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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ways of salary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world is be fully concerned. Combing both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railway industry and the pay policies made by China-railway corporation, a salary management system 

of China railway enterprises is established which meet the needs of som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such as the complex personnel 

structure, the variety of salary structure and the disunity distribution system. Acrossing the core rules and logic checking, the 

automatic calc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salary will be realized.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ill be an effectively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railway financial and accounting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used in the whole railway, and the salary 

management system. By this way, the salary vouchers can be automatic posted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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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本文充分借鉴国际上薪酬管理系统的建设方法，结合中国铁路行业特色以及铁路总公司薪酬发放政策，建

立满足路内企业人员结构复杂、工资结构多样化、薪酬发放制度不统一等特点的中国铁路企业薪酬管理系统，通过核

心规则的制定与逻辑校验，实现员工薪酬的自动核算与发放。同时，系统能够与路内统一使用的铁路财会系统有效集

成，实现工资凭证的自动过账与人工成本核算，实现了人财业务的高度集成。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中国铁路企业，薪酬管理，规则，铁路财会系统 

 

111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薪酬管理是目前国际上HR管理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

件功能之一。它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涉及每一位员工的

切身利益，不同的薪酬决策会给企业带来不同的结果。

符合市场规律，符合企业实际，具有激励机制的薪酬方

案，可以极大地调动广大干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有

效降低工资成本，更好地提高生产效率[1]。中国铁路企

业不同于其他国有企业，具有人员结构复杂、分类多样

化，且工资结构受到中国铁路总公司影响，具有工资项

的特殊性和发放制度不统一等特点，再加上大部分路内

单位的工资、绩效、专项奖励等数据的获取渠道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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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企业内部的薪酬管理难度大且流程繁琐。目前，绝

大多数路内企业仍然采取手工EXCEL管理员工薪酬数据，

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和管理工具，数据反复调整核对等

重复性事务工作极大的占据了日常薪酬管理工作的时间

和精力。同时，无法与全路统一使用的铁路财会系统[2]

进行有效的集成，导致财务无法及时进行过账和核算，

极大地影响了用户的使用，业务衔接出现断裂。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对中国铁路企业实行适合

路内企业薪酬管理的系统建设方案。结合中国铁路总公

司的薪酬发放政策，制定满足路内薪酬发放的逻辑规则，

并将业务逻辑规则有效转化为数据库可识别的SQL语句，

结合考勤、社保等数据，实现员工薪酬数据的自动核算

与发放，并最终将工资凭证过账给铁路财会系统进行核

算。 

2222....中国铁路中国铁路中国铁路中国铁路现状现状现状现状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2.12.12.12.1....铁路企业铁路企业铁路企业铁路企业工资构成工资构成工资构成工资构成    

目前中国铁路总公司下属各单位，无论铁路局还是

科研院所，基本都存在铁路编制职工和社会招聘职工两

种。这也就造就了不同的工资制度，本文以其中一家单

位为例，概述一下铁路企业的工资构成。 

铁路编制内员工属于铁路系统正式职工，其工资结

构为四元工资制，包括技能工资、岗位工资、津补贴和

绩效工资。其中岗位工资又包含部标岗位工资，是根据

铁路总公司文件进行发放的[3]。社会招聘员工不属于铁

路系统员工，是为了满足企业经营需要招聘的社会化员

工，其工资结构相对简单，工资项目单一且不受到铁路

总公司的制约和影响。 

2.22.22.22.2....薪酬管理现状薪酬管理现状薪酬管理现状薪酬管理现状    

路内企业薪酬管理的难点在于人员结构复杂，工资

制度因员工身份不同而不统一；同时，依据铁路总公司

薪酬政策，路内企业工资项目繁多且计算规则既有按区

间档位核算的，也有按照系数进行核算的情况，极大地

增加了人资部门、财务部门对于员工薪酬金额的编制与

核算的难度。此外，薪酬发放仍然依靠人工Excel管理，

人资部将编制完成的薪酬数据Excel表格传递给财务部门，

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财务部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反复核对后再进行扣税核算，一旦人资部对金额或者工

