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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有关操作风险的研究林林总总，以损失计量方法与模型为主，针对操作风险

人为性特点探求自主治理方法的研究是欠缺的。通过对 A 公司三个回路团队

自主治理“售后投诉机制不健全”风险的案例进行深入观察与详尽分析，本

研究发现，操作风险人为性特点可以从正面激发主观能动性的角度将加以利

用。通过使风险责任人转变为操作风险治理主体，将孕育操作风险的系统反

馈回路作为操作风险治理的客体，并按回路所涉及到的岗位布控要求组建团

队，组织可以从源头对操作风险进行动态、自主的管理。本研究从系统理论

方法的视角，采用野中郁次郎的知识创造旋螺理论，来研究操作风险回路团

队中的知识创造过程，揭示其特点和规律。案例研究结果显示，系统反馈回

路理论应用于回路团队，为操作风险源头自主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

这使得回路团队的风险治理突破了操作风险量化导向、控制导向的传统，而

回路团队通过“三级螺旋递进”的知识创造模式，有效解决了操作风险 silo 

effect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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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on operational risk, with loss measurement and 

models dominating, but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exploring managerial ownership 

regarding the human factors of the operational risk. In this study, the in-depth 

observation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three case studies on the autonomous 

management of the inadequate post-sales complaint mechanism risks by loop teams 

reveal that the human factor of operational risk can be exploited in a way that 

positively stimulates initiative. By transforming the risk owner to the management 

body of operational risk, taking the systematical feedback loop that generates 

operational risks as the object of 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and establishing a 

team according to the job placement requirements of involved positions in the loop, 

organisations can manage operational risk dynamically and autonomously from the 

source. This study adopts Nonaka's knowledge creation spiral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systematical theory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knowledge creation 

process in operational risk loop teams and to reveal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s. 

The results of the case study show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systematical feedback 

loop theory in loop teams provides a new methodology for the autonomous 

management of operational risk at source, which enables the risk management of 

loop team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quantitative and control-oriented 

approach of managing operational risk. The Loop team has effectively solved the 

operational risk silo effect problem through a "three-stage spiral" knowledge 

cre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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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英国巴林银行、日本大和银行纽约分行、联合爱尔兰银行、

法国兴业银行等等一系列交易员违规、欺诈事件，以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Ⅱ（2004）

的推进，开启了风险管理领域对一个独立类别风险——操作风险（operational 

risk）的研究。顾名思义，操作风险与组织及其成员的决策和行为有关，近三十

年来在银行业最受重视，在能源、制造及服务业大型企业中的影响也日益显现。

国际国内学者在操作风险的定义、分类、管理和度量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阎

庆民，2012），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演变和组织行为的日益复杂，以及操作风

险损失事件的不断上演，对于如何识别和管理操作风险，尤其在方法和工具层面，

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的不足开始显现。 

一、实践背景 

（一）操作风险长期被容忍 

操作风险既是最古老的一种，也是最新的一种（克劳伊，加莱 &马克，2014）。

作为一种与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相关的风险类型，自人类有组织地开展活动以实现

特定目标开始，操作风险就已经广泛存在，但直至 20 世纪末巴林银行倒闭，催

生《巴塞尔新资本协议Ⅱ》对操作风险的定义和预留风险资本的要求，操作风险

才开始受到重视。然而，2017-2019年发生的恶性事件显示，操作风险是否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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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管理，情况不能令人乐观。企业对管理操作风险内在动力不足以及复杂多变

的外部因素，也表明操作风险的管理难度正在与时俱增。 

操作风险因其人为性、非对称性、厚尾性、复杂性、分散性、多样性等特点，

处于长期被容忍的状态。对操作风险的管理，人为性、复杂性等难题久攻不下。 

操作风险的致命影响，在 20世纪 90年代爆发一系列银行流氓交易员丑闻时

就已经众所周知。20 多年后的今天，操作风险是否得到了有效管理？反观 2017-

2019年爆发的全网传播恶性事件，操作风险是频频亮相的。 

所谓“全网传播恶性事件”，指的是经全网传播引发声誉危机并导致企业遭

受严重财务损失的舆论事件。2017-2019 年全网传播的恶性事件（表 1-1），根

据网络舆情分析行业梳理舆情信息来源的通用口径和标准选取（见附件 1），共

选取 25 个事件，其中包含 18个单一事件和 7组系列事件，分别为： 

（1）女网红进入飞机驾驶舱事件1；（2）波音 737MAX高空坠机事件2；（3）

响水爆炸案3；（4）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事件4；（5）权健5/华林6/无限极7等直销

 
1
 1·4 桂林航空“女乘客进入飞机驾驶舱”事件_百度百科 (baidu.com)；让网红进入驾驶舱，这样的航

班谁敢托付？ (baidu.com) 
2
 张聚恩、杨敏，2019，波音 737Max 飞机空难综述_事故 (sohu.com)，《航空知识》搜狐网官方账号；陈

建国，2021，《解密波音 737MAX 空难》，“飞行圈”内部资料专辑 
3
 3·21 响水化工企业爆炸事故_百度百科 (baidu.com) 
4
 西安“哭诉维权”事件_百度百科 (baidu.com)；2019 年法治舆情盘点--舆情频道--人民网 

(people.com.cn) 

5
 权健传销门_百度百科 (baidu.com) 
6
 权健华林被查 直销牌照退出机制该启动了 (baidu.com)，新京报，2019；华林公司涉嫌传销 负责人被

控制 (baidu.com)，央视网，2019 年 1 月 16 日 

7
 “无限极疑致女童心肌损害”家长：道歉晚了一年 就要分清责任 (baidu.com)，央广网，2019 年 1 月

18 日 

https://baike.baidu.com/item/1%C2%B74%E6%A1%82%E6%9E%97%E8%88%AA%E7%A9%BA%E2%80%9C%E5%A5%B3%E4%B9%98%E5%AE%A2%E8%BF%9B%E5%85%A5%E9%A3%9E%E6%9C%BA%E9%A9%BE%E9%A9%B6%E8%88%B1%E2%80%9D%E4%BA%8B%E4%BB%B6/24120865?fr=aladdin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9257168848549129&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9257168848549129&wfr=spider&for=pc
https://www.sohu.com/a/308327350_6289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3%C2%B721%E5%93%8D%E6%B0%B4%E5%8C%96%E5%B7%A5%E4%BC%81%E4%B8%9A%E7%88%86%E7%82%B8%E4%BA%8B%E6%95%85/23365231?fr=aladdi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AE%89%E2%80%9C%E5%93%AD%E8%AF%89%E7%BB%B4%E6%9D%83%E2%80%9D%E4%BA%8B%E4%BB%B6/23413281?fr=aladdin
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20/0117/c209043-31553218.html
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20/0117/c209043-31553218.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3%E5%81%A5%E4%BC%A0%E9%94%80%E9%97%A8/23222808?fr=aladdin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2645067008211855&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2778947395523288&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2778947395523288&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2965013623317132&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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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涉嫌非法传销及虚假宣传8系列事件；（6）鸿茅药酒跨省追捕风波9；（7）

碧桂园“夺命狂奔”事件10；（8）刘强东被告性侵事件11；（9）泉港瞒报碳九泄

露事件12；（10）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系列事件13；（11）美国制裁中兴事件14；

（12）贾跃亭系列事件15；（13）野蛮人举牌万科、格力系列事件16；（14）范冰

冰偷逃税（明星阴阳合同）事件17；（15）万达王健林卖卖卖事件18；（16）P2P

爆雷系列事件-债务违约潮19；（17）大型企业爆雷系列事件-债务违约潮20；（18）

 
8
 “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 (xinhuanet.com)，新华网专题 

9
 鸿茅药酒事件_百度百科 (baidu.com) 

10
 碧桂园“夺命”狂奔：不到 40 天 3 次坍塌 7 人死_新浪财经_新浪网 (sina.com.cn)，中国企业家，

2018 年 7 月 30 日；AWM，带血的高周转率——碧桂园事件始末 (sohu.com)，建筑前沿（微信公众号）

2018 年 8 月 1 日 
11
 刘强东明尼苏达州事件_百度百科 (baidu.com) 

12
 11·4 福建泉港碳九泄漏事故_百度百科 (baidu.com) 

13
 8·24 乐清女孩乘车遇害案_百度百科 (baidu.com)；滴滴顺丰车司机杀人事件 司机聊天记录不堪入

目，女生该如何保护自己_深圳热线 (szonline.net)；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事件：恶的背后是什么？-武

志红-财新博客-新世纪的常识传播者-财新网 (caixin.com) 

14
 2018 年美国制裁中兴事件_百度百科 (baidu.com) 

15
 [财经]贾跃亭事件完整经过简介：乐视网债务是怎么回事？ - 南方财富网 (southmoney.com)；乐视

网 IPO 造假?贾跃亭"惊天鬼故事"曝光 (sohu.com) 

16
 万科大战野蛮人_百度百科 (baidu.com)；万科股权之争_百度百科 (baidu.com)；“野蛮人”举牌凶

猛 前海人寿“偷袭”格力-金融界网站专题 (jrj.com.cn) 

17
 明星阴阳合同门_百度百科 (baidu.com) 

18
 陈宁辉，万达两年卖掉 1700亿王健林的甩货清单震惊业界_联商网 (linkshop.com.cn)，2019 年 2 月

15 日 

19
 实盈，【独家干货】从 P2P“爆雷”看违约风险 (sohu.com)，搜狐网，2018 年 7 月 25 日 

20
 2018 年千亿债券违约，这 15家上市公司卷入 (baidu.com)，第一财经，2019 年 1 月 3 日；央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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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欢案-刺死辱母者事件21；（19）西安航空“前 11排座位”风波22；（20）红黄

蓝幼儿园虐童事件23；（21）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24；（22）五星级酒店被曝不换

床单25；（23）BOSS 直聘与大学生李文星陷传销死亡26；（24）海底捞后厨老鼠门

事件27；（25）央媒炮轰王者荣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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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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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财经》客户端 (caijingmobile.com)，财经杂志，2017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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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捞就“后厨出现老鼠”事件致歉：媒体披露问题属实，后续公开整改方案 (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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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评王者荣耀--观点--人民网 (people.com.cn)，人民网，2017 年 7 月 3 日、4 日、6 日；央媒点名王

者荣耀，游戏股全面崩盘 (baidu.com)，易简财经，2017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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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17-2019 年发生的全网传播恶性事件 

笔者整理。数据来源：有全网传播记录、被收入百度百科的企业舆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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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1 所示，在 25 个多角度分析成因的恶性舆情事件中，事件原因“OR

相关”各项都是 2、呈现为典型操作风险事件的达到 18 项；与操作风险完全不

相关的几乎没有，也就是“OR相关”项全部都是 0的，一件也没有。 

梳理分析导致事件的原因，这 25 个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企业经营管理决

策和行为相关，并且，因为舆论敏感不谅解，人为性成为风险放大的罪魁祸首。

一些在企业眼中的“区区小事”、“hold得住的事”，变成了不依企业意志的“惊

天大事”，企业恶名远扬，承受财务损失的同时，声誉严重受损。一言以蔽之，

这些恶性事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上述事件中操作风险的人为性表现分别体现为下列“三缺陷一失察”： 

表 1-2  2017-2019 年全网传播恶性事件人为性表现之“三缺陷” 

 

作者整理与分析。资料来源：根据舆情事件公开报道整理与分析 



 

7 

 

表 1-3  2017-2019 年全网传播恶性事件人为性表现之“一失察” 

 

作者整理与分析。资料来源：舆情事件公开报道与评论。 

从表 1-1和表 1-2、1-3的操作风险事件数据看，无论管理缺陷、模式缺陷、

产品缺陷，还是战略性的风险失察，其特点都是以“风险不察”——人的行为选

择为起点。由此可见，在企业风险管理实践中，操作风险不仅没有得到真正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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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操作风险对企业声誉、股价、市场销售和战略执

行的影响还在进一步加重。鉴于操作风险广泛存在于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中、与

企业经营发展活动形影相随的特点，究竟怎样的管理方法适用于操作风险？或者

说什么样的方法能有效地化解、控制操作风险？这既是实践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是理论层面需要研究新的思路，对实践提供指导的领域。 

（二）主流方法的控制导向与量化导向 

操作风险成因复杂，除了系统与管理失灵、操作失误和外部影响等原因外，

刻意出错、恶意违规欺诈的情况也很多（郝晓玲&于秀艳，2014，第 5 页）。“人

性复杂，人心难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生活常识实际上反映了组织

管理操作风险时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在这样的情境中来管理操作风险，当前

主流的以“控制”为导向的管理方法，资本充足率方法也好，内部控制也好，在

强制性的管理措施下，人的欲念和行为，成为被控制的对象。控制方和被控制方

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关系，也是“被动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关系。个体

成员作为“人”其思想和行为主体，如此被动接受强制措施的管理，在大型科层

制企业是常态，但不一定就是化解操作风险人为性难题的有效方法。 

从现实情况看，这些控制导向、量化导向的主流方法，用来管理操风险也确

有不足，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内部控制和概率预测可能失灵。 

内部控制失灵，是因为企业舆论生态和传播环境发生了剧烈的改变，操作风

险越来越容易、越来越频繁地释放到企业外部，变成难以控制的声誉事件。内部

控制如果有效，上市公司建有系统全面的内部控制体系，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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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事件爆发，但事实上，上市公司被曝光、被做空而股价波动、市值蒸发的事件

越来越多，一点火星落在舆论场都能引爆危机。同样，内部控制如果有效，银监

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就没有必要再出台声誉风险管理指引，要求拥有成熟风险

管理体系的金融企业面向外部舆论场管理声誉风险。上市公司以及金融机构普遍

建立的内部控制体系，在移动互联时代来临之前就已经形成，这套用于内部管制

的体系被用来应对外部世界的秒速扩散、非线性传播，是很难见效的。 

当操作风险成为企业舆论事件的主要来源之一时，概率预测也失去了意义。

长期以来，概率预测为企业应对风险提供决策依据，但舆论主体是媒体与公众，

舆论场关注和讨论什么话题，媒体、自媒体和网络意见领袖如何进行议程设置（李

普曼，1922；麦克姆斯 & 唐纳德，1972），不会因为企业做了概率预测，就按

企业预测的概率来发生和发展，不越雷池一步。而在由数以亿计网民和媒体组成

的网络舆论传播环境中，话题聚焦的随机性很强，概率预测作为一种静态预测方

法，并不适用于风云变幻的网络舆论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5）。此外，当

企业对风险进行了概率预测之后，企业用来管理风险的人财物力就会向被预测高

概率的风险聚集，新风险反而可能被忽略，即便新风险或新的威胁被观察到，也

得不到足够的资源进行管理。更重要的，概率预测使用的是历史数据，历史数据

的火鸡效应，也令企业满足于“从（有限的）已知推测（无限的）未知”（塔勒

布，2007），使得没有历史数据来证明其存在的风险便被排除在概率预测视线之

外。 

二是组织对操作风险的感知能力下降甚至消失。 

恐龙式身架，在大企业病的讨论中常被诟病，头部小（大脑）而身躯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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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远离躯体内最基础的经营活动。对于大型科层制企业，恐龙式身架使企业的

风险感知处于迟钝、麻木的状态，导致企业风险决策缺位或者失灵。 

大型企业层级越多，决策链条就越长，对操作风险的管理就越容易变形。一

方面，企业层级过多导致的信息传递衰减和变形，使决策层对操作风险的感知能

力下降，企业对重大操作风险的信号视而不见。另一方面，由于谷仓效应（silo 

effect），企业体系越庞大复杂，那些在不同业务环节、业务单环之间，不同职

能、不同层级之间，以及不同组织的协作之间，由脱节、扯皮、推诿导致，在组

织整体上才能被识别的风险就越容易被组织成员视而不见，而在组织内各个细分

的局部，个体成员既没有觉悟去关心整体风险，也难以获得整体信息、站在整体

视角（升维）去觉察到超越个体利益感知的风险。 

三是科技手段和大数据应用，使风险管理的反身性增强。 

反身性风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世纪末，伴随对现代性的反思，学术界就

不断有讨论,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贝克（2018，2014）、吉登斯和拉什（2014）。

然而，对反身性的哲学思考，中国古代就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经典表述，

应用到风险管理领域，正是对反身性风险的警示。 

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视角来观察可以发现，企业开展风险管理，对技

术手段和数据、模型日渐依赖，正在为自己酿造反身性风险： 

一方面，造成风险管理“贫血”。当前，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终端和人工

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更加凸显了数据在感知和预测风险中的作用，使得企业的

管理者更加重视对这些方面的投入舆情监测平台及舆情数据的挖掘应用，导致企

业普遍“重监测、轻预防”，“重危机应对、轻风险管理”。当企业普遍把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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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曝光预警当作风险预警，以舆情危机预案替代风险管理，并年年投入高额的

