也很

粗鲁。有一次，他这样批评一个做错事的员工，“这在我们美国一个七岁孩子都

会做”。第二天这个员工就提出要离开公司。戌贤礼总是轻易地向员工许诺提薪

或是升职，但后面又否认。

另一方面，戌贤礼又摆出另一付嘴脸。他经常告诉关汉和其他经理：我看见

他们这么穷我都想哭。很多员工对他两面派的做法感到困惑。

那次晚饭几个星期后，戌贤礼对关汉的态度发生改变。当两人在走廊相遇时 ，

他对关汉的问候置若罔闻，还经常在私下里或在正式会议上对他的员工评论关

汉，例如：进出口部和材料控制部竟然不在一起,我在IOCP还从没看见过!
一天，进出口部经理向关汉汇报说戌贤礼要他将进出口订货到交货时间从5

天降至3天。关汉很吃惊，因为他没有从戌贤礼或是Mito Mitsukuni那里听到这个

变化要求。于是他去问戌贤礼，但戌贤礼却一口否认了。关汉原本打算把那个进

出口部经理叫来和戌贤礼当面对质，但他马上放弃了这个主意，因为他不想用那

种方式对待公司内的员工。

2002年6月，在一次内部审计中，IOCP全球审计小组发现戌贤礼部门里的一

个经理要操作员交作业工具的押金，而且押金被存入其个人帐户中。这个经理辩

称收取押金是为了让操作员爱护那些昂贵的工具。他还说这个决策已经向戌贤礼

汇报过并得到他的同意。审计小组把这一情况向SOCP执行官们汇报。第二天，这

个经理就辞职并要关汉签署其辞职表。关汉签署了辞职表，并告诉这位经理，如

果他想留下来的话就再找戌贤礼好好谈谈，但这位经理当天就离开了公司。

这次事件使公司士气低下，尤其是关汉负责的部门。戌贤礼经常向关汉部门

的员工直接，有时候是面对面的，下指令。人力资源部和进出口部和戌贤礼掌管

部门关系密切,经常被戌贤礼批评。

关汉几次主动和戌贤礼交谈。他问戌贤礼为什么直接向他的下属下指令，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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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贤礼总是否认自己那样做过。关汉也问戌贤礼对自己工作绩效的看法，戌贤礼

总是微笑着回答说：“你做得很好。”

2002年8月，关汉向Mito Mitsukuni反映戌贤礼的所作所为，但戌贤礼的行为

没有任何收敛。他不明白，到底是Mito Mitsukuni没有采取行动，还是戌贤礼根

本不想改变自己的方式。关汉也把自己的不快向Alex Pattern吐露，并征询对方意

见。Alex Pattern对关汉说，他也不理解为什么Mito Mitsukuni总是对戌贤礼听之

任之。他还告诉关汉，戌贤礼背后可能有IOCP总部的某个大老板撑腰。他建议

关汉再找戌贤礼和Mito Mitsukuni谈谈。

2002年9月，关汉把情况向郑军汇报，郑军鼓励他去积极解决问题并希望他

通过努力重新赢回信任。

2002年11月，在一次董事会议后，关汉将情况向Takanori Ynmato反映，后者

是SOCP的副主席和IOCP日本工厂的高级副总裁。他强调说问题不仅仅只存在于

他和戌贤礼之间。员工士气受到影响，进而会损害公司绩效。

第二天，Mito Mitsukuni对关汉说，Takanori Yamato已经把关汉的意见告诉

了他，但除此之外，Mito Mitsukuni就没再说些什么了。

2003200320032003年3333月11111111日的会议

关汉和Takanori Yamato之间的交谈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但是戌贤礼的行为还

是没有任何变化，情况甚至更加糟糕。在和其下属的常规会议中，关汉发现有些

员工没有告诉他就接受戌贤礼的直接指示。关汉因此得出结论，由于戌贤礼有背

景，所以员工认为戌贤礼在SOCP每次重大重组中都将是赢家。而且，很多员工

听说了那个故事，发展公司指派到另一家合资企业的管理人员由于和外派人员之

间有矛盾退出了公司。他们似乎相信关汉最终也难逃同样的结局。

面对这种情形，关汉更加努力工作以表现自己的能力。对那些不向他反映戌

贤礼干涉的员工，关汉也不生气，他不想为了自己的问题去责怪员工。在个人事

业的艰难时刻，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善举赢回下属的支持。

同时，关汉决意要改善和戌贤礼的关系，在2003年3月11日安排了一场和戌

贤礼的面谈。他的主题有四：查明戌贤礼和他之间关系恶化的原因；清除两者之

间的误解；说明目前的情况已经给企业带来麻烦，而这最终会对他们两个人的事

业都造成妨碍；找出办法改善现状。

关汉始料未及的是戌贤礼会这么说，他也没有料到戌贤礼会突然就离开办公

室。他坐在那里，想着目前的状况和他的职业前景。现在的工作环境让他很沮丧 ，

所有能做的他都已经做了。但只是徒劳而已。另一方面，关汉喜欢这个公司，因

为在过去的两年里他学到了很多管理技巧和西方文化。这一年里，SOCP还会提

供一系列专业培训计划，关汉对这些培训很感兴趣。而且关汉一直觉得自己不应

该这么轻易地就退出公司。他想即使要输，他也要输得像个英雄一样。

如果关汉要继续在这家公司工作，他怎么做才能改善现状呢，更重要的是，

他如何才能使这段经历有利于他未来的职业发展？他知道，IOCP的政策是非常

开放的且反馈迅速。关汉不知道他是否应该和IOCP总部更高的管理层接触来改

善现状，或是他应该继续努力与Mito Mitsukuni和戌贤礼搞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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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1
SOCPSOCPSOCPSOCP组织结构图

郑军

董事长

Mito Mitsukuni

总经理

Alex Pattern
监管

戌贤礼

生产总监

关汉

行政总监

会计

财务和计划

生产

材料控制

Kitano Takeshi
工程

政府沟通

人力资源

行政管理

进出口

安全管理

现场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