资项目进行了临时调整，财务部要进行重复工作，极大

地制约了工作效率，延误薪酬发放时间的情况时有发生。 

目前，铁路总公司要求全部路内企业财务部门必须

统一使用铁路财会系统进行会计凭证、总账和明细账的

上报，如果薪酬管理系统无法与该系统集成，势必会导

致大量重复性工作，例如需要重复录入员工工资会计凭

证等，这一问题早已对路内企业财务部门困扰多年，且

国际上很多成熟的产品是无法满足这一需求的。 

2.32.32.32.3....系统建设系统建设系统建设系统建设必要性必要性必要性必要性    

信息采集、保存、共享等现状问题和影响 

1) 业务信息保存在个人手中或部门业务应用系统中，

流程以及信息的集成性偏低，不利于高层管控和

决策，也不利于业务协作； 

2) 大量业务数据信息以纸质方式传递和保存，无法

保证标准化归档和统一管控； 

3) 大部分工资数据需要手工上报，并需要人工进行

反复核对汇总，统计分析，大幅增加工作量和耗

费时间； 

4) 需要进一步制订统一的信息标准及数据定义，促

进各部门内部以及部门间的信息传递和共享； 

5) 各种管理、业务信息，如：统计报表、工资条等

信息还需要规范共享的流程和权限； 

6) 内部信息没有做到就源输入，根据业务和管理需

要按权限共享，而是谁用要谁收集，不利于管理

和保密； 

7) 由于工资数据信息分散存储，信息未能进行整合，

使数据的准确性和版本统一很难实现； 

8) 难于进行整体跨部门的汇总信息分析； 

综上所述，建立一套适合中国铁路企业的，且充分

适应铁路总公司工资政策和业务需求，满足多元工资制

度，通过铁路财会系统将人资和财务薪酬管理业务有效

集成在一起的薪酬管理系统迫在眉睫。 

3333....软件需求软件需求软件需求软件需求    

3.13.13.13.1....安全安全安全安全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1) 具有密码管理功能，对用户密码的长度、复杂性、

有效期有限制和提醒功能[4]； 

2) 提供日志功能，即利用各种手段来记录用户对系

统的各种操作，来跟踪指定用户的操作以及对系

统进行的变更，只有相应的授权用户和管理员可

以查看这些日志进行分析和监控；系统对所有人

员的操作日志都应进行详细记录，并提供统计、

查询、打印等； 

3) 系统必须支持数据备份与恢复机制； 

4) 对授权操作可以有效地追溯其更改历史纪录；  

5) 必须支持数据库密文存储； 

6) 系统支持异常报警功能，系统出现的任何异常能

够以邮件形式发送系统管理员。 

3333.2.2.2.2....性能性能性能性能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1）可用性需求 

1) 持续工作时间：本系统为在线事务处理系统，要

求连续不间断的（7x24小时）持续工作；  

2) 有效工作时间：系统应至少保证99.9％的工作时

间正常运作；  

3) 在线事务响应时间：系统平均响应时间应低于3

秒，最长响应时间应不超过7秒；在网络、硬件

符合应用系统配置要求的前提下，非统计性查询

响应时间≤3秒，统计性查询响应时间≤10秒； 

4) 系统必须稳定地不间断运行，不能出现由于系统

自身原因造成服务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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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具有较强的容错能力，即使用户出现错误操作或

操作系统错误，也不会导致数据的丢失或不一致

性； 

6) 报错信息必须清晰可理解； 

（2）易用性需求 

1) 用户界面简单清晰，符合操作人员的习惯，减少

重复信息的录入； 

2) 系统应提供综合的业务综合信息查询功能，并支

持全文检索及信息模糊查询功能，以方便用户查

询和使用系统； 

3.33.33.33.3....开发和开发和开发和开发和维护维护维护维护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1) 支持二次开发且不影响既有系统功能； 