危机公关和培训预算，有限的资金就很难再充分配置到风险管理环节。 

另一方面，数据依赖可能把风险管理带入盲区。众所周知，数据不能反映未

来的新风险和不确定性。当数据主要是已经爆发过的危机数据时，大量潜在而未

爆发的风险，便不在数据采集范围之内；当企业对数据呈现的已知风险给予足够

关注和应对时，对未知风险的预测投入不足，风险预测就成了睁眼瞎。 

四是普遍依赖危机公关，导致刹车气囊效应增强。 

当前企业出现声誉危机，都由品牌、宣传或公关部门来组织应对，形成一种

特殊景象：前端风险责任部门孕育或触发风险，危机爆发，后端品牌、公关部门

负责抢险灭火。专人专职“善后”的结果，使风险责任部门更加专心向前冲，更

少想着为防范风险做点什么、改变点什么。于是在风险责任端，一切照常运转，

甚至胆子更大——刹车气囊效应（佩尔兹曼，1976）生成，恶性循环形成。 

刹车气囊效应也成为强化公地悲剧（哈丁，1968）的力量。从近三年全网传

播的恶性事件看，危机的根源在局部，但危机导致的声誉损害和财务损失，都由

企业整体来埋单。一方面声誉损害难以量化，对风险责任部门难以追责；另一方

面制造和触发操作风险的都在企业的利润中心，担负着实现企业经营目标重任，

好比“前方冲锋陷阵，后方救助伤员，都是天经地义”。于是，“前端肇事、后

端善后”的治理模式与“刹车气囊”效应，同时给“公地悲剧”提供了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现有以控制导向和量化为导向的风险管理方法，难以有效防范和

化解操作风险，还有多种副作用。本研究尝试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扭转风险

行为主体的立场，以风险责任人作为操作风险管理的主体，基于这个视角，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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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大型科层制企业怎样自主治理操作风险。 

人类在管理实践和研究上，已经为人作为主体自主治理操作风险积累和借鉴

了多方面的知识、理念、方法和工具。如复杂系统科学中的系统反馈回路原理（梅

多斯，2012）；自组织原理（乌杰，2014）；以简单应对复杂的分布式原理（米歇

尔，2011），等等。本研究认为，当前需要探索的不是操作风险能否自主治理，

而是如何通过管理创新（如知识创造）实现自主治理，如何找到适用于操作风险

人为性、复杂性等特点的方法和途径。 

二、理论背景 

（一）操作风险研究尚处于认识论阶段 

理论界对操作风险的危害和特点，研究比较充分。如操作风险后果的非对称

性、厚尾性，又如操作风险的人为性、内生性、复杂性、分散性等（郝晓玲、于

秀艳，2014）。近 20 多年来，随着操作风险作为独立风险类别被纳入监管的进

程，有关操作风险损失计量相关的研究更多更集中，但对怎样管理操作风险的研

究则相对不足，以至于如何针对操作风险的人为性、复杂性等特点，来探索有效

方法，从源头管理操作风险，理论界能够提供的思路和方法捉襟见肘。 

总体上，自 2004 年被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II将操作风险列为独立风险来监管

之后，理论界关于操作风险的研究，目前仍停留在如何认识操作风险、如何计量

操作风险损失的阶段，所形成的方法、模型，都与操作风险损失计量等量化方法

相关，成果丰厚。 

至于如何在复杂而分散的组织环境、经营活动和人员行为中识别和管理操作

风险，如果化解和控制低频高危（厚尾性）操作风险，如何治理具有系统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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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风险，如何在操作风险管理过程中化解人为性的难题……这些从源头上管

理操作风险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问题，尚未成为理论研究关注的重点。 

如果将有关操作风险特点和损失计量的研究，看作操作风险的认识论阶段，

那么有关如何识别和管理操作风险的研究，就是方法论阶段。前述 2017-2019年

全网传播恶性事件的分析，已经在提醒我们，没有方法论阶段的研究，理论就无

法为企业管住操作风险提供理念、方法和工具，操作风险未来将依然是全网传播

恶性事件列表上的主要“肇事者”。 

进一步说，基于认识论阶段的成果，从如何有效化解和控制操作风险的目标

出发，来深化我们对操作风险成因、难题的认识，借此推动对破解操作风险管理

难题之理念、方法和工具的研究与探索，也是理论研究推进操作风险管理实践的

使命所在。 

（二）中国的实践已具备探索方法论的基础 

在中国，银行业在操作风险管理研究和本土化方案探索上已有积极行动者。

除了大量对于中外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特点研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Ⅱ介绍、操作

风险损失计量方法与模型等文献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系统性成果还有：2012年 1

月，钟伟、顾弦《动荡未定——新巴塞尔协议Ⅲ和操作风险管理理论》；2012年

4月，阎庆民《操作风险管理中国化探索——中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研究》；2014

年 8 月，郝晓玲、于秀艳《银行操作风险传导与控制》；2019 年 4 月，汪冬华、

徐驰《商业银行操作风险耦合与集成度量研究：来自中国商业银行的经验》。 

虽说中国关于操作风险的研究也主要聚焦于对操作风险的认识和损失计量

等方面，但中国学者的研究紧密跟随监管部门对接国际规范、发布和实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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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的进程，加上中国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的积极

实践，均为下一步深入研究探索操作风险管理方法、工具以及难题破解之策，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中国国资委主管的中央企业，以及各行业骨干企业和上市公司积极推

行内部控制和全面风险管理，也为操作风险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向方法论阶段再

前进一步创造了制度条件。 

（三）操作风险事件舆情敏感但源头治理不足 

人为性几乎是所有操作风险的特征。基于研究者的职业背景以及对企业舆情

危机事件的长期研究，本研究注意到，媒体和公众对人为性因素导致的操作风险

高度敏感，很难通过危机沟通予以谅解，因而操作风险极易经互联网舆论场发酵、

放大成恶性事件，进而加倍放大其后果损害。 

由于中国互联网发达，网民上网比例高，又习惯于通过网络来表达不满和诉

求，尤其 2011 年微博微信兴起以来，每年都有大量企业因舆情事件遭受巨额损

失。为此，中国企业包括驻华的外国公司，都在如何应对网络舆情危机事件上耗

费巨额资金。这些应对事项，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危机公关行动，另一类是危机

应对和新闻发言人培训，这两类行动，都是如何在舆情危机爆发之后，进行事后

应对，如何在舆情爆发之前管理声誉风险，中国的理论研究是不足的。 

中国的传播学、公共关系学、舆论学等领域学者，是研究舆情事件的主流人

群，但这些人群与管理学交集很少，与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的交集更少。而中国的

风险管理，也是秉承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发布以来的国际通用规范，以控制导向、

量化导向为主，对人为性特点的操作风险，在管理方法的研究上几乎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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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研究认为，从操作风险人为性入手，研究风险责任人自主治理操作

风险的方法，是一条值得探索之路。 

第二节 研究问题 

本研究题为“操作风险管理：回路团队中的知识创造”，关注的是风险管理

领域中，回路团队对操作风险进行源头治理过程中的知识创造活动。 

一、研究问题所属范畴 

操作风险管理属于风险管理范畴。回路团队针对操作风险所进行的源头治理，

既是风险管理中最基础的活动，其治理成果又能起到危机预防作用，因此又与危

机管理相关。 

在风险管理领域，操作风险是由组织及其成员的决策和行为引发的风险，是

各类企业普遍存在的风险。而在危机管理领域，操作风险是危机的主要来源之一，

风险治理是危机预防的重要手段。操作风险在企业内部持续积累会引发危机事件，

而从外部输入的反馈信息，如客户投诉、消费者评价等所揭示的问题，都可以作

为危机预防的依据，推动企业进行风险识别和治理。没有对风险问题的识别和治

理，就没有真正的危机预防，风险治理是危机预防得以实现的途径；没有危机预

防压力的倒逼，风险的源头治理难以推动，危机预防是风险治理得以实施的动力。

因此，风险管理与危机管理是互相包含、相互依存的两个领域。 

在本研究中，回路团队作为操作风险治理主体，既可以作为风险管理领域的

问题——如何解决风险治理难题来研究，也可以作为危机管理领域的问题——创

新危机预防手段或途径来研究。研究者在对 A公司及其上级集团风险治理活动的

初期研究中发现，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活动，其直接目标就是破解操作风险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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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难题。因此，本研究将回路团队源头治理操作风险的知识创造活动，放在风

险管理的范畴来进行研究。 

二、研究问题的设计 

从操作风险人为性入手，探索风险责任人自主治理操作风险，本研究针对以

下两点来设计研究问题。 

一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孕育和触发风险的行为责任

人，更适合作为自主治理操作风险的主体，由组织创造条件来激发他们自主治理

操作风险的意愿和能动性。以孕育和触发风险的行为责任人为管理主体，也是到

风险源头管理操作风险的必要选择。 

二是操作风险伴生于企业持续不断的经营活动，并需要在经营过程中不断与

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持续互动，因此，自主治理操作风险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不宜将操作风险作为静态的事项来进行管理。所谓动态的过程，就必须把握

操作风险“孕育→触发→引爆→放大→倒灌→漫灌→污名化→危机创伤导致新风

险”的恶性循环过程。所谓恶性循环过程，实质上就是脱缰的野马——系统反馈

回路自我强化（德内拉·梅多斯，2012）的过程。因此，动态管理操作风险，可

以理解为管理操作风险系统反馈回路的过程。 

具体而言，本研究试图探求如下问题： 

（1）自主治理操作风险的主体，是怎样的组织型态？以怎样的方式运行？ 

（2）系统反馈回路作为自主治理操作风险的客体，为团队知识创造活动提

供什么样的条件和支撑？ 

（3）团队治理风险的行动，如何跳出风险管理控制导向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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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团队治理风险的方法，如何跳出风险管理数据导向的局限？ 

（5）组织需要提供怎样的环境来支持团队的活动？ 

本研究期望对上述问题的答案，能够帮助大型科层制企业找到更有效、更经

济的管理操作风险的办法。与此同时，本研究也期望在知识、方法、工具等方面

获得的研究成果，能够丰富操作风险管理理论，促进理论对实践的引领和指导。 

第三节 论文结构 

本论文主要分六章，绪论、文献探讨、研究理论、研究方法、案例分析与结

果、讨论，以及附录和参考文献等。 

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本研究的实践背景和理论背景。 

第二章文献探讨，从操作风险认知的演变，以及这种认知演变进程下，操作

风险管理实践中走向过度依赖量化管理，进而用量化导向、控制导向的思维惯性

来解决具有人为性特点的操作风险，探讨了人类对操作风险认知和管理的发展过

程。同时，现有文献也从决策学视角，揭示了有限理性、面对不确定性时非理性

决策以及劣币驱良币、公地悲剧等人类决策与行为的特点，还从谷仓效应的理论

视角，反思组织对重大风险集体失察的原因。本章还梳理了学者有关数理方法难

以解决操作风险人为性问题的研究观点。整体看，由于操作风险人为性的问题，

现有量化导向、控制导向的主流管理方法，都没有能解决问题，而理论上也没有

能从方法论的层面进行引导。因此，最后，在研究缺口部分，本章从操作风险人

为性视角提出了本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第三章研究理论：鉴于本研究认为，应当将操作风险人为性因素当作主观能

动性因素从正面激活加以利用，从这一视角去研究相应的管理方法，为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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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选择野中郁次郎的知识创造螺旋理论，来作为研究理论。本章从知识创造的两

个维度、知识转化的四种模式、知识螺旋、促进知识创造的条件以及知识创造的

“场”等方面，系统介绍了知识创造螺旋理论。进而从管理操作风险的系统反馈

回路入手，通过回路团队来管理操作风险的角度，介绍了回路团队应用知识创造

螺旋自主、动态管理操作风险的理论思考，并将研究视角进一步聚焦到回路团队

如何解决跨边界特性带来的阻碍，破解谷仓效应。 

第四章研究方法，就选择案例研究的必要性、研究对象和样本企业、研究场

域的选择依据，以及研究对象和样本企业的基本情况，做了简要介绍。对案例研

究方法的设计部分，介绍了案例组合设计、数据收集与来源、数据处理与分析等

内容。 

第五章案例分析与结果，介绍案例基本情况、研究中收集到和采用的数据，

回路团队知识创造过程的三个阶段：知识导入与激励、知识共享与创造、知识固

化与升级，以及穿插在这三个阶段中的知识创造三级螺旋递进。本章第五节还分

析了回路团队知识创造的特点。 

第六章讨论，对案例研究进行了总结、概括，介绍了本研究做出了三点理论

贡献，以及本研究对操作风险源头治理实践的意义。本章还总结了本研究的局限，

并指出期待未来研究的若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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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操作风险认知的演变 

如何看待风险决定如何对待风险。 

一、风险认知与态度演变的三个阶段 

人类对风险认识的演进，伴随着其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的不断发展，并借助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产生应对风险的方法和工具。管理思想史关于人类

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以及狄波拉·勒普顿（2016）和伯恩斯坦（2010）对人

类风险认知发展历程的描述，向我们勾勒出人类风险认知发展的轨迹。据此，本

研究从风险“可预测吗”、“可管理吗”、“如何管理”三个维度构成的思考线，

对人类风险认知及风险态度的演变脉络进行了梳理（图 2-1）。 

图 2-1 如何看待风险决定如何对待风险 

 

来源：作者整理        

 图 2-1 呈现了人类风险认知及其对风险态度演变的三个阶段，从风险是

来自外部的危险和打击——风险是天灾，到风险也可以从个体和组织内外部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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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还有人祸，再到全面反思现代性而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步入风险

世界——风险无时无处不在。狄波拉·勒普顿（1999）提出“风险的含义及其应

用的变迁与现代化的进程有关”，道出了是什么力量在驱动这一演变过程。 

风险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6世纪中期和 17世纪后半期的德文、英语引用之

中”（卢曼，1993），与航海保险有关，“特指一个客观危险的可能性、神的行

为、不可抗力、一场狂风骤雨或者其他不能归咎于错误行为的海洋风险”（Ewald 

1991）——正是 16 世纪之后，英国的圈地运动和美洲新大陆的地理大发现开启

了资本主义扩张、全球化的大航海时代。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如何认识和对待风险也受科学发展进程的影响。“现代

化基于 17 世纪启蒙运动中出现的概念，即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秩序的关键是通过

科学探索和理性思考获取对世界的客观认识。它认为社会和自然界遵循着的是那

些可以被测量、推理并最终可以被预测的规律（勒普顿，1999）。”这是 19 世

纪以来数理分析的工具思维长期主导风险管理，使量化管理成为主流应用的原因

之一。 

二、风险认知与应对方法的螺旋式演变 

图 2-2 所示，笔者引入简单-复杂、难计量-可计量两对关系的视角，从多

位学者（伯恩斯坦，2018；勒普顿，1999）对风险认知与态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

理中，展现出“如何认知风险决定如何对待风险”的另一特点。图中横轴代表人

类管理风险的情境从简单到复杂的动态发展线，纵轴代表人类对风险的认知从难

计量到可计量的动态发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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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风险认知及应对方法的螺旋式发展 

 

我们看到，人类的风险认知是在上述两组关系结构中螺旋式向前发展的。早

期，人们在简单、单一的风险情境下，比如航海、农作物欠收，认为风险是天灾，

是神秘的、不可抗的，因此风险的出现的概率和后果也是难以提前估量的。于是，

在第一象限内，风险是天灾，战略风险和经营风险难以计量，人们希望有办法弥

补那些一旦发生可以计量的损失：应对风险的手段以购买保险、对冲产品为主，

以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为目的。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保险和对冲手段所减少的损失，

都是风险爆发后减少或转移损失，而不是提前化解和避免。也因此，人们管理风

险的态度和行为伴随概率、统计等学科的发展，向丰富、精细化可计量方法、工

具的方向，也就是第二象限发展。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向前发展，人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人与组织与

社会的关系等等，就能衍生出各种复杂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现代化的自反性（贝

克，吉登斯，&拉什，1997）被充分揭示和探讨。人类管理风险的传统思路和方

法受到了挑战。尤其在全球化过程中长大的跨国公司、全球公司，沿用数理分析

和工具，发展出标准化的风险管理流程：从风险评估到风险治理，内部控制和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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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预测成为主流方法，并对拥有可量化数据的风险，如财务风险，在人财物力上

确保投入。也就是说，这些大公司，在应对复杂风险情境时直接走向依靠计算机

技术和数据辅助来管理风险的第三相限，将那些难以量化管理的风险置之身后，

如战略风险和以人为性、复杂性等为特点的操作风险。这种情形导致 20 世纪至

今，金融市场上发达的风险管控工具、模型，用掉了企业风险管理的大量预算，

那些难以计量的风险，则难以获得重视、难以获得资源，被企业拖延、搁置，直

至爆发危机，形成米歇尔·沃克（2016）所说的灰犀牛狂奔、黑天鹅突降景象。 

尼古拉斯·塔勒布（2012）针对第二象限的情况，呼吁对不确定性风险进行

反脆弱管理。所谓反脆弱，就是管理组织的脆弱性，增强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下

的生存能力。但塔勒布提出并论述的是一套理念，能不能以及如何在大型科层制

企业落地，还有待在实践中发展出可操作的方法并得到检验。 

从风险管理实践层面看，不是没有企业留在第二象限进行探索。20 世纪 50

年代稻盛和夫创建京瓷时就创建了分布式组织形态的阿米巴经营模式（稻盛和夫，

2019）；海尔的人单合一工程，使海尔从大型科层制企业的恐龙式身架变身为“组

织无边界、管理无领导、供应链无尺度”的网络平台型企业（曹仰锋，2017）。

京瓷和海尔都是大型制造企业，在第二象限管理不确定性上，一个先知，一个后

觉，其分布式组织结构，重构了生存方式，变身为与不确定性环境共生的利益共

同体中的有机组成，实现“以最小结构拥抱最大弹性”。划小经营单位，激活团

队及员工个体，以分布式组织结构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环境的，还有华为、小米、

腾讯（陈春花，2015）等，这些企业也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实践。 

停留在“复杂/可计量”和“简单/可计量”两个象限的企业最多。这两个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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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是“内部控制/概率预测”之主流风险管理模式大量应用之地。 

三、与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相伴 

中世纪及之前，人们无法解释自然界灾害和意外事件为何产生，人类的生产

方式简单，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及其行为也相对简单，尚未形成风险可以管理、

必须管理的认知，对风险是被动接受的态度。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什么是风险”，认识的范围扩大，从中细

分出一些可以采取措施去应对的风险。16世纪，保险作为缓解外部风险损害、补

偿经济损失的方法被发明和应用。除了以购买保险的方式来应对自然灾害、意外

事件和由经济活动产生的风险，还产生了对冲风险的方法如期货并很快普及。在

这一进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诸如数量模型、统计方法以及计算机信息技术被广

泛应用，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冲动同时增强，沿着工具理性的路子，不断丰富

和提升应对风险的方法和工具。在 18 世纪到 19 世纪期间，“概率和统计科学被

发展成为计算标准和鉴别偏离标准的手段（Hacking，1990）”， “利用概率数

学中的新理念，风险这一概念开始被科学化（勒普顿，1999）”，概率预测和内

部控制逐渐成为预测和应对风险的主流应用，量化管理成为企业风险管理的必选。 

从管理学发展历史看，伴随工业化进程形成的科学主义理性话语霸权，是量

化管理方法长期主导企业风险管理的原因。彭新武（2018）在其新近出版的《西

方管理思想史》中，对科学主义理性话语霸权做了系统的分析和梳理，指出“定

量研究与实证分析导致管理学艺术性与管理个性的消失。”由于“大量采用数学、

运筹学与统计学等数理知识，公式、数字、符号，稍有想象性、模糊性的艺术语

言便被主流管理学者排斥在外。如此一来，彰显了管理学的科学性，同时也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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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管理学的艺术性（彭新武，2018，307页。” 

在将近 100年前，风险的概念根据是否能够量化而出现了分化。奈特（1921）

等学者对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做了明确的区分：“可以用概率量化的可变

性最好被视为‘风险’，而完全不能被量化的可变性最好被视为‘不确定性’（克

劳伊 et. al.，2016，第 7页）。”其后包括前景理论在内的大量研究均揭示了人

类不理性决策及其行为会导致难以理性判断的不确定性。 

伯恩斯坦（1996）指出，人们喜欢量化风险是因为长期以来人的决定和行为

的影响被忽视：“人类总是被设想成理性的（丹尼尔·伯努利把理性描述为‘人

类的本性’），这使得事情简单化，因为理性使人类的行为像大自然一样可以预测”，

也使得“量化诸如偏爱或厌恶风险等主观事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是毋庸置疑

的。(伯恩斯坦，2014，269-270页)” 

欧阳瑜（2012）回顾过往文献时发现，所有风险评估方法的核心都是概率的

观念，倚赖统计数据库作为实证科学的根据，并且试图将特定风险概率予以个别

化、量化，作为风险决策的辅助指标。而企业普遍使用的“风险识别、风险分析

和风险衡量”三段式风险评估，其中包含的认知为：风险是可以计算的，可以透

过事件的规律性，推论事件发生风险的可能性（Ewald, 1991）。基于这种认知，

那些没有规律可循、无法提供数据用以计算的不确定性，就不会在风险管理视线

中出现， 即便出现，也可能因为无法进入风险评估流程，被视而不见。 

Write（1995）、Frosdick（2006）针对传统理性途径常用的风险评估方法与

工具所做的文献探讨表明，这些理性系统管理工具都以概率原则为基础，大多将

风险视为存在于实体世界的一个外在的客体，因此预设分析人员是基于传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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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概率原则，客观地进行风险评估，而大多数用以辅助风险评估的信息科技，多

是以计算（computing view）或工具（tool view）观点导入组织的（Orlikowski, 

2001）。这种将风险视为客观外在的认知，满足了风险评估理性、客观的要求，

却屏蔽了人与组织的决策与行为在操作风险成因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样的风险评

估，对于以人为性为特点而人性复杂、人心难测的操作风险来说，偏离风险的真

正成因甚至脱靶，也就不足为怪。 

由上可见，科学技术发展促进了概率预测等风险管理量化方法的发展，企业

风险管理概率预测“当家”根深蒂固。就操作风险而言，风险评估的概率原则还

屏蔽了基于人的决策和行为的主观因素，这必然导致量化管理方法对操作风险人

为性因素要么转化为可以理性分析的确定性，要么视而不见。 

四、操作风险进入监管视线 

从操作风险被明确当作一个独立风险类别来加以对待开始，监管规则成为强

化操作风险量化管理的推动力量。 

操作风险伴生于人类的经营活动，是最古老的风险，但人类真正将操作风险

当作独立类别，因其独有特性而实施专门化管理，始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II。原

因是上世纪 90 年代金融机构爆发多起恶性欺诈事件，尤其具有 200 多年历史的

巴林银行因此倒闭，震惊世界。操作风险带来的远超出损失本身的影响，迫使国

际银行业监管组织不得不正面这一特别的风险类型。 

国际学者考量了操作风险与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的不同特点（欧阳瑜，2012）：

其一，操作风险是跨领域且多样化的，可能从各种潜在来源引发，是高度差异化

且容易在彼此间、与其他类型风险之间产生交互作用的风险（Milliga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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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helt and Unteregger, 2004）。其二，风险收益（Risk-return）的逻辑可以

应用于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却难以应用于操作风险，因为缺乏相近的财务指标

（De Koker, 2006）。其三，操作风险镶嵌于全公司的不同业务流程，差异性极

大，往往被视作一种公司层级的活动，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管理项目（Buchelt and 

Unteregger，2004; Rao and Dev，2006）。操作风险因为这些特点，恰恰在大型

科层制企业目标责任层层分解、各行其是的管理格局中，是最难被认真对待和化

解的。  

伴随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有关操作风险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推进，操作风险区别

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一些重要特征也被国内学者所关注。其一，操作风险最

引人关注的特点是非对称性、厚尾性——有害无利且后果凶险，直接威胁企业的

生存与发展。其二，操作风险的人为性，即与人的决策和行为密切相关（Beck，

1999）。如操作失误和欺诈，是中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主要表现。其三，操作

风险同时又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更因为操作风险涉及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

试图用一种方法来覆盖操作风险的所有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四，操作风险还

与法律、合规风险，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与声誉风险等，相互关联、相

互影响（魏国雄，2005；李志辉 et. al.，2005；郝晓玲，&于秀艳，2014）。 

有关操作风险的认知，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制度性压力下，学者关于操作

风险特点的研究产生了分化，量化导向和控制导向成为操作风险研究的主流，而

被量化管理忽略的操作风险人为性、复杂性以及风险交互等特点，虽有学者研究

和呼吁，这类观点并未能进入业界实际操作的视线，只是停留在学术层面。 

五、风险认知中的两种思维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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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导向和控制导向也在助长两种思维惯性。一种是“损失可控”的思维惯

性与火鸡效应，另一种是用量化方法管理不能量化的不确定性。 

通常，企业在财务上将风险理解为相对于预期损失（预期成本）而言的意外

损失（意外成本），认为真正的风险是“以完全意外的形式突然发生的成本，或

者一些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并占用我们的预期支出的成本”（克劳伊，et. al.，

2016）。由此，企业运用统计工具“来定义风险敞口的程度和潜在成本”，即对

可能发生的意外损失进行预测，并决定是否承受和在多大程度上承受。由于操作

风险问题无法与经营活动隔离，意外损失及敞口的风险认知无形中使企业产生一

种信念：必须将意外损失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因此，管理风险的重点不是提前

防范风险，而是控制风险爆发后造成的损害，控制财务损失的量。 

米歇尔·克劳伊等（2014）发现，事实上“风险管理不能持续防止市场混乱

或公司治理失灵导致的企业会计丑闻”，尽管操作风险被纳入资本充足率监管，

现实中金融领域那些与操作风险干系重大的事件仍不断爆发，不可控的损失事件

依然在上演。塔勒布（2008）用黑天鹅来命名这些小概率、大规模风险事件，但

指出这些事件通常都事前有迹可循却被人们视而不见。其后，塔勒布（2012）提

出火鸡效应，引用英国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的火鸡理论（Russell's 

Turkey），来说明人们无法提前洞见黑天鹅风险，是因为风险管理习惯于“从过

去判未来”——以历史数据预测未知风险。企业谋求损失可控而将视线聚焦于历

史损失数据，那些历史上不曾发生的情况就被屏蔽在风险管理的视线之外。 

查尔斯·汉迪（2006）将我们今天置身其中的信息社会描绘为“一个充满‘非

理性’（Unreason）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 的时代”，“唯一可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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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就是一切都无法预见；非连续性变化需要非连续性的颠覆性思维来应对”；

“要想雕塑未来，就必须大胆地‘想象那些原来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并做出一些

原来看似缺乏理性的行为’”。实际情形是，时至今日，一方面“操作风险的建

模、计量和管理，对数据挖掘和金融 IT 技术手段的依赖日益加深”（钟伟、顾

弦，2012）；另一方面操作风险的量化遭遇多种困难，诸如涉及政策、过程等因

素难以量化；不同事件和类型的发生概率、损失程度存在差异；衡量损失采用历

史数据，但银行的经验数据有限；操作风险爆发产生的声誉损害难以量化；低频

高损事件难以衡量；经验数据具有事后性、判断具有随意性，等等。学术界基于

极限理论对量化管理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已有量化模型存在的缺陷做出修正”，

而作为对操作风险量化方式的补充，国际银行业广泛采用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

其可置信程度又在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期间屡次受到怀疑，危机“总是能有效地

证伪我们所做的，要么压力不足，要么测试有误（钟伟、顾弦，第 3页）。 

因此，沿着“损失可控”的思维惯性，企业以控制财务损失为目标，以量化

管理为手段管理操作风险，结果并不令人如意，“目前没有哪种方式能令人满意

地衡量操作风险”，“甚至连致力于精密方法的银行也怀疑它们的操作风险数字是

否真实反映了其绝对风险水平，以及这些数字能否反应操作风险趋势（例如，全

球金融危机中操作风险引起的损失增加）（克劳伊.et.al.，2014，第 321-322页）。” 

综上所述，在人类风险认知演变进程中占据了主流的量化导向、控制导向管

理方法，面对操作风险这一独立类别时，遭遇了人为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等数

理方法和工具难以量化的特性，需要拓展研究视野，跳出量化导向、控制导向的

惯性。其中，如果将人为性作为一种主观能动性因素，就应对操作风险复杂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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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的管理方法而言，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待深入。 

六、风险分析研究中对系统思考的呼唤 

在对风险社会、风险问题的系统思考方面，乌尔里希·贝克（1986）的观点最

有影响力，他认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处理现代化的自身引起的危害（hazards）

和不安（insecurities）的系统方式”，贝克关于风险社会和现代化自反性等论

述也都是基于系统思考。德内拉·梅多斯（1993）在《Thinking in Systems: A 

Primer》中提出的八种常见“系统基模”——政策阻力、公地悲剧、目标侵蚀、

竞争升级、富者愈富、转嫁负担、规避规则和目标错位，梅多斯称之为常见的陷

阱和机会，这些系统基模，为风险认知与评估提供了系统思考的范例。塔勒布在

《Skin in the game》（2019）中提出风险共担，意指“不同的市场参与者所承

担的风险收益极不匹配，风险在不同的承担主体中呈现极强的非对称性，久而久

之就会导致系统的不平衡，进而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塔勒布针对非对

称风险提出的风险共担思想，无疑是将系统思考朝着系统性治理的方向前进了一

步。 

上述系统思考观点对风险管理的贡献不言而喻，当前防范系统性风险成为风

险管理领域的共识。然而，具体到企业层面，识别和评估基因型（Saleh et. 

al.,2010)风险所需系统思考、系统理论方法的应用，仍有不足。 

（一）控制问题与系统理论方法的应用 

Saleh, Marais, Bakolas, &Cowlagi（2010）在事故因果关系和系统安全的

文献回顾中，提出了事故分类基因型风险缺失的问题，这种缺失导致基因型风险

难以揭示、更难以治理，由此，上述作者建议将系统安全视为“控制问题”，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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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统理论方法分析安全与事故原因。 

“事故可能是由两个完美运作/可靠的部件之间有缺陷的相互作用造成的”；

“事故可能来自于‘系统部件之间功能失调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部件故障。

尽管它们在现代软件密集型系统中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但这些交互式故障模式

‘比部件故障事故受到的关注更少’”——Saleh et. al.在文献综述中引用上述

观点来说明，要理解安全和事故因果关系，理解处理技术和社会技术系统中的部

件、子系统和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属性和特征，系统理论方法是不可

或缺的。 

该篇文献综述指出，基因型事故原因缺失的成分，部分由概率风险评估（PRA）

的发展予以弥补；而深度防御和安全屏障概念则强调，为防止、遏制或减轻事故

而沿着潜在的事故轨迹“故意插入的安全元素”，以此作为 PRA的重要补充。 

“沿着潜在的事故轨迹‘故意插入的安全元素’”的做法，值得基因型风险

隐患的识别和评估予以参考。当事故轨迹跨出职能边界、组织边界时，推导、分

析事故轨迹的过程，就是系统性思考风险传导的过程。从安全事故语境换到风险

识别与分析语境中，潜在的事故轨迹，就是风险传导路径，故意插入的安全元素，

就类似于风险情境设计。这可以理解为系统理论方法运用的雏形，但只是作为

PRA方法的补充，用于风险分析与评估。能否延申到风险治理环节中，虚拟的风

险情境和传导路径有没有必要、能不能作为风险治理的对象，仍有待探索。 

（二）系统反馈回路原理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系统反馈回路原理来源于系统科学老三论，即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它

揭示了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导致风险的问题怎样在不断自我加强的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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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中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控制。因此，系统反馈回路被普遍用

于系统动力学建模，以预测宏观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生态及企业经营等各种系

统运动的结果，金融领域则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来揭示、预测风险。但迄今未见系

统反馈回路被用于非量化手段治理操作风险。 

检索与系统反馈回路相关的风险管理文献，结果显示，系统反馈回路相关的

研究寥寥。可参考的研究有：用于解决项目管理三大痛点的“按期、按质量、按

预算的系统动力模型”（杨朝仲等，2019, 第 97-100页）；将一个系统抽象成因

果 图 的 方 法 ， 对 于 改 变 人 对 复 杂 问 题 认 知 的 作 用 （ Giabbanelli, 

Philippe; Tawfik, &Andrew，2021）；反馈回路：让你的员工有能力做正确的

风险管理决定（Cooper, &Todd，2011）；评估跨国跨市场溢出效应的“金融市场

的溢出效应和欧元区的系统性风险反馈回路”（Bratis,，&Georgios.et.al.，2016）

等。这些相关研究中，《反馈回路：让你的员工有能力做正确的风险管理决定》

的方法最贴近操作风险治理，至少，针对员工个体的操作行为（不跨边界的情况

下），促使员工根据信息反馈自我优化操作行为卓有成效，对于那些被改进和优

化的问题行为即风险隐患而言，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操作风险自主治理。

然而，该方法在需要跨职能、跨层级、跨组织边界治理的情况下，对于基因型风

险可能力有不逮甚至无能为力。 

第二节 操作风险管理的主流思想 

传统的风险管理方法，一直是以概率预测为前提的。操作风险作为独立类别

被管理和研究，始于 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II将其纳入资本充足率监管。资

本充足率监管，直接将操作风险管理引入了量化主导的方向。而大型企业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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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风险管理，沿着内部控制路线，也不断强化着以控制为主导的方向。 