2) 系统的任何升级或补丁更新需要提供版本管理，

并且不得影响正常业务处理，并可以退回至上一

节点； 

3) 拥有归档管理机制和工具，对长期不使用的数据

提供导出和再导入功能，对于结构化数据和非结

构化数据进行统一归档； 

3.3.3.3.4444....用户权限需求用户权限需求用户权限需求用户权限需求    

1) 提供用户的权限管理功能，并且可以和企业挂钩，

支持多级授权[5]； 

2) 系统内所有权限分配的操作必须方便，支持权限

继承，可以批量进行分配权限； 

3) 用户在权限范围内，可自行维护本级相关数据，

例如：字典数据； 

3.3.3.3.5555....兼容性和升级需求兼容性和升级需求兼容性和升级需求兼容性和升级需求    

1) 具有失效恢复能力及容错能力，能方便地追溯故

障所在； 

2) 所有的二次开发内容及系统补丁必须与产品兼容，

系统的打补丁、升级等不会导致二次开发内容的

应用出现问题； 

3) 除了操作系统和数据库本身之外，系统应提供运

行日志； 

4) 应充分考虑浏览器兼容性问题，确保系统适应不

同版本浏览器[6]； 

4444....系统概述系统概述系统概述系统概述    

4.14.14.14.1....总体总体总体总体设计设计设计设计    

系统采用B/S架构。 

系统采用两级应用、一级集中部署方式。 

 

图图图图1111 系统网络部署图。 

在实际应用中，系统支持集权管理和分权管理两种

模式。集权管理是指只有集团总部有权限维护系统相关

功能或数据等配置，各个所属的企业继承使用，不可以

自定义维护；分权管理是指各个所属企业可在继承总部

相关数据之后，在权限范围内维护本级数据。 

在实际部署中，采用集团总部集中部署，各所属企

业用户访问的方式，该技术方案具有信息集中共享效率

高、维护方便等特点。 

 

图图图图2222    统技术架构图。 

由图可见，系统采用三层开发架构，将系统的整个

业务应用划分为展现层，业务逻辑层和数据访问层，从

而实现“高内聚，低耦合”，有利于系统的开发、维护、

部署和扩展[7]。其中： 

1) 展现层 

作为用户与系统的交互层，将业务逻辑层的信息全

方位、多角度的展现在用户面前，通过审批、穿透查询、

统计汇总等功能的综合运行和集成作业，为薪酬管理的

各级用户提供高效处理和分析业务层信息的管理工具和

平台。 

2) 逻辑层 

业务逻辑层是系统架构中体现核心价值的部分。它

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与薪酬管理业务需求有关的系统设

计，包括发放规则的制定、业务流程的实现。同时在这

一层，通过接口实现与外部系统的业务集成和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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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与外部的邮箱系统集成，实现工资条的发放；与

铁路财务系统的集成，实现工资凭证的传递和人工成本

的核算与分摊等[8]-[9]。 

3) 数据层 

依赖于Hibernate的对象化映射和数据库交互，处理

DAO组件请求的数据，并返回处理结果，从而实现对数据

的增删改查等操作。 

4.24.24.24.2....核心规则设计核心规则设计核心规则设计核心规则设计    

1) 定义不同账户下的工资项 

首先在规则配置之前，需要为不同的账户（账套）

维护工资项字典，定义工资项的名称、属性等信息。之

后，为每一个处于工资项字典的末级工资项配置发放/扣

减规则。这样设计，既可以保证不同账户下工资项字典

的自定义灵活扩展，也可以保证该工资项可以通过规则

在系统中自动进行计算，确保了数据流的可行性。与此

同时，分账户配置工资项也直接生成了该账户下工资条

的内容，这样即可实现自定义工资条的内容。 

2) 规则配置 

将与工资项发放/扣减规则有关的要素定义为变量，

选取变量和变量间的逻辑关系进行组合，生成表达式；

再选择表达式与表达式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组合，生成

工资项发放/扣减规则。这样设计，可以保证规则的灵活

配置，可推广价值高。具体如下： 

表达式=变量+逻辑关系； 

规则=表达式+逻辑关系； 

举例1：部标岗位工资依照铁总文件规定，根据员工

的岗位系数而定，标准举例如下： 

表表表表1111 部标岗位工资区间标准（举例）。 

岗位系数分档岗位系数分档岗位系数分档岗位系数分档    1.61.61.61.6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1.61.61.61.6----1.71.71.71.7    1.81.81.81.8----1.91.91.91.9    ........................    

岗位工资标准 A B C ...... 