一、操作风险管理的量化导向 

所谓量化导向，本质上是一种理性思维下运用数理方法和工具管理风险的取

向，即，将风险和不确定性转化为可以用数据、模型、算法进行衡量的结果，以

此来进行风险决策。量化导向的风险管理方法，一定程度上为人们应对风险、减

少和避免风险损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方法有：保险，对冲，概率预测

——使用统计工具来定义风险敞口的程度和潜在成本（克劳伊 et. al.，2014），

以及资本充足率监管下的损失计量方法与模型等。 

由于操作风险损失的非对称性，以及与经营活动不可分割的特点（郝晓玲, 

&于秀艳，2014），常规的风险对冲、概率预测等方式并不适用。操作风险需要探

索适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法。因此，自 2004 年作为独立风险类别纳入资本充足

率监管，管理操作风险就首先和计量损失、备好风险资本划上了等号。巴塞尔新

资本协议考虑操作风险的特征，对操作风险管理方法未作硬性规定，为金融机构

的自主探索留下了空间。 

（一）资本充足率监管激发了损失计量研究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Ⅱ明确定义了操作风险的七种类型，并公布了三种损失计

量方法：基本指标法（BIA）、标准法（TSA）、高级计量法（AMA）。2017 年版《巴

塞尔协议Ⅲ》将此前公布的操作风险计量方法简化为一种“去复杂化”、“去模型

化”（汪冬华,&徐驰，2019）的风险敏感型标准计量法，计量公式为“操作风险

资本要求 =业务规模参数 *内部风险乘数”。其中，业务规模参数

（Businessindicator component, BIC）定义为业务规模（Business 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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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边际系数（marginal coefficients）的乘积，业务规模为利息、租金和分红

部分、服务部分和金融资产部分三者之和，计算中使用相关的收入或资产规模；

内部风险乘数（Internal lossmultiplier, ILC）是业务规模参数（BIC）和损

失参数（Loss Component, LC）的函数，后者是银行过去 10年平均操作损失的

15倍，LC/BIC的比例越高，内部风险乘数（ILC）越高。简而言之，银行的整体

业务规模越大，单位业务规模的历史操作风险损失越高，操作风险加权资产的测

算值越高（鲁政委，2017）。 

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制度化压力，使得操作风险的研究方向，更多地跟追随资

本充足率监管的需要，集中在操作风险预测模型与损失测量（Allen，2007；

Chapelle，2008；Chavez-Demoulin，2006），以及操作风险事件对市场价值的影

响（Perry，2005；Cummins，2006；Gillet，2010）等方面。  

操作风险专业杂志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isk，自 2006年创刊至欧阳

瑜（2012）统计时截止，所发布的约 130 篇相关文献中，95%以上都是以建立量

化数理模型为主，以探讨如何管理操作风险为议题的文章屈指可数。 

金融机构导入操作风险管理的常态性（normative）解决方案，也多以应用

量化技术角度为主要着眼点，如建立一致性的操作风险参数框架、建置或导入操

作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等（欧阳瑜，2012）。各家企业管理顾问公司均建议银行导

入或建立信息系统来进行操作风险管理。如德勤（Deloitte）会计事务所提出的

最佳实务建议，就是将各项操作风险管理工具的运行和参数架构，都建立在信息

系统上，通过系统收集的损失资料或内部经营管理资料，都可用于未来进行量化

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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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操作风险伴生于企业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监管力量的推动，理论界对

损失计量方法、模型的研究，对金融机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起到了正面促进作用。

经过国际银行业在操作风险损失计量等方面的多年探索、积累经验，至 2017 年

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Ⅲ发布时，不仅优化和精简了损失计量方法，提高了风险敏

感性，还通过计入操作风险历史损失数据的方法（鲁政委，2019），倒逼金融机

构将更多心思用于提前管理操作风险、减少损失事件的爆发上。 

（二）新计量方法推动事前管理风险 

一份由兴业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鲁政委，&何帆，2018)显示，随着中国银

行业务的多样化、创新化，银行业务操作的复杂程度日益提高，相应操作风险也

有所上升。而与此同时，金融监管力度也不断加强，操作风险损失中的重要部分

——监管罚款频率增加、额度上升。这意味着，资本充足率监管方法卓有成效地

将压力传导到商业银行，只解决了操作风险“要不要管理”的问题。如何管理，

却留待实践者和研究者继续探索。 

巴塞尔协议Ⅲ（2017）的操作风险资本计算方法，回应了操作风险与监管处

罚同步上升的趋势。鲁政委、陈昊(2019）认为，包括监管处罚在内的历史损失

数据纳入操作风险资本的计算，意味着当前发生的监管处罚或其他操作风险损失，

未来都将影响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资本要求。企业必须下功夫探索行之有效的方

法来管理操作风险，走出操作风险“可计算损失才可决策管理”的误区，摆脱形

式合规的惯性。 

开展操作风险管理，难度还不仅仅是损失计量等问题。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

议第二支柱的要求，银行需建立坚实的管理流程，“将不可计算的不确定性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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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以计算的风险，作为理性决策的基础。”然而 Power（2007）指出，对于处理

不确定风险的解决方案，只有在对知识有高层次的组织并形成共识的情况下，才

会有好的运作。因此，操作风险管理要能真正镶嵌于组织实务，要面对的乃是认

知与组织双重变革的挑战。 

（三）损失计量有待解决的问题 

过往研究显示，资本充足率监管只是开启了操作风险研究的认识论的阶段，

要有效地管理操作风险，还需要进入方法论阶段继续探索。 

1、风险管理系统失灵问题 

有学者及时警示了风险管理系统失灵的情况。在单一理性思维下导入风险管

理系统的企业中，灾难性风险事件仍然防不胜防（欧阳瑜，2012），对此，（Beck, 

2004年； Emblemsvåg，2010；Ericson，2007；Gerber，2005；Stewart，2004；

White，1995）等多位学者指出，忽略影响风险的复杂社会环境因素，忽略人性

特点，是导致风险管理工具失灵的主因，“应将人员的行为、信念、情感、判断、

组织脉络、业务流程实务细节、组织能力、企业文化等主客观因素对风险管理的

影响，一并加以考量”（欧阳瑜，2012）。 

鉴于操作风险列入资本充足率监管，执行的前提就是能够计量风险损失，解

决了“要不要管理”操作风险的问题，“如何管理”操作风险，则必须面对与人

为性相关的多种因素——如上所述“人员的行为、信念、情感、判断”等，这些

因素恰恰不是损失计量和计算模型所擅长的。 

2、非对称性和复杂性问题 

操作风险给量化管理出的难题，既有人为性问题，也有非对称性和复杂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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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助理的阎庆民（2012），在其专著《操

作风险管理：中国化探索》中指出，操作风险的非对称性和复杂性，并非纯粹的

计量手段就可以解决： 

其一，非对称性。操作风险纯粹意味着损失，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伴生，却无

法通过承担风险来获得利润。因此，操作风险是一种管理成本，而非利润来源。

其二，复杂性。对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银行可以借助业务产品组合的多样化

效果降低整体风险，改善风险回报分布。但对于操作风险来说，多样化不仅不能

降低操作风险，反而会放大操作风险，因为业务越复杂，操作难度越大，发生损

失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操作风险的控制和缓释往往必须通过管理来实现，而

不能依靠纯粹计量的手段。 

阎庆民（2012）进一步梳理了操作风险复杂性为损失计量带来的困难：一是

操作风险作为对银行各个业务领域全覆盖的风险种类，任何岗位、流程、人员都

可以是潜在操作风险的来源；二是操作风险边界界定存在模糊地带而致难以定性，

损失数据不易收集；三是损失大小难以确定，哪些风险应该被界定为操作风险，

其损失中多少应该计入操作风险，由操作风险间接引起的损失能否计入等，此外，

操作风险尚未形成成熟的认定机制，涉及法律诉讼的事件到能定损往往历经数年。 

3、风险资料的收集处理问题 

风险资料最为人诟病的是对于资料的质量缺乏管理，同时更缺乏可靠的历史

资料以供评估（Stewart，2004；Emblemsvåg，2010；Power，2004）。 

由于人为不确定性风险在定义、责任归属、错误或损失的概念，与潜在的风

险管理裁判权上，往往都是相互建构的（Power，2007），操作风险在资料收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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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既需要比传统风险管理更先进的风险计算，也需要创建新的制度以跨部门收

集资料。而现有组织资料收集的制度化型态带来「偏狭视野」，以致于一些在其

框架之外的其他显著异常现象不被注意和觉察到（欧阳瑜，2012）。 

操作风险资料收集还会触碰并可能遭遇企业现有文化的抵抗。Power (2007)

指出，操作风险管理的风险识别与资料搜集等实务操作，在组织内是一种建构性

的过程：员工能否接受新的资料搜集形式，组织是否有使用新资料的能力，都会

挑战组织既有的优势文化与规范。因此，只有带来员工既有认知、行为与组织的

改变，才能称之为健全的操作风险管理实务。  

（四）量化管理的盲点与错觉 

风险与人的决策和行为密切相关，风险伴生于人类的决策和行为，但人类面

对风险和制造风险时却都选择了对人的决策与行为的漠视。回顾人类探索风险的

千年历史，伯恩斯坦（1996）指出人类面对风险时的一个重要的现象：人类决策

和行为的非理性长期被忽视，人们偏爱删繁就简的方法，来面对复杂性、不确定

性。而从公地悲剧和风险社会的视角看，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制造风险，今

日的风险正来源于昨日的理性决策（Hardin，1968；Beck，1999）。 

这两种态度形成了一种类似剪刀差的局面：在制造风险时漠视、放任人性自

私之理性，使得公地悲剧变成风险社会难以治理的顽症；而面对风险、治理风险

时却一厢情愿地选择删繁就简，热衷量化管理而回避人性自私之难题。两股道上，

人性自私和漠视自私，都被放马驰骋。 

欧阳瑜（2012）对有关量化管理方法局限和欠缺的文献梳理，反映出有关研

究中揭示出的量化管理诸多盲点。一是量化管理的还原论思维屏蔽整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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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1995）,量化风险管理的方法与技术，多半来自理工（engineering）

学科，较少关注风险感知、文化偏见和人员沟通的失败等（Gerber, 2005）社会

性议题。二是依赖模型和计算导致对新出现、需要立即反应的风险失察（Ericson，

2007）；风险技术的流程主义会大幅降低对风险信息完整的揭露 Hopkin（2010）。

三是过度依赖系统，会产生许多看上去安全的假象或当作借口，在其他地方就放

松对风险的管理（Stewart，2004）；四是风险管理工具往往只管得到直接风险，

却考虑不到只有深入内部业务流程才能侦测出的间接风险（Ericson，2007），并

且，信息科技在进行风险计算的同时，也成为不可计算之人为风险的载体，其本

身也会创造不确定性风险（Power，2007）。 

过往研究还发现了由量化管理产生的三种错觉： 

一种错觉是将人的行为当成自然规律去预测。“人类总是被设想成理性的—

—丹尼尔·伯努利把理性描述为‘人类的本性’——这使得事情简单化，因为理

性使人类的行为像大自然一样可以预测。”伯恩斯坦认为，这样的认知“导致了

许多来自自然科学的术语被用来解释经济和社会现象。量化诸如偏爱或厌恶风险

等主观事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是毋庸置疑的。”而前景理论与行为经济学的

发展都证明了伯恩斯坦（1996）的观点：“随着文明的发展，大自然的反复无常

已经不那么重要，反而是人类的决定更加至关重要。” 

另一种错觉是以历史数据“洞见”未来风险。伯恩斯坦（2010）指出，“我

们仅仅剩下计算机显示的一系列精密的数据。因此，基于非线性模型和计算机操

作的预测工具就会遭遇和传统概率理论相同的障碍：模型的原始材料就是过去的

数据。”然而“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都无法想象的概念输入计算机呢？我们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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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未来的数据输入计算机，因为我们不可能获得这些数据。” 

第三种错觉是忽略了计算机只会回答问题并可能支持决策错误的事实。伯恩

斯坦洞察了计算机科学主导下的风险管理技术使用不当的潜在危害：“在我们凝

视滚动的页面时，我们如此全神贯注以至于忘记计算机只是回答问题，并不能提

出问题。只要我们忽略这一事实，计算机就会支持我们概念上的错误。” 

综上，量化管理的方法，因其诸多欠缺而无法有效管理操作风险。 

二、操作风险管理的控制导向 

鉴于“操作风险根源往往在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不适当的管

理或运作习惯”，完善的内控机制就成为操作风险管理流程控制的必然要求（阎

庆民，2012）。而推动企业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机制的监管手段是信息披露，以

此强制企业改善财务报告的质量，保护投资者利益。 

中美内部控制监管的发展均经历了从有限监管到全面监管的阶段。 

图 2-3 中美内部控制监管制度发展阶段 

 

作者整理。资料来源：陈骏《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监管效果研究：形式合规抑

或实质有效》 

中国借鉴国际监管经验，结合中国企业实际，制定、颁布了完备的内部控制

规范体系，从制度规范到配套指引再到解释公告和操作指南，形成了能够涵盖国

有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规范框架体系。这一框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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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务实、健全”而得到世界银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国际会计师联合会

以及美国 COSO等机构的国际同行专家的充分肯定（池国华，&朱荣，2018）。 

内部控制监管对于规范上市公司和大中型企业风险管理流程，无疑发挥了应

有的作用。但监管效果是否实现企业内部控制初衷，至今存疑。陈骏（2016）认

为，作为一种企业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内部控制在监管要求之下，以强化公司

治理、防范欺诈与舞弊、保护投资者利益为目标，已经偏离了企业风险管理的本

来面目。即便防欺诈成为监管关注的重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事件也是生生不息，

难以遏制。企业与内部控制监管的互动，不仅偏离了风险管理的初衷，还演化出

两种非监管预期的结果。 

（一）形式合规，问题照旧 

上市公司执行内部控制规范时，很容易因遵法合规而迷失风险管理初衷。

Ericson（2007）与 Hopkin（2010）指出，鉴于风险管理往往根据政府的法律规

章进行，企业在进行风险管理时，往往错把遵法合规当成目的而非手段，让最佳

法律实务逻辑接管，阻挡了组织风险管理知识的建立，造成组织的新风险。其典

型表现是过度倚靠遵法与控制，采用错误的假设，以为控制与监督历史性资料，

就足以改变组织内部成员的行为。 

陈骏（2016）以 2006-2011 年间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所

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内部控制监管在带来额外遵循成本的同时，可能仅实

现了“形式合规”的目标，内控信息披露无法传递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可靠信号。

该研究的经验证据表明，“企业因遵循内控规则而发生的额外成本显著增加，但

这类成本的支出与其内部控制质量未呈现显著的相关性，即企业并未根据内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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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质量的高低投入遵循成本，而更可能是为了达到其‘形式合规’的真正目的”。 

陈骏的研究表明，形式合规，是企业遵循内部控制监管规则并与之互动形成

的结果。当企业选择以形式合规来遵循内部控制规则时，企业所采取的行为就在

形式合规与合规之间划上了等号。当形式合规等同于合规时，企业很难再花费成

本和精力去预防和控制风险，内部控制作为操作风险的流程控制机制，就会流于

形式。当企业将内部控制的初衷扭曲为大一统的形式合规目标时，那些隐藏在形

式合规外衣下的风险问题，就真正获得了继续生长的空间—— 

【形式合规=合规】→风险问题获得庇护→“灰犀牛”风险长大直至爆发 

这也是内部控制监管之下，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事件依旧生生不息且金额巨大

的原因之一。 

（二）高压管理，事后惩罚 

时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的阎庆民（2012），通过对驻华外资银行操作风险

管理实践的案例研究，并与国内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实践进行对比，对中国商

业银行“大内控”环境下开展操作风险管理的难点问题进行梳理，提出了两个需

要在日后实践中去摸索解决的问题。 

一是“大内控”管理与操作风险特点的不契合。所谓“大内控”，指的是企

业专门设立相关部门进行内控管理，如合规部门，对所有事务的合规情况进行管

理，合规与否成为企业经营活动的准绳之一。由于“内控管理主要依靠牵头部门

根据相关规定对各部门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而操作风险却伴生于企业日

常经营活动和经营决策的过程，更为注重流程化管理。 

二是内控管理的高压性与操作风险特点也不契合。比如中国商业银行极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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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内部控制，对于案件防控普遍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而操作风险与经营活动、

经营决策难以分割，操作风险的损失难以避免，零容忍即意味着“将操作风险完

全消灭”，对操作风险管理而言失去了可操作性。 

不仅如此，以“大内控”统筹合规管理，企业对高压管理和事后惩罚形成依

赖，使得一直被诟病的内部控制“只重视发现错误而非预防错误”——如重大财

务舞弊、公司治理缺陷、对会计准则的蓄意操纵——在高压管理的惯性中，以“发

现错误、事后惩罚”的模式得以延续。 

三、风险治理非量化与自主性方法探索不足 

从上述诸多问题、错觉和盲点而言，量化导向和控制导向一定程度上弱化了

风险问题的防范化解，即风险治理，主要表现为非量化与自主性方法探索不足。 

（一）量化方法存在治标不治本缺陷 

量化管理依赖历史数据。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资本充足率监管手段要求

使用操作风险事件损失数据来计量风险。损失数据的本质是风险事件已经发生并

产生了可衡量、可统计的财务后果，也就是说，资本充足率监管锁定的是历史数

据可呈现、可预见的风险。这意味着，企业动态发展过程中不断孕育和遭遇的新

风险，风险事件损失数据不能直接揭示的“见木不见林”风险——整体性风险、

结构性风险和基因型风险，都被屏蔽在操作风险管理视线之外。因此，量化导向

使操作风险管理产生了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缺陷： 

不能被识别的风险，既谈不上应对，也谈不上治理——事前防范与化解，对

风险治理方法的探索更无从谈起。而任何风险缺失了风险治理，孕育和触发风险

的问题将始终存在，风险管理必然沦入治标不治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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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缺陷提醒我们，由外部监管压力主导的量化管理，对复杂

多样、跨边界孕育和传导的操作风险而言，范围有限，作用有限，老问题、新问

题都在导致风险事件持续上演。要弥补治标不治本的缺陷，操作风险管理需要突

破量化管理的局限，面向风险源头，探索非量化的治理方法。 

（二）内控方法鼓励形式合规、被动遵循 

如果说量化导向弱化了企业事前治理风险的动力，控制导向则弱化了企业事

前治理风险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前述 Ericson（2007）、Hopkin（2010）和陈骏

（2016）、阎庆民（2012）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内部控制的管理方法实质上在

鼓励企业 “踩点得分”、“形式合规”。这种迎合监管要求而机械、被动遵循的合

规行为，禁锢了作为风险治理责任主体——人，在化解风险问题上的自主性和创

造力。操作风险本身因其复杂多样、跨边界等特点，就难以通过量化管理的历史

数据来识别，其人为性特点——由组织及其成员决策与行为引发，又因为机械、

被动遵循合规行为而抑制了人的自主性和创造力。 

一方面，以跨边界、复杂多样为特点的操作风险，缺乏与之相适应的非量化

源头治理方法；另一方面，以人为性为特点的操作风险，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

在源头治理上的主体作用和创造性反而被忽略，缺乏与人为性相适应的自主性源

头治理方法。这种内在的矛盾，成为操作风险管理的另一种缺陷——最需要激发

人的意愿和作用却限制了人的自主性和创造力。 

因此，内部控制的方法，在操作风险源头治理上不仅作用有限，反而起到限

制的作用。操作风险管理需要在遵循内控合规的同时，探索释放人的自主性和创

造力的源头治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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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量化和控制导向下操作风险源头自主治理探索不足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三）非量化方法释放人的创造力和自主性 

当我们认识到量化导向、控制导向的主流思想，给操作风险管理带来的诸多

局限，并确认操作风险源头治理因此而缺失了非量化和自主性方法的探索，就有

必要进一步理解非量化方法与自主性方法在风险治理上的关系。 

其一，非量化方法突破历史数据的限制，在风险识别、问题解决过程中，人

基于经验和知识的判断就大有作为空间。这成为激发风险治理自主性和创造力的

前提。其二，释放人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将操作风险人为性从不利变成有利的方

法，可使操作风险源头治理效率最大化。换言之，让离风险问题最近、身处风险

孕育和触发场景中的人觉醒，能够就地识别问题，升维思考风险传导，以系统眼

光寻求解决方案——这样的方法更有可能实现风险治理路径最短、成本最低、难

度最小。 

因此，非量化方法作为操作风险量化管理的必要补充，怎样成功地使操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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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人为性从“肇事”角色转变为“治理”角色，值得更多关注和更深入的研究。 

综上所述，操作风险源头自主治理之道，需要更多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

如何使操作风险源头治理在企业得到真正的重视？如何使操作风险从内部控制

“要我做”，走向源头自主治理“我要做”？什么样的方法能充分发挥人的自主

性和创造力？要回答这些问题，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操作风险的“人为性”，以

及理论层面针对操作风险人为性所作的观察和探讨。 

第三节 操作风险的人为性探讨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II》将操作风险划分为“内部欺诈，外部欺诈，就业制

度和工作场所安全，客户、产品和业务活动，实物资产的损坏，营业中断和信息

技术系统瘫痪，执行、交割和流程管理”七种类型。根据巴塞尔委员会对这七种

类型的解释，操作风险大多与人为因素相关，或主观故意的欺诈，或非主观故意

的失误，或由设计缺陷、管理问题等造成的流程中断、系统失效。 

钟伟（2012）指出，操作风险管理必须洞察人性：“风险计量是科学，风险

管理也许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操作风险很大程度上，需要我们洞悉人性，

去促使人性不至于因个体的贪婪而让机构陷入险境；去让人性不至于因从业的懈

怠而面对风险熟视无睹；去让人性既具有遵守规则的约束又具挑战规则的激励。”

那么，如何认识操作风险人为性的问题呢？ 

一、东西方哲学关于人性的认识 

组织管理实践中，现代化的大企业体系庞大、结构复杂、层级繁多，组织成

员动辄数以万计，如何管理人为因素导致的风险，人性复杂与人心难测一直是个

掩藏在各类风险背后的难题。从思想层面对管理实践的影响来看，哲学思想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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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善恶之争，弗洛伊德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理论，有限理性与公地悲剧以及

前景理论等，都对管理者如何认识操作风险的人为性有所启示。 

孔子认为人性有善恶，孟子有性善论，荀子有性恶论，基督教教义有原罪说。

人性善恶之争，体现在人类行为在价值取向上究竟是利他还是利己。性善还是性

恶，在中国发展出儒家和法家的管理思想；基督教“原罪”说，认为人生来就有

贪婪、嫉妒、傲慢、仇恨等罪性，在西方发展出法治思想，在西方企业管理实践

中发展出完善、细致的控制规程。风险管理实践中，内部控制成为主流的做法，

也印证了控制人性之恶对成员行为和组织风险的重要性。 

弗洛伊德（1923）的人格理论认为，人格是有结构的，由本我（id）、自我

（ego）和超我（superego）及其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其中，本我是人格结构

中最原始部分，如饥、渴、性等。自我在个体迁就并习得如何在现实中获得需求

的满足时发展而成。超我是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接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而逐渐形成，

包括自我理想的道德标准和良心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自我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

约束本我的冲动，调节和缓解超我带来的压力。 

当本我、自我和超我处于协调和平衡状态时，不仅人格是正常发展的，人的

行为也是被组织和社会规范所接受的，人与组织、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协调的。然

而，这并不表明所有人都会满足于这种协调的状态，仅仅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还不能解释有些人打破平衡谋求更多个体利益的行为。而这样的人往往是操作风

险的“肇事者”，典型如内外部欺诈等。 

从行为动机看，即便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也不能完全解释少数人打破平衡

的行为。遗传基因中的某些因素如犯罪倾向，难以事前识别，不在本论文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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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暂且不论。 

二、个体决策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 

操作风险与组织及其成员（部门、团队或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有关，组织成

员决策的理性与否，为理解操作风险人为性难题提供了观察视角。 

（一）决策者的有限理性 

决策理论学派赫伯特·西蒙“有限理性”及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必

要的观察视角。西蒙在《管理行为》（1947，1957，1976）中提出，管理人囿于

其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的限制，在实际决策中无法求得最优解，通常会寻求

满意解。而怎样的解决方案是令决策者满意的，同样受限于个体的知识、信息、

经验、能力，以及价值取向等的综合作用，不同的人衡量满意解的标准会有所不

同。 

Knight(1921)指出，“根本的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才是

有限理性的根基。西蒙之后，一些学者沿着这一思想，进一步甄别了西蒙“不完

全信息”和 Knight“根本的不确定性”之间的不同（Georgescu-Roegen，1971）、

（Shackle，1961）、（Slater,& Spencer，2000）。这些研究结果帮助我们认

识到，“根本的不确定性”是企业管理操作风险的真正难题。 

（二）面对不确定性时的非理性决策 

组织到底能不能驯服不确定性？这要看组织中的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如

何决策。前景理论给出了出人意料的答案。 

诸如“心智会计（mental accounting）”、“模糊规避（ambiguity 

aversion）”等现象，前景理论（卡尼曼，&特沃斯基，1979）关于行为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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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研究发现，“揭示了人类在对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做出决策和选择时所反复

表现出的不理性、前后矛盾和无能的状态（伯恩斯坦，2010），”并将这些违背

理性决策模型的行为模式“归因于人类的两种缺点：第一，冲动经常破坏自我控

制，而自我控制是理性决策的基础；第二，人们经常无法完全理解他们所做的事

情，他们所经历的是心理学家们所说的认知困难（伯恩斯坦）。”卡尼曼和特沃

斯基用“不变性的缺陷（failure of invariance）这个短语来描述：相同问题

以不同形式出现时，人们的选择是前后矛盾的（不一定不正确）”，并且，“不

变性的缺陷比人们通常认识到的情况要广泛得多。” 

前景理论研究证实了人在面对不确定性结果时前后矛盾、非理性决策的特点，

受限于寻求安全感的心理机制和认知困难。一方面，人们面对不确定性做决策时

因为厌恶损失和自负，会一意孤行延续错误决策，另一方面，规避模糊信息或情

境，而听从自己能够明确和简化的信息来做出决定——“当面临复杂问题时，人

们会使用计算出的捷径并且校对自己的操作（卡尼曼，特沃斯基，1992）”；“某

个事件已被判断的概率取决于对这个事件描述的清晰性”，除非“认为自己有能

力或是只是渊博”，否则人们不会“对模糊的信念下注”（特沃斯基，&福克斯，

1995）；当对相同问题的描述被给出不同的参考点时，人的偏好会在参考点影响

下，诱使其做出自相矛盾的判断；而如果信息过多，也会“阻碍和歪曲决策。”

（伯恩斯坦，2010,第 224-227页） 

前景理论揭示的“确定效应”、“反射效应”、“迷恋小概率”、“参照依

赖”等现象，反映了大多数人面对不确定性进行决策时不仅是非理性的，甚至是

偏向于“赌”的一面：在确定的收益和“赌一把”之间，多数人会选择确定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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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确定的损失和“赌一把”之间，多数人会选择“赌一把”。买彩票赌自己

会走运——面对小概率的赢利，多数人是风险喜好者；买保险赌自己会倒霉——

面对小概率的损失，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等等（孙惟微，2010）。 

（三）个体与整体的利益冲突：劣币驱良币与公地悲剧 

西蒙和马奇（1958）在《组织》一书中，将“决策人”作为一种独立的管理

模式，认为组织成员都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合理地选择手段的决策者。在本研究

关注的全网传播恶性事件中，决策人的有限理性及其“满意解”的道德底线失守，

可能导致两种类型的局部损害整体的结果： 

一种是局部行为催生出“劣币驱良币”（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又

称 Gresham's Law，16 世纪英国财政大臣格雷欣提出）的局面，企业中局部行为

损害整体利益，或企业行为伤害行业的发展。如三聚氰胺事件中三鹿低价竞争、

攻城略地，将国产乳制品行业拖入泥淖，陷入失去中高端奶粉市场的十年。 

另一种是公地悲剧（Hadin，1968）在企业内部或行业中上演。所有与操作

风险高度相关的恶性事件，其爆发的代价都是企业整体埋单：严重的声誉损害、

大面积的市场丢失、消费者头也不回地离开。如鸿茅药酒跨省抓捕事件，一次针

对个别人的出警行动，导致鸿茅药酒这一拥有 300多年历史的传统中药品牌被污

名化，企业销量断崖式下降，到年底总计跌去了 60%。 

上述两种局部损害整体的例子，都源于组织中的成员——个体或局部决策人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收益最高，或成本最低，或方法最简单等。这样的行为，

具有刻意性或者恶意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5%A5%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4%E7%BB%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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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操作风险管理人为性相关的研究 

跟随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操作风险进行监管要求，过往研究在如何管理操作

风险方面，主要关注操作风险的损失计量（计算风险资本），也有研究考虑了人

为性因素，如人与组织因素（HOF）、基于活动的风险影响因素（RIF）、事故因

果关系与安全价值链等。本研究在文献检索中，通过文献综述类研究，重点关注

了与操作风险管理及源头治理相关的三类研究。 

一、考虑人与组织因素（HOF）的风险分析 

Yang, Haugen, & Li（2017）对以结构化方式整合人与组织因素所作的文献

综述，梳理出 11 个风险影响框架，并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这些框架和模型

进行了审查。这 11 个框架分别为： 

MACHINE（使用层次影响网络的事故因果模型）(Embrey,1992)；SAM（系统

行动管理）(Paté-Cornell,& Murphy,1996)；X-因素模型（Mosleh et al.，1997；  

Goldfeiz, 1999）；I-RISK 综合风险（Papazoglou et al., 2002）；ORIM（组织

风险影响模型）(Øien，2001a,2001b）；BORA（障碍和组织风险分析）(Aven et 

al.,2006)；HCL（混合因果逻辑）(Røet al.，2009)；RISK_OMT（Vinnem et 

al.,2012)；SoTeRiA（社会-技术风险分析）(Mohaghegh et al.，2009；Mohaghegh

和 Mosleh，2009）；Phoenix (Ekanem等人，2016)，以及 WPAM（工作过程分析模

型）（Davoudian et al.，1994）。 

由于传统的量化风险分析方法（QRA）未能将组织因素很好地纳入到风险模

型中，上述框架“通过将组织因素的间接影响建模到风险图景中，来反映软因素

对技术系统绩效和人的行为的影响，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X. Ya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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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指出了这些框架的不足：（1）所有的框架都旨在通过修改事件树（ET）

和故障树（FT）中单个事件或事件集的输入，将组织的间接影响纳入 QRA（量化

的风险分析），其中一些框架具有量化的潜力，但仍处于相对抽象的水平（如

SoTeRiA, Phoenix）。这意味着，将人与组织因素代入量化模型，量化效果是不

尽人意的。（2）上述模型在开发基本风险影响模型时假定风险影响因素（RIF） 

是独立的，忽略了实际使用中交互效应的存在。RIF之间存在交互效应，意味着

一个 RIF 将对基本事件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取决于另一个 RIF 的状态（Aven 

et al.，2006）。要“识别和量化大量潜在因果因素与具体观察到的影响之间的

因果关系”，必然要面对 RIF 之间交互作用所带来的难度”（Klinke 和 Renn，

2002 年）。 

RIF 难以量化且存在交互效应，也是操作风险人为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反

映，即，在大量潜在风险因素与可直接观察到的影响之间，因果关系并非显而易

见。考虑人与组织因素的影响是必要的，但未必只有纳入量化框架一条途径。上

述框架将人与组织因素纳入风险分析量化模型的方法，其结果不仅勉强量化效果

有限，还必然会遭遇 Xue Yang et al.和 Klinke 和 Renn所说的问题，不能反

应风险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不能真正“识别和量化大量潜在因素与具体观察到

的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 

Bley et al.早在 1992 就指出，“任何未能检验组织因素的模型都肯定会低

估总体风险，低估风险程度”。走量化路线来识别和分析人为性、复杂性、多样

性的操作风险，其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尽管几十年来 HOFs 的建模备受关注，

但这些量化模型分析方法，都未能解决其对于操作风险有关人为性、复杂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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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等问题。那么，沿着非量化路线探讨更有针对性的分析方法就很有必要，并

且，基于人与组织因素，不仅需要探讨非量化方法来识别、评估操作风险，还需

要考虑人为性特点，探索如何激发风险责任主体自主治理操作风险的方法。 

二、基于活动的风险影响因素（RIF）分析 

Rosness（1998）指出，通过识别风险影响因素（RIFs）并用于建模的风险

影响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地确定减少风险的措施，进而改变风险影响因素的状态，

以此来降低风险水平。考虑 HOFs 分析框架对操作风险人为性、复杂性的力有不

逮，X. Yang et al.（2017）将风险影响因素的方法聚焦到“活动”视角，提出

了“基于活动的风险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基于活动的 RIFs 方法更为贴近操作风险分析和治理的需要，因为日常风险