因此，部标岗位工资是以岗位系数为基本，按区间

发放的。 

综上所述，部标岗位工资与人员类别和岗位系数有

关，那么“人员类别”和“岗位系数”即可作为变量，

通过逻辑关系生成表达式1和表达式2，再组合成为规则1，

即：1.6<=岗位系数<=1.7的编制内员工，部标岗位工资

按每月B元每人的规则进行发放。规则配置如下所示： 

表表表表2222    规则配置。 

部标岗位工部标岗位工部标岗位工部标岗位工资资资资    

规则1名称： 

编制内员工岗位系数大于等于1.6并且小于等于

1.7的部标岗位工资发放 

规则1描述： 发放B元每月 

表达式配置 

表达式1 人员类别 等于 编制内 

与 

表达式2 岗位系数 大于等于 1.6 

与 

表达式3 岗位系数 小于等于 1.7 

发放 B 

SQL：select people from v_user where v_user.rylb='编制内' and 

v_user.gwxs>='1.6' and v_user.gwxs<='1.7' 

能够通过规则配置的工资项均可进行规则配置，此

后按此规则在系统中自动运算。以上可配置的工资项均

已在数据库中得到验证，可转换为相应的SQL语句，保证

了核心算法的可行性。 

4.4.4.4.3333....功能功能功能功能设计设计设计设计    

 

图3 统功能架构图。 

（1）工资体系配置 

该功能是系统的核心部分，包括分账户工资项字典

的维护、工资项发放规则的维护。其中： 

A分账户工资项字典维护可实现： 

1) 不同账户下工资结构的新增、修改、停用； 

2) 工资结构下发放和扣款工资项的新增、修改、停

用； 

3) 工资项是否需要部门上报的属性配置； 

4) 分账户工资项配置直接生成该账户下的工资条内

容； 

 B 工资发放规则维护可实现： 

1) 对已维护的工资项进行发放/扣款的规则配置； 

2) 对已配置的规则进行预览、准确性校验； 

（2）基础参数配置 

该功能包括岗位工资基数、地方最低工资标准、不

同账户的五险一金扣缴比例以及上下限参数等维护。 

（3）工资调整管理 

该功能用于人资薪酬负责人维护和管理薪酬业务中

涉及的工资调整变动，以及由此产生相关的工资通知单。

包括员工入职工资通知单、员工离职工资通知单、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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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岗通知单、员工岗位变动工资通知单、员工工资调整