的变化主要是由活动驱动的（Haugen，&Vinnem，2015），分析与日常操作相关的

风险，需要考虑人对机器和环境的干预等不同方面的风险。X. Yang et al.研究

运营期间与活动相关的风险分析的风险影响框架，目的是“评估如何使用现有框

架对与活动相关的风险进行建模”，用以识别运营规划决策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在探索哪些类型的 RIF 可能是与活动相关风险分析的基础，审查 QRA （定量风

险分析原则和指南，ISO，2009）能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活动相关的风险分析时发

现，当前执行 QRA 量化方式，无法提供与活动相关之风险的大部分信息。原因

是“建模更侧重于减少后果的措施，而不是减少频率的措施。当首要任务始终是

避免事故，而不是在发生事故时减少后果时，影响危险事件发生频率的因素的许

多变化实际上对 QRA 结果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Vatn，& Haugen，2013 年）”。

为此，X. Yang et al.将活动后果风险（ACR）、活动绩效风险（APR）和时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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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PR）（Yang，& Haugen，2015）引入到了基于活动的风险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中，并认为具有 ACR、APR、PR 指标的风险影响方法，可能是建模和评估活动绩

效风险以及具有局限性的期间风险的良好替代方案，后续研究将更多地关注通过

操作风险指标来量化活动绩效风险和期间风险。  

基于活动的风险影响因素（RIF）方法，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前述 HOF 模型

的局限性。但 X. Yang et al.认为这种基于建模的量化方法更适用于分析运营

规划风险。也就是说，虽然基于活动、代入 ACR、APR、PR指标发展了 HOFs方法，

可用来分析运营规划风险，但能否适用于操作风险分析和治理尚未可知。可以确

定的是，这个替代方案使用的是仍然基于建模的量化方法，不能降低操作风险人

为性、复杂性、多样性给大量风险因素量化评估带来的难度，尤其是针对操作风

险人为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如何有效进行源头治理的方法，仍是基于活动的

RIFs方法尚未触及的领域。 

三、事故因果关系分析的两种视角 

事故因果关系分析诸多研究中，有两项成果可以响应 HOFs 和基于活动的

RIFs的不足。一是事故分类缺陷与“基因型”概念的提出，二是“安全价值链”

在系统安全风险分析中的应用。 

事故因果关系的研究，是操作风险管理研究值得关注的领域。那些众所周知、

影响巨大的事故，如导致重大伤亡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两艘波音 737MAX 高空

坠机事故；造成重大环境破坏的埃克森瓦尔迪兹石油泄漏事故；挑战国家技术实

力象征的挑战者号、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爆炸，都可以视为操作风险爆发的结果。

这些高可见度事故引起了研究者对系统安全和事故因果关系研究的重视。 Sal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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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ais, Bakolas,& Cowlagi（2010）所作的文献研究，概述了有关系统安全与

事故因果关系的当代主题和思想，指出了其中的局限性和当前挑战。在这份“关

于事故因果关系和系统安全的广泛但零散的文献的简短指南”中，关于基因型事

故分类、安全价值链的讨论，对基于人为性特点进行操作风险评估和管理，有着

启示和借鉴。 

（一）事故分类不能缺失“基因型” 

Saleh et al.的研究指出，在安全事故的调查中，事故或事件通常根据其后

果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类。如事故灾难根据导致的死亡人数进行定义，这种与事故

事件后果相关的基于阈值的分类，解决了事故事件的“表型”，却不能揭示其结

构性潜在原因或基本机制，即事故事件的“基因型”。换言之，大量潜在风险因

素与可直接观察到的影响之间，其因果关系往往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故分类中缺

失了基因型，风险分析是很难识别这种类型的风险的。 

该研究援引美国化学工业的例子说明，系统事故发生的频率比媒体报道的要

多得多，而且它们发生诸如化学工业、石油和天然气、采矿、制造和运输行业等

各个部门。美国化学工业在 1994年至 2001 年间向环境保护署(EPA) 风险管理

计划报告了 1970 起事故，这些事故造成超过 10 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并影响到

总共有 200,000 多人不得不撤离的大型社区。据报道这些事故造成大约 2000 人

死亡和受伤，6000 多人需要医疗。然而从 EPA 数据库 RMP*Info中收集到的统计

数据却显示，在报告事故的 1205 个设施中，有 29%在同一报告期内发生了多起

事故，5%在此期间经历了 5次或更多事故。Saleh et al.认为，这种高事故倾向

表明，在系统设计和技术缺陷、运营或员工失误、组织行为和管理缺陷的结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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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理解系统事故的起因和预防可能存在重要缺陷或基本的局限性。 

Saleh et al.指出，对于“事故事件的潜在后果、高伤亡人数、环境损害和

经济处罚以及伦理/道德考虑”，是事故事件的表型，但仅仅因为事故事件的表型

而关注系统安全是错误的，系统安全研究和实践的最终目标应由事故事件的基因

型驱动，以防止事故在未来（再次）发生。 

Saleh et al.关于事故事件高能见度、表型与基因型的讨论，一方面揭示了

事故因果关系分析的分类缺陷，而这种缺陷，对操作风险管理而言普遍存在。根

据监管要求，操作风险管理普遍通过事件损失数据来计量风险资本，这正是基于

能见度的表型方法。表型基于结果，基因型则基于原因，尤其是结构性潜在原因

和基本机制问题。操作风险管理需要表型与基因型两者兼备的方法，虽然巴塞尔

新资本协议对操作风险的定义包含了类似“系统设计和技术缺陷、运营或员工失

误、组织行为和管理缺陷的结合（Saleh et al.，2010）”的表述，现实中却是

损失计量表型方法一头独大。 

另一方面，基因型风险因能见度低而难以直接揭示，其在事故分类的缺失，

意味着很多时候不被揭示，因而“系统安全其实是脆弱并且更容易受到损害的”。

也就是说，识别和治理操作风险，需要探索更容易揭示基因型风险的方法，比如

如何扩大视野、升维审视、系统思考，以提高组织及其成员对基因型风险的感知

能力，过往研究已经有所提示。Saleh et al.在文中阐述了安全屏障的概念和深

度防御的原则，并指出这两个概念都强调了“应该故意插入”潜在的事故轨迹，

以防止、遏制或减轻事故。这种提高基因型风险感知能力的方法，对于防范、遏

制、减轻低能见度的结构性、系统性风险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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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注安全价值链之上的人 

在讨论“谁应该对事故原因和系统安全感兴趣”时，Saleh et al.的文献探

讨引用了安全价值链（safety value chain）的概念，意在为事故分析导入一个

“识别和消除故障原因与机制的前瞻性目标”。 

Saleh et al.引用一篇文献的观点——出于一种内在的诉讼审视倾向（an 

intrinsic litigation aspect），对事故因果关系的回溯容易陷入“识别罪魁祸

首”和“分配惩罚”的双重目标——来说明，这种“追责→惩罚”的倾向的两个

副作用：一个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妨碍从事故中正确学习；另一个是对诉讼

的恐惧会导致对事故或事故前兆的隐瞒，而错失组织学习、检测不安全条件和趋

势的机会。这意味着“追责→惩罚”倾向下的事故因果关系分析，更注重事后惩

罚，而忽视事前的风险治理。 

对此， Saleh et al.提出，有必要将事故因果分析的目标设置为识别和消

除故障原因与机制，以“识别那些对事故预防和系统安全维持做出贡献的人。这

些人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影响和促进系统安全”。 

关于如何识别对安全价值链有不同影响的人， Saleh et al.引入的时间尺

度，有助于帮助我们发现那些与基因型风险相关的人，这些人及其对风险的影响，

在因果关系的分析中不一定都能看得见。一是安全的尖端与安全的钝端，安全的

尖端指短时间尺度的影响，安全的钝端则相反。“例如，一个核电站的操作员被

说成是在核电站‘安全的尖端’操作，而该核电站的经理则是在‘安全的钝端’

操作 ”。二是关注在更长时间范围内对安全价值链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如，管理

层是安全价值链中的重要利益相关者（Turner，1978），运营商不应再被视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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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安全价值链的唯一参与者（Perrow，1984）；再如在更长时间范围内对风险教

育发挥作用的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Turner 和 Perrow扩大了系统安全价值链

的范围，他们都认为，导致事故的因素不应该只在事故发生时的时间范围内寻找，

还可以延伸到过去。 

第五节 研究缺口 

一、操作风险人为性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缺失 

欧阳瑜（2012）在其论文《Managing Knowledge of Risk in Organizations: 

An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中，对风险理论研究进行了宏观梳理，操作风

险人为性研究的缺欠跃然纸上。 

表 2-1  不同风险理论途径对风险的预设 

 

资料来源：欧阳瑜（2012）整理 

根据表 2-1，研究方向和内容直接指向操作风险人为性的是风险平衡理论

（心理学途径）和文化理论（人类学途径），风险社会（社会学途径）的研究涉

及人为性，但其指向为工业化进程中有组织的决策和行为。这三个途径的研究，

都涉及操作风险的人为性，但都没有在方法论的层面形成可用于实践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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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企业谋求利益最大化并追求不断发展的特性而言，经济学途径的量化管理

方法，在企业得到广泛应用有着天然的基础。即便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操作风

险的监管，也只能用计量风险损失的资本充足率方法，通过触动企业核心利益来

推动。因此，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途径要产生能为企业接受的方法，不融入

企业这种有机体的生存逻辑中来探索，就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管理操作风险在方法论的探索上，不能回避人性特点，不能无视人的决策和

行为与复杂环境的动态互动规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跳出量化导向、控制

导向的思维局限，在更多维的视野中去探求适合操作风险人为性特点的方法。而

自巴塞尔新资本协议Ⅱ将操作风险列为独立类别纳入监管以来，操作风险研究主

要集中在损失计量和风险分析两个方面，探讨基于人为性特点的风险治理方法仅

有零星文献个案研究涉及，如《反馈回路：让你的员工有能力做出正确的风险管

理决定》（Cooper, & Todd，2011），这一研究触及到了控制论信息反馈原理对员

工优化操作行为来实现自主治理的作用，但仅限于员工个人操作的风险自治，尚

未触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基因型风险的治理。这一社区银行的个案研究，在金融

监管量化导向之下未能产生影响。 

二、弥补研究缺口的研究思路 

如何破解操作风险人为性症结，正如“解铃还须系铃人、心病要用心药医”

所言，需要突破现有量化导向、控制导向的思维框架，寻求贴近问题实质——人

的决策与行为——的策略及方法。所谓策略，目标指向“变被动控制为自主治理”，

有效补充量化管理欠缺；所谓方法，重在激活风险责任主体，来突破风险回路中

的 silo effect，实现基于人的决策和行为，以干预、阻断风险传导回路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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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主治理。 

由此，针对操作风险管理量化导向、控制导向方法的局限，结合个体决策有

限理性、非理性和自利的特点，并考虑操作风险基因型非直观不易揭示特点，以

及大型科层制组织天然具有的 silo effect 效应，本研究提出新的研究思路，来

弥补针对操作风险人为性管理方法的缺口： 

（一）自主治理风险的研究路径 

通过前面的文献回顾，本研究认为，过往文献中有关操作风险管理方法的探

讨，对如何破解操作风险人为性难题研究不足，而要真正有效管理操作风险，必

须跳出现有的量化导向、控制导向的思维框架，把操作风险人为性因素当作主观

能动因素来加以利用，沿着激活风险责任主体自主治理风险的方向来探索新的管

理方法。据此，本研究拟沿下述路径来聚焦、探索新的操作风险管理方法： 

（1）向风险责任主体自主治理风险的方向去探索。 

（2） 向自主治理操作风险的载体（主客体，即不断自我加强的操作风险系

统反馈回路为客体，回路团队为主体）及其主客体互动关系与过程的方向去探索。 

（3）向激励回路团队知识创造之非量化方法的方向去探索。 

（4）向回路团队如何跨边界治理风险、破解 silo effect的方向去探索。 

（二）本研究期望回答的问题 

根据研究路径，本研究尝试寻找以下问题的答案。 

（1）自主治理操作风险的主体，是怎样的组织型态？以怎样的方式运行？ 

（2）将操作风险系统反馈回路作为源头治理操作风险的客体，其治理形式

和方法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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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风险的系统反馈回路中，包括多个跨部门、跨层级、跨组织边界

的岗位，如何利用知识创造螺旋来激发这些岗位成员的隐性知识创造和转移？ 

（4）回路团队要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实现操作风险源头自主治理，需要组织

提供什么样的支持环境？ 

（5）企业能否创建新风险识别和回路团队自组织创建机制？如果不能，什

么样的因素使企业不去建立？ 

三、期待的研究贡献 

国内外诸多学者的研究显示，操作风险的人为性、复杂性、多样性，是源头

治理难的主要原因；忽略影响风险的复杂社会环境因素，忽略人性特点，则是导

致风险管理工具失灵的主因（Beck, 2004 年； Emblemsvåg，2010；Ericson，

2007；Gerber，2005；Stewart，2004；White，1995）。 

一方面，操作风险在量化管理的路上越走越远，损失数据的历史特性，使操

作风险管理在事后被动管理上越陷越深。Write1（1995）、Frosdick（2006）的

文献研究表明，传统理性途径常用的风险评估方法与工具，都以概率原则为基础，

将风险视为外在的客体进行风险评估；大多数辅助风险评估的信息科技，以计算

（computing view）或工具（tool view）为导向（Orlikowski, 2001）；操作风

险的建模、计量和管理，对数据挖掘和 IT 技术手段的依赖也日益加深（钟伟、

顾弦，2012）。这种将风险视为客观外在的认知，满足了风险评估理性、客观的

要求，却屏蔽了人与组织的决策与行为在操作风险成因中的基础性作用，导致基

因型操作风险的责任主体游离于风险评估视线之外。 

另一方面，学者对量化管理方法局限和欠缺有研究和呼吁，诸如量化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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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论思维屏蔽整体风险（White，1995）,量化风险管理的方法与技术主要来自

理工（engineering）学科，较少关注风险感知、文化偏见和人员沟通的失败

（Gerber, 2005），这些风险管理工具能够揭示直接风险，却看不到需要深入内

部业务流程才能侦测出的间接风险（Ericson，2007），不能揭示称之为结构性潜

在风险和基本机制伴生风险的基因型风险（Saleh et al.，2010）。欧阳瑜（2012）

从文献梳理（表 2-1）中也发现，风险平衡理论（心理学途径）、文化理论（人类

学途径）、风险社会（社会学途径），这三个途径的研究，都涉及操作风险的人为

性，但都没有在方法论的层面形成可用于实践的成果。 

由上，基于操作风险人为性特点，过往研究在风险治理方法论上存在不足，

本研究尝试从三个方面的探索予以补充和扩展：一是探索激发操作风险责任主体

自主治理风险意愿的方法，扩展系统反馈回路理论在操作风险评估和治理方面的

应用；二是探索激发风险责任主体创造性，将操作风险人为性因素从不利转化为

有利的方法，扩展知识创造螺旋理论在操作风险源头治理方面的应用；三是探索

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如何产生适用于以跨边界为特点的整体性风险、结构性风险

和基因型风险的识别、评估与治理方法，解决操作风险评估与治理中的 silo 

effect问题。 

从实践层面，针对大型科层制企业如何实现操作风险源头自主治理，本研究

期望提供一套以回路团队为治理主体、风险回路为治理客体、以知识创造螺旋为

动力机制的可复制的方法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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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理论背景之一：系统反馈回路 

系统反馈回路，源于系统科学老三论，即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系统反

馈回路揭示了系统运行的重要规律，即事物运行中，一些问题怎样在不断自我加

强的循环中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控制，因此，系统反馈回路被用于系统动力学

建模，以预测系统运动的结果。本研究中，系统反馈回路作为一种系统观，是思

考操作风险源头治理的出发点，也是风险回路管理团队——回路团队概念的由来。

系统反馈回路,是支撑本研究所有观察和讨论的底层最基础的理论。 

一、操作风险回路 

（一）风险回路概念及其来源 

风险回路指的是，酝酿、形成并使风险不断积累和强化的系统反馈回路。 

系统反馈回路是系统科学对系统运行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总结。杰伊·福瑞斯

特指出，“信息反馈控制系统是所有生物和人类行为的基础，从缓慢的生物进化

到最先进的卫星发射……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无论是个人，还是某个行业或

社会，都离不开信息反馈控制系统。”德内拉·梅多斯（2012）认为“系统中存在

一种控制机制……这种作用机制是通过反馈回路来运作的。”她指出，“一个反馈

回路就是一条闭合的因果关系链，从某一个存量出发，并根据存量当时的状况，

经过一系列决策、规则、物理法则或者行动，影响到与存量相关的流量，继而又

反过来改变了存量。” 

反馈回路有两种，增强回路和调节回路。增强回路的作用是不断放大、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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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像滚雪球一样，可能是良性循环，也可能是恶性循环，马太效应指的也是

这种现象。调节回路则使系统存量的水平保持稳定，不偏离系统目标，如“导弹

的自动制导、水库的蓄水和放水、人体对血糖浓度的调节。”梅多斯认为，我们

的世界“充满了自动复位的调节回路”（梅多斯，2012）。 

（二）回路原理在操作风险管理中应用的意义 

当企业找到酝酿、累积并不断增强风险的系统反馈回路时，针对反馈回路的

运动规律，就可以寻求化解风险、让导致风险的问题不再继续长大的方法。 

人类从大约十六世纪开始认识风险、对冲风险，到今天要全面管理风险，已

经进行了数百年的实践。至今，企业只要推行风险管理，或强调风险管理，所使

用的关键词，都是“控制”、“防控”，而不是“化解”。“化解”一词在中国大范

围使用，始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十九大——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从现

在起到 2020年，“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

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就企业而言，如何从“控

制”、“管控”转变为“化解”，需要探索新的方法，需要企业进行创新实践。A公

司“重大风险穿透式管理”项目的回路团队试点，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然而，与“化解”相比，企业过去一直是“控制”、“管控”的思维。控制和

管控，顾名思义，都是由上而下、由外而内施加力量，来控制风险责任主体的行

为。也就是说，企业用增量的方法来控制存量中的问题，而不是在存量中就地解

决问题。现在，风险管理的目标由管控、控制变成化解了，意味着企业要回到风

险的源头去解决问题，过去以控制为导向的方法不适用了。企业需要在存量中就

地解决问题、化解风险的方法，在体系超大、结构超复杂的大型科层制企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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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拿来就用。 

二、回路团队及其功能 

（一）回路团队概念及组建方式 

回路团队的全称，是风险回路管理团队，依据风险回路涉及到的岗位，将在

岗人员组织起来，按团队方式开展工作。在组建团队之前，对这些岗位逐一进行

过评估，从中识别出对管理风险回路具有重要作用的关键岗位和协同岗位，所有

关键岗位和协同岗位的在岗人员，自动成为回路团队的成员。 

回路团队不是行政编制的团队，也不是矩阵式的团队。它依据特定风险情境

下探查出的风险回路来组建，因此，它的结构是不规则的，因为每个风险回路的

路径都不一样。 

（二）回路团队的职责与任务期限 

回路团队的职责也和行政团队、矩阵式团队不同。他们的工作对象是风险回

路，他们的工作职责是与团队其他成员协同，化解或控制回路中孕育风险的驱动

因素，并改善、优化回路的运动方式或结构，使回路中不利的增强动力受到调节，

使回路运行保持均衡或稳定。 

由于回路的运行没有固定的岂止期限，每个风险回路也有所不同，所以每个

回路团队的任务期限都是个性化的，从识别回路、组建团队开始，到回路中的风

险被化解或被某种机制稳定控制住为止。即便风险被化解或稳定控制住，只要回

路存在，团队就存在。这和矩阵式团队不同，矩阵式团队通常有明确的任务起止

期限，任务结束，团队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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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路团队的自主治理功能 

回路团队依托系统反馈回路组成，具有系统运动的特征。 

梅多斯（2012）指出，“系统通常具有自组织的特性，具有塑造自身结构、

生成新结构、学习、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能力。即使是非常复杂的自组织形式，也

有可能产生于相对简单的组织规则。”“这种可以使自身结构更为复杂化的能

力”，是构成系统适应力的基础。 

自组织的这些特性，可以帮助回路团队调节、优化反馈回路的结构和运动，

与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形成良性互动。 

回路团队的自组织功能是履行重大风险穿透式管理职责的利器。系统的自组

织功能，最精巧的就是人体的防疫机制。人体是有机系统，细胞军团分工协同，

层层把守，就地消灭入侵的细菌和病毒等。这个免疫过程是在“外敌”入侵时自

动触发的，并非由人的大脑发出指令后才得到执行。但识别“我”与“非我”的

防疫机制，已经预装在细胞的基因密码中，执行保护人体的任务。组织也是活的

有机体，回路团队就是被激活的免疫细胞，其实施源头治理的关键，是就地化解

孕育风险的问题，避免问题在系统反抗回路的自我加强循环中不断积累和放大。 

大型科层制企业推行重大风险穿透式管理，需要回路团队的自组织功能，也

需要形成不断识别新风险并创建回路团队的自组织运作机制。 

第二节 理论背景之二：知识创造螺旋 

在与特定风险情境相依的风险回路中，动态性地管理操作风险的系统反馈回

路，将遭遇组织现有规则和边界的约束与限制，从而激发有关风险问题与不确定

性的内隐知识转化、放大并重构风险认知，形成一个知识创造螺旋式的过程。 



 

66 

 

在 A公司 沿操作风险系统反馈回路开展工作的试点团队，可能在回路建构、

岗位评估等环节发生隐性知识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等过程，因此，本研究采

用野中郁次郎的知识创造螺旋理论，来观察回路团队在触碰到组织现有规则和边

界时如何向前推进，以寻找到治理该风险的解决方案。 

野中郁次郎（2019）在和中国读者谈知识创造与创新关系时指出，生活在创

新经济时代，置身于当前的动态环境中，“社会和环境中对商业事务有重大影响

的问题的相关性与复杂性日益增强。商业组织不仅反映客户需求或股东价值观，

还应密切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环境可持续和社会问题，这些都是其商业模式的

一部分。这样做给商业组织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为商业组织试图控制的要素越

多，就越难达成它们的目标。”这样的挑战，与根植于人的价值取向、决策和行

为的操作风险尤为相关。野中郁次郎认为，知识创造范式为组织创新提供了可行

的解决方案。这种范式，即由“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内隐化”构成的 SECI

知识创造模型，体现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相互作用创造新知识的组织范式。 

在竹内弘高和野中郁次郎（2005）的知识创造理论中，知识创造螺旋对回路

团队以跨边界的操作风险系统反馈回路为载体，进行风险治理具有指导意义。 

一、创造知识的两个维度与创造主体 

知识创造理论引用了迈克尔·波拉尼（Polanyi，1966）对知识的两分法，

将人类的知识分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两种，将这两种知识的相互作用作为知识

创造的关键动力（dynamics）来研究，并认为，组织知识的创造就是这两类知识

相互作用反复发生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根据知识两分法，野中郁次郎（2019）

进一步指出，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可以用正式的语言表达清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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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体之间正式且方便地传播，是西方哲学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知识模式，但难

以用正式语言表达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更为重要，它是与特定情境

相关的个人知识，根植于个体经验，涉及无形要素，如个人信念、观点和价值体

系。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惟有个体能创造知识，组织的功能是对富有创造性的

个体提供支持或为个体创造知识的活动提供有关情境。因此，组织层面的知识创

造应该被理解为：在组织层面‘放大’由个体所创造的知识，并将其‘结晶’为

组织知识网络的一部分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扩大的‘互动社区’之内，跨越

了组织、组织之间的层级和界限（竹内弘高、野中郁次郎，2006）。” 

二、知识创造螺旋 

（一）知识转化的四种模式 

人类知识是通过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社会化相互作用而创造和扩展

出来的。竹内弘高、野中郁次郎基于这一假设提出了知识转化的四种模式（图 3-

1），分别是：①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社会化（socialization）；②从隐性

知识到显性知识——外显化（externalization）；③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

组合化（combination）；④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内隐化（inter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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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知识转化的四种模式 

 

1、社会化：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 

社会化是共享经验从而创造隐性知识的过程，如共有心智模式和专业技能。

一个人不用语言，也能从其他人那里直接获取隐性知识。徒弟和师傅一起工作、

学手艺，不是凭借语言，而是通过观察、模仿和实践。在商业环境中，现场的职

业培训（on the job-training，OJT）基本上也采用了同样的原则。经验是获取

隐性知识的关键。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共享经验，一个人很难将他投射到另一个

人的思考过程当中。 

社会化的第一个实例来自本田公司的“头脑风暴营”（tama dashi kai），即

通过详细讨论来解决开发项目中遇到的难题的非正式会议。……在这些讨论中，

都会有一个要求：不要提缺乏建设性建议的批评，大家也会形成默契，即“批评

比给出建设性的意见容易 10倍”。……这样的头脑风暴营，不仅是进行创意对话

的论坛，还是参与者共享经验和增进互信的媒介。在共享隐性知识和产生新观点

时，这种形式特别有效。它采取非强迫的方式，却能够将所有个体的心智模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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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引导到同一个方向上。 

第二个实例来自松下公司，它展示了隐性的专业技能是如何进行社会化的。

公司开发自动家用面包机时遭遇难题，即如何实现揉面过程的机械化，而这主要

是面包师所拥有的隐性知识范畴。最终软件开发部的负责人通过观察、模仿和实

践，经过社会化过程，掌握了面包房厨师长的隐性知识。 

社会化同样发生在产品开发者和客户之间。事实上，在产品开发前和进入市

场后，与客户的互动都是一个永无止境、共享隐性知识和创造改进点子的过程。 

2、外显化：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 

外显化是将隐性知识表述为显性知识的过程。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创造过程，

因为隐性知识变成显性知识，以比喻、类比、概念、假设或模型的形式出现。当

我们试图将一个形象概念化时，主要用语言来表达其本质——书写是将隐性知识

转化为可以表述的知识的一种行为（Emig，1983）。可是语言表达往往是不适当、

不一致或不充分的。然而，形象和表达之间的这种差异与差距，有助于促进“反

思”（reflection）和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知识转化中的外显化模式，通常体现在概念创造的过程中，并由对话或集体

反思引发。创造概念的方法就是把演绎和归纳结合起来。 

在知识转化的 4种模式中，外显化是一把打开知识创造之门的钥匙，因为它

从隐性知识中创造出了新的显性概念。我们怎样才能有效且高效地把隐性知识转

化为显性知识呢？答案就在于可以依次使用比喻、类比和模型。比喻是一种通过

象征性地想象另一件事，来感知或直觉地理解一件事的方式，……也是创造新概

念网络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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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类比可以协调比喻中固有的矛盾，通过突出两个不同事物的“共性”来

减少未知。比喻和类比经常被混淆。比喻是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主要是由直觉

和整体意象驱动的，其目的不是找到它们之间的差异。类比则是通过理性思考来

建立联系的，并且聚焦于两件事之间结构或功能上的相似性，当然也包括它们之

间的差异性。因此，类比有助于我们通过已知来了解未知，并弥补意象和逻辑模

型之间的差距。 

3、组合化：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 

组合化是将各种概念系统化为知识体系的过程。知识转化的这种模式涉及将

不同的显性知识主体进行组合。个体通过文件、会议、电话交谈或计算机通信网

络这样的媒介来交换和组合知识。通过对显性知识进行整理、增添、组合和分类

（就像在计算机数据库中做的一样），重新配置既有的信息，由此催生新的知识。

学校里的正规教育和培训中进行的知识创造通常采用这种形式。BMA 教育是这类

情形中的典范。 

在商业背景下，知识转化的组合化模式最常见于中层管理者分解并实施企业

愿景、经营理念或产品理念时。在通过将编码的信息和知识关联组合来创造新概

念的过程中，中层管理人员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创造性地利用计算机通信网络和

大规模数据库，无疑会促进之实转化模式的发展。 

4、内隐化：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 

内隐化是将显性知识体现到隐性知识里的过程。它与“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密切相关。当通过社会化、外显化和组合化获得的经验，以共享心智

模式或技术诀窍的形式被内化到个体的隐性知识库中时，它们就变成了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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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然而，要想使知识创造在组织层面内发生，就需要让个体层面积累的

隐性知识与其他组织成员进行社会化转化，从而开启新一轮的知识创造螺旋。 

如果能将知识用语言表达或图形描绘成文档、手册或口头故事，对于让显性

知识转变成隐性知识就会大有裨益。写成文档能帮助个体内化他们所经历的东西，

进而丰富他们的隐性知识。此外，文档或手册也能促进将显性知识传递给他人，

从而帮助他们间接体验到他人的经历（即“再体验”，Re-experience）。 

有时候，不见得非要“再体验”他人的经历，内隐化才能发生。例如，阅读

和倾听一个成功的故事，就能使组织的某些成员感受到现实和故事的精髓，那些

发生在过去的经验可能就会变成隐性的心智模式。当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共享这样

的心智模式时，隐性知识就变为组织文化的一部分。 

扩大亲身体验的范围对于内隐化是至关重要的。……跨部门开发团队这一形

式，使其成员能够学习并内隐化超出其职能专业化的广泛开发经验。原型设计

（prototyping）也加速了开发过程中经验的积累，这也会引发内隐化过程。 

（二）知识螺旋 

组织知识创造是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不断动态地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

用是由知识转化的不同模式之间的变化决定的，而这些转变又是由几个触发因素

所导致的。 

1、知识螺旋及其创造的知识内容 

首先，社会化模式通常会从构建一个互动的“场”开始。这个场能够促进成

员彼此之间共享经历和心智模式。其次，外显化模式是通过有意义的“对话或集

体反思”来触发的，其中运用适当的比喻或类比，有助于团队成员将那些隐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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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言传的隐性知识表达出来。再次，组合化模式是通过把新创造的知识与来自

组织其他部门既有的知识进行“连接”来触发的，从而把它们结晶固化到新产品、

新服务或管理体系之中。最后，“做中学”触发了内隐化模式。 

每种知识转化模式所创造的知识内容（图 3-2），也不尽相同。 

图 3-2 知识创造螺旋所创造的知识内容 

 

社会化模式产生的称为“共情知识”（sympathized knowledge），如共享心

智模式和专业技能。在松下公司的案例中，揉面的隐性技巧就是共情知识。外显

化模式产出的是“概念性知识”（conceptual knowledge）。组合化模式产生的是

“系统性知识”（systemic knowledge）；内隐化模式产生的是关于项目管理、生

产工艺、新产品使用和政策实施的“操作性知识”（operational knowledge）。 

在知识创造的螺旋中，这些知识内容彼此相互作用。例如，通过社会化和外

显化，关于消费者需求的共情知识可以变为关于新产品概念的显性概念性知识。

通过组合化，这种概念性知识又成为创造系统知识的指导方针。系统性知识（例

如模拟新产品的生产过程）通过内隐化变成大规模生产产品的操作性知识。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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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验的操作性知识经常触发知识创造的新一轮循环。 

2、组织级知识螺旋 

如同竹内弘高和野中郁次郎（2006）所说，组织不能自己创造知识，个体的

隐性知识才是组织知识创造的基础。组织必须激发在个体层面创造和积累的隐性

知识。被激发出的隐性知识通过知识转化的 4 种模式在“组织级”上得以放大，

并在本体论维度更高的层面上结晶固化下来。……随着在本体论维度上升级，隐

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在规模上得到放大。因此，组织级的知识

创造是一个螺旋式的过程，从个体层面开始，通过扩大的互动社区，跨越团组、

部门、区域和组织的边界，不断地向前推进。 

（三）促进知识创造的条件 

竹内弘高、野中郁次郎（2006）系统论述了在组织层次上促进知识螺旋的五

种条件。 

1、意图 

组织的意图（intention）是知识螺旋的驱动要素。意图被明确定义为组织

对其目标的渴望。从组织知识创造的观点来看，战略的实质就是开发那些能够获

得、创造、积累及利用知识的组织能力。企业战略中最关键的要素是将愿景概念

化——指出应该开发哪些知识并将其纳入管理体系以备实施之用。 

组织的意图（organizational intention）为判断已知知识的真实性提供最

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组织意图，若想对觉察或创造的信息或知识的价值作出判

断，是不太可能的。在组织层级上，组织标准或愿景常常是意图的形式表述。这

些标准或愿景可以用来评估和论证所创造的知识，知识必须是价值取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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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创造知识，经营组织应该通过制定组织的意图，并向员工推荐这种意图

以便培育员工的献身精神。 

2、自主管理 

促进知识螺旋的第二种条件是自主管理（autonomy）。在个体层面，只要条

件允许，应该让组织的所有成员自主行动。通过自主行动，组织可以提高引入意

外机会的可能性。自主管理还可以提高个人自我激励去创造新知识的可能性。再

者，有自主精神的个人就好像是作为全息结构（holographic structure）的一

部分。在全息结构里，整体与每个部分共享相同的信息。源自自主性个人的独创

性想法在团队内传播，然后变成组织的意见。 

作为自组织（Self-organizing）的先决条件，组织是满足“最少重要规定”

（minimal critical specification）原则的系统（Morgan，1986），因此，应

该尽可能保证自主性。 

我们还可以将确保自主性的知识创造企业描述为“自创生系统”