通知单、领导干部工资变动通知单；同时通过这些审批

后的通知单，触发系统中相应指标、参数等信息的变更，

例如人员属性信息的自动变更。 

（4）考勤数据维护 

该功能主要对实现与企业既有考勤打卡系统对接，

获取并维护考勤数据，下发至各部门。 

（5）月度部门工资管理 

该功能主要用于各部门的月度工资管理，包括部门

月度绩效维护、部门绩效表下发、汇总三个环节。主要

用于人资薪酬负责人维护各部门每个月可调控的绩效额

度、可累计使用的剩余金额；之后将部门绩效表下发至

各部门进行填报，最后人资部统一汇总生成绩效总表。

这一功能涉及到多个部门的业务交互和数据共享。 

（6）月度工资编制 

该功能用于人资薪酬负责人按照不同账户（每个企

业存在多账套情况）进行月度工资编制。包括： 

1) 根据前期的工资体系配置、月度各部门工资维护

等工作，最终分账户汇总本月所有工资项，由系

统自动计算相应金额，发送至财务系统； 

2) 根据权限支持部分工资项数据的即时修改； 

（7）奖励管理 

该功能主要用于维护奖励类型信息，包括人才津贴、

项目/团队获奖奖励、结题奖、年终考核奖等。支持跨部

门奖励数据编制、申报。该功能涉及到多个部门间的业

务交互和数据共享。 

（8）社保和工会缴费管理 

该功能包括每个人的五险一金缴纳基数维护、个人

企业年金维护、个人工会会费维护。其中： 

A五险一金缴纳基数维护： 

1) 根据员工上年度收入，自动计算员工工资申报基

数； 

2) 根据员工月均收入、缴费基数上下限，自动计算

员工缴费基数； 

3) 按照参数配置中的缴纳比例自动生成员工五险一

金的缴纳金额调整表； 

4) 根据生效日期，在相应月份自动参与工资编制； 

B企业年金缴纳基数维护： 

1) 根据员工工龄属性的变更，自动更新员工企业年

金的缴纳金额； 

2) 维护企业年金调整的生效日期，在相应月份自动

参与工资编制； 

3) 自动计算补扣金额； 

C工会会费维护： 

1) 维护调整的生效日期、扣缴比例、每个员工的扣

缴基数； 

2) 根据比例自动计算扣缴金额，并计算补扣金额； 

3) 根据生效日期，在相应月份参与工资编制； 

（9）工资总额管理 

该功能包括工资总额维护、工资总额执行监控、工

资总额预测。其中： 

A工资总额维护： 

1) 分不同账户维护工资总额的起止日期、计划总额； 

2) 记录工资总额维护日志； 

B工资总额执行监控： 

1) 对不同账户的工资总额进行监控，通过对发放情

况进行汇总，判断是否超总额预算； 

2) 显示已发放和剩余可用的工资数额占工资总额的

比例； 

（10）预算管理 

该功能主要用于维护年度人工成本预算信息。 

（11）工资核算与发放 

该功能用于财务部门对人资部传递的工资明细数据

进行相关扣税核算[10]，并对明细数据分账户、分部门

汇总，最终将个人工资数据结果通过邮件发送至员工本

人。其中： 

A扣税核算： 

1) 根据核算算法，分账户对人资部提供的工资明细

数据进行税款核算，得到应税、实发金额； 

2) 生成员工个人的工资条，并通过邮件发送工资条

至员工本人； 

B对明细工资数据汇总： 

1) 分账户、分部门进行汇总，生成满足财务需求的

数据表格； 

2) 支持汇总数据的导出； 

C导出银行报盘凭证： 

1) 从工资实发结果中，根据模板导出银行报盘凭证； 

2) 将凭证数据传递给铁路财会系统； 

（12）报表管理 

该功能主要用于维护月度、季度、年度报表，包括： 

1) 员工月基础工资、年收入、年度奖金统计报表； 

2) 支持在线自定义报表的制定； 

（13）综合统计查询 

该功能可依据用户需求，提供多维度、多角度的综

合查询统计。支持查询统计信息的Excel文件导出。 

（14）系统配置 

A表单配置 

1) 该功能支持用户在线自定义制定表单，例如通知

单、申请单、审批单等； 

2) 支持已制定的表单与流程绑定，在流程中调取相

应的表单信息； 

B流程配置 

1) 该功能支持用户在线自定义制定审批流程，例如

绩效调整申请、奖励发放申请等； 

2) 支持在流程中对应相应的表单； 

C权限配置 

该功能用于配置用户--角色--功能权限。 

D日志查询 

该功能用于记录系统运行日志，便于系统维护人员

查询。 

4.44.44.44.4....接口设计接口设计接口设计接口设计    

薪酬管理信息系统能够提供统一的内部、外部接口

方案。其中，内部接口应涵盖企业内部其他应用系统，

例如铁路成本管理系统、铁路财会系统等路内自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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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能够提供统一接口协议，满足与外部系统的对接，

例如企业自有OA等办公系统，从而满足企业各级部门的

管理需求。 

5555....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1）搭建中国铁路企业集中统一薪酬管理平台 

统一集成的薪酬管理平台能够充分改变人资部门信

息基础薄弱、没有电子化数据化的现状，消除各部门数

据分散的弊端，实现人员、工资等数据信息在企业范围

内的有效共享。 

（2）规范优化业务流程 

借助系统的建设实施，对相关基础数据、基础数据

标准、核心业务流程、审批单据在集团范围内进行统一

梳理和优化。 

（3）提升工作效率 

（4）加强实时集团管控 

系统通过实时、准确的反映各部门工资制定、下达、

执行、反馈情况，提高了薪酬管理的透明度。 

（5）支撑战略决策分析 

系统通过提供相关标准化算法规则、常用报表以及

灵活查询工具，实现对领导班子、组织机构、员工总量、

员工工资结构等的情况统计和多维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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