（autopoietic system）（Maturana，& Varela，1980）。可以利用下面的类比来

解释这个系统。有机生物系统包括许多器官，这些器官是由许多细胞构成的。系

统与器官之间的联系以及器官与细胞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支配与附属，也不是整

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如同独立的细胞一样，每个单元控制着自身内部一直进行

的所有变化。不仅如此，每个单元以自我复制的方式确定其边界。这种自我参照

（self-referential）性质是自创生系统的精髓。 

与自创生系统相仿，在创造知识的企业里，在追求组织更高层次意图所表示

的最终目的中，自主性个体和小组将自己划定任务边界。在商业组织里，建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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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组织团队是营造个体可以自主行动氛围的有力工具。自组织团队应该是跨职能

部门，由具有不同组织活动背景的成员组成。在创新的每个阶段，日本企业经常

应用跨职能部门的多元项目团队。 

自主性团队可以履行许多职能，因此它将个人的视角放大，并提升到较高层

次，或者说上升一个维度去看问题并决定如何行动。 

3、波动与创造性混沌 

促进知识螺旋的第三种条件是波动（fluctuation）与创造性混沌。它们能

够促进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波动与完全无秩序不同，其特征为“无重复

的有序”。在初始时刻，这种有序的模式是难以预测的（Gleick，1987）。如果组

织对环境各种信号采取开放的态度，就可以利用信息的模糊、冗余和噪音对自身

知识体系进行改善。 

在组织内导入波动时，它可能“瓦解”（breakdown）成员在既有惯例、习惯

或认知上的模式。温诺格雷德和弗洛雷斯（Winograd，& Flores，1986）强调在

人类认知发展中，这种周期性瓦解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瓦解是指我们习惯感到舒

服的存在状态出现中断。面对这类瓦解时，我们有机会对基本思考方式和视角重

新检讨。换言之，我们开始质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基本态度是否正确。这个过程

需要个人对自己部分的深切投入。瓦解要求我们转而重视作为社会互动手段的对

话，以此帮助自己创造各种新的概念。这种由组织成员对当前假设前提进行质疑

和重新思考的“连续”过程，培育着组织的知识创造能力。环境方面的波动常常

触发组织内部的震荡，由此可以创造出新的知识。某些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从

噪音中创造有序”或“从混沌中产生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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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组织面对一场真正的危机时，如因市场需求变化或竞争对手大量涌现造

成绩效骤降，自然会出现混沌现象。这也可能是组织领导人通过提出挑战性目标，

试图在组织成员中唤起“危机感”而刻意地制造的结果。……这种刻意制造出来

的混沌，可称为“创造性混沌”（creative chaos），旨在增强组织内部的张力，

将组织成员的注意力集中在分辨问题及解决危机境遇上面。……若想实现明确地

表述问题，我们必须在时间和情境的某一点处，利用知识来建构问题。 

日本企业常常有意识地利用模糊和“创造性混沌”。高层管理者经常使用含

糊的愿景（或所谓的模糊战略），有意图地在组织内创造一种波动。……当高层

管理者的经营理念或愿景模糊不清时，这种模糊会导致执行人员“解读的歧义性”

（interpretative equivocality）。 

“创造性混沌”的益处只有在组织成员具备对自身行动进行反思的能力时才

能具体实现。如果成员不具备反思能力的话，波动就会造成“破坏性”混乱状

态。……创造知识的组织需要将这种行动中反思进行制度化，结晶在其使混沌真

正具有“创造性”的过程之中。 

高层管理者在经营理念和愿景方面的模糊，可以导致对公司决策基础的价值

前提或事实前提进行反思和质疑。 

独立的组织成员可以自设高目标，以提升自身素质或者为其所属团队增

光。……高目标无论由高层还是个体员工设定都会促进个人的承诺。 

在安逸的环境下，个人几乎不可能进行深刻的思考。智慧是从站立在悬崖绝

境、挣扎求生的人头脑里挤出来的……如果没有这种挣扎奋斗的精神，我们永远

也不可能追赶上 IBM 公司（Kobayashi，1985，第 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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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组织中的波动可能触发创造性混沌，正是创造性混沌诱发和增强个人

的主观承诺。……高层管理者可以有目的地引导波动，并让“解释的歧义性”在

组织的基层浮现出来。这类模糊所起到的作用是组织成员改变基本思考方式的开

端。它还有助于将个人的内隐知识明示化。 

4、冗余 

冗余（redundancy）是促进组织层面知识螺旋活动的第四种条件。对于那些

沉溺于高效信息处理或降低不确定性思维之中的西方管理者来说（galbraith，

1973），“冗余”这个词，鉴于其不必要重复、浪费或信息过剩等含意，也许听起

来有害无益。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冗余，是指组织成员在工作中并非马上需要的信

息存在。在商业组织里，冗余指有关业务活动、管理职责和整个企业方面的信息

有意图的重叠。 

分享冗余的信息，可以促进内隐知识的共享。在这个意义上看，信息的冗余

有加速知识创造过程的作用，尤其在概念开发阶段冗余格外重要。此时，表述出

深植于内隐知识中的各种形象对概念创造至关重要。在这一阶段，信息冗余促使

个体“侵入”彼此职能领域，而且以不同的观点提供意见或新信息。简而言之，

信息的过剩将“在侵入中学习”（learning by intrusion）带入每个人的知觉空

间。 

即使在等级森严的组织内，冗余的信息亦有助于创建不寻常的沟通渠道。所

以，信息冗余起到层级制度与非层级体制之间交换的促进作用。 

分享冗余信息还可以帮助个体了解他们在组织中所处的位置，反过来对组织

掌握个人思考与行动方向也有帮助。个体之间绝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松散地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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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连接在一起，每个人在整个组织背景占据一定的位置，因此，信息的冗余为组

织提供一种自我控制的机制，使组织朝一定的方向前进。 

5、必要多样性法则 

帮助提高知识螺旋的第五种条件是必要多样性（requisite variety）。根据

艾什比（Ashby，1956）的建议，如果组织想要迎接环境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其

内部多样性必须与环境的多样性及复杂性相匹配。倘若组织成员具有必要的多样

性，他们便可以处理许多不测事件，提高必要多样性，需要不同的信息联结方式，

敏捷地对信息进行综合，并在整个组织内部提高撷取信息的平等能力。为了让多

样性达到最大化，组织应该确保各个成员以最快的方式，通过最便捷的途径，获

取最广泛的必要信息（Numagami，Ohta，& 野中郁次郎，1989）。 

当组织内部存在信息差异时，组织成员便不可能同等地进行互动，这会阻碍

对新信息作出不同解读的尝试。 

花王公司设计了一种“生物功能型”组织结构。在此结构中，各组织单元彼

此协调工作，像有机生物一样，共同应对各种环境因素和事件。花王公司认为这

类协调的连锁反应是一种应对外部环境的理想方式。它相信这种“生物功能型”

结构有助于消除层级体制，并对培育组织的知识创造有帮助。 

开发扁平和灵活的组织结构，不同单元通过信息网络彼此联系在一起，是应

对环境复杂性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是经常地改变组织结构，以便对无法预测

的环境波动迅速作出反应，并且维持内部多样性。此外，经常对人员进行论调，

使员工获得多种职能知识，有助于他们应付多方面的问题和意外环境波动。 

三、创造知识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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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创造知识的地方 

场，作为创造知识的地方，是知识创造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创造

的螺旋》对“场”所做的论述（竹内弘高、野中郁次郎，2006），要点如下： 

1、“场”的定义—— 

知识创造需要实际的情境。知识因取决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而以情境为转移

（Hayek，1945）。知识并非只存在于人的认知层面。相反，它是有目的行动的结

果（Suchman，1987）。因此，就时空与他人的关系而言，创造知识的过程也一定

是以情境为转移的。知识不可能在真空中被创造出来，它需要一个场所，在这个

场所里信息通过解读被赋予含义，然后转变成知识。 

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在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Nishida，1921，1970）

最初提出的“场”的概念基础上，将“场”定义为“分享、创造及运用知识的动

态的共有情境”。“场”为进行个体知识转化过程及知识螺旋运动提供能量、质量

及场所。 

“场”可以存在于个体、工作小组、项目团队、非正式团体、临时会议、虚

拟空间之中以及与客户面对面接触之时。“场”是参与者共享情境，并通过互动

创造新的含义的存在场所。“场”的参与者将自己的情境带进来，并通过与他人

及环境的互动，“场”的情境、参与者及环境会发生变化。 

“场”与其说是一种组织形式（如层级制度或网络），不如说是对含义创造

进行组织的方式。企业可以被视为各种“场”的有机配置（ organic 

configuration），在“场”里，人们基于所具备的知识彼此互动，同时与环境发

生相互作用。 



 

80 

 

2、“场”的边界—— 

“场”并不局限于一个组织的内部，它可以跨越组织的边界。组织可以与供

应商以合作的方式、与竞争对手以联盟的方式，或与客户、大学、当地社区或政

府以互动关系的方式创建各类的“场”。组织成员通过参与“场”对其组织边界

进行超越，进而在一个“场”与另外一个“场”相连接时，即可超越该“场”的

边界。 

3、“场”的创建—— 

“场”可以有目的地或自发地进行创建。领导者可以“发现”和利用的自发

形成的“场”，常常是变化或很快消失的“场”。故此，为了及时捕捉到自然涌现

出来的“场”，领导者必须及时引导组织成员彼此间及与外部环境进行互动。 

通过提供时间、空间及联系条件，领导者可以建立“场”。他们可以提供实

际空间（比如会议室）、网络空间（比如计算机网络）或精神空间（比如共同目

标）来促进互动过程。重要的是通过培育组织成员之间友爱、关怀、信赖和献身

精神来创造精神空间。因为精神空间是知识创造的基础（竹内弘高，1998；竹内

弘高，&野中郁次郎，2000）。 

为建立“场”，领导者还必须对参与人员的最佳组合进行挑选，并且鼓励成

员间的相互作用。挑选具有不同背景和观点的参与者非常重要，这种组合让他们

将基于自己经验的情境带进“场”里，这样就丰富了共有的“场”。为此，领导

者重要的是要了解在哪里可能发现必要的知识、哪些人具备这些知识。 

4、为“场”赋予力量—— 

仅仅创建“场”还不足以使企业对动态的创造知识过程进行管理。企业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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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为“场”增添力量：为创造知识的过程赋予能量和质量。“场”必须是一个具

备自有意图、旨趣或使命的自组织场所。如果缺乏意图（无论是规定的或可以最

终涌现而出的），便不可能有效地引导“场”内的能量，而且只能让“场”陷入

混沌状态。 

“场”的能量是由其自组织本质决定的。要想使“场”成为自组织的场所，

领导者需要提供必要的条件，如自主性、创造性混沌、冗余、必要多样性、爱、

关怀、信赖和献身。 

在良好的“场”里，“场”的参与者都不可能是旁观者。相反，他们必须积

极地为“场”的目标而奋斗，主动地参与“场”的各项活动。参与者的投入为“场”

内的行动和互动提供了能量，同时，也决定了“场”内创造知识的质量。波拉尼

曾指出，投入是人类所有创造知识活动的基础（Polanyi，1958）。 

5、“场”的联结—— 

在创造知识的过程中，单凭一个“场”还不够。知识创造需要许多以多层次

形式存在的“场”，而且有必要将这些“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不同存在论层

面存在的各种“场”彼此互动，联结成一个更大的“场”。组织是“场”的有机

组合，而每个“场”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如何将不同的“场”彼此联结在一起，

决定着所创造出来的知识的质量。 

领导人必须促进不同“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自“场”中创出的知识进行

综合。换句话说，联结“场”需要对“场”进行重新归类和重新情境化。 

要想联结各种“场”，领导者应当了解重要的是在哪里可以找到所需的知识

和具备这种知识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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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场”重要，将跨组织边界的“场”维系在一起尤其重要。 

6、升维：达到跨主体性的境界—— 

为了鼓励在“场”内创造知识，“如实知见”（seeing things as it is，即

客观地看待事物，不带任何主管臆断）或“让现实自然涌现”的现象学方法可能

会很有用。通过“如实知见”，我们可以在没有受到任何先入为主想法妨碍的情

况下分享并表述自己的高质量内隐知识。 

为了达到跨主体性的境界，“场”的参与者需要对他们自己的世界观进行反

思，并且与他人分享。 

（二）知识转化模式与场的关系 

Emily（2017）就知识创造 4 种转化模式与“场”的关系，对野中郁次郎的

研究进行了回顾： 

其一，“场”是组织中分享、创造和使用知识的共享空间，是组织中“意义”

诞生的地方（野中郁次郎, 2005）。个人在“场”中与环境融合，在分享他人认

知的同时反思自己的认知，从而实现“自我升华”（self-transcendence）。组织

在“场”中聚集资源和智力能力，使得信息能够被赋予新的含义而成为知识，而

原有的知识能够获得新的解读而创造新的知识（竹内弘高 et al., 2011）。 

其二，SECI模型中的四个知识转化过程分别要求不同类型的“场”（野中郁

次郎, 2005）。社会化过程发生在“初始场”中，依赖面对面（face-to-face）

交流分享个人的隐性知识，需要组织依托愿景和文化促使关心、爱护、信任、承

诺的形成；外部化过程发生在“交互场”中，依赖同伴对同伴（peer-to-peer）

的连续对话将个人隐性知识表达为显性知识，要求组织具备集体反思的组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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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化过程发生在“虚拟场”中，依赖团队对团队（group-to-group）的交流，

通过对个人显性知识的系统分类、梳理和组合，形成组织知识，因此需要信息技

术支撑的协作环境；最后内部化过程发生在“练习场”中，依赖现场工作培训，

积极参与等“现场”（on-the-site）交流，将显性知识运用到实际场景中，需要

组织采用模拟和实验等方式出发行动学习过程。 

上述四种转化过程和“场”的名称，为 2005 年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著作

的中文翻译。近些年来，对于四种转化过程中“场”的中文翻译，逐步变为：社

会化过程发生在“创始场”中，外显化过程发生在“交流场”中，组合化过程发

生在“虚拟场”中，内隐化过程发生在“实践场”中。这显示出经过多年的研究

和实践，人们对这些概念的认知有了更贴切的理解。 

四、知识创造的超文本组织结构 

超文本组织是实现组织持续知识创造的理想组织结构。野中郁次郎（2019）

就超文本组织的主要观点为： 

超文本组织，为组织知识创造提供一个结构基础。它以一种循环往复性的过

程，为创造知识的企业提供持续且重复地获取、创造、利用和积累新知识的战略

能力。在知识创造理论中，超文本组织由相互连接的“层”或场景构成：业务系

统层、项目团队层和知识库层。项目团队层（project team）居上，业务系统层

居中，最底层的知识库（knowledge-base）层，对上面两层产生的知识重新分类

并重新置于场景中。超文本组织的关键特征是其成员改变场景的能力。 

超文本组织的独特之处在于，三个完全不同的层或场景共存于统一组织内。

知识可以存在于业务系统场景中；项目团队提供另一个场景，让组织成员以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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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方式查看传统的组织场景；知识库是知识可以存在的第三种场景，这里不

仅可以存储其他两个场景中创造的知识，还可以将这些知识重新场景化。 

超文本组织不同于矩阵式组织的一个特点是，超文本组织中的知识创造是自

然流动的，因为每个组织产生和积累的新知识是不同的，而矩阵式组织并不是以

知识转化为导向的。 

野中郁次郎认为，超文本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能与组织以外的消费者和

公司持续动态地进行知识互动。它具备了收集客户对新产品反馈的能力、从消费

者需求中发现新趋势的能力，或与其他公司共同开发新产品概念的能力。 

第三节 研究视角：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螺旋 

本研究在绪论中提出探求五个问题，分别是：自主治理操作风险的主体，其

组织型态和运行方式是什么样的；系统反馈回路作为自主治理操作风险活动的客

体，为团队治理活动提供的条件和支撑是什么样的；团队治理风险的行动，如何

跳出风险管理控制导向的局限；团队治理风险的方法，如何跳出风险管理数据导

向的局限；组织又必须为团队提供什么样的环境支持。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研究以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螺旋为研究视角，通过主

观和客观两个维度来观察回路团队的活动：主观视角关注治理主体的自主性，以

及主体自主性与团队知识创造之间的关系；客观视角关注治理客体对非量化方法

的适用性，以及客体适用性与团队知识创造之间的关系；同时，观察知识创造螺

旋最终怎样完成循环和升级。具体来说： 

一是回路团队，作为操作风险源头治理主体，从主观视角观察其知识创造活

动，看知识创造螺旋如何在回路团队的风险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同时，作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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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主体，观察回路团队及其成员自主治理风险的意愿和动力机制如何产生，如何

实现可持续，且公司怎样为他们创造环境。 

治理主体的自主性，是回路团队知识创造能否成功的关键，没有主动意愿就

会缺乏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激情，跨边界的风险问题就缺乏动力去寻求解决策略。

主动意愿也是团队成员挑战认知局限，跨界、升维，去思考解决方案的条件。那

么，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有效激励团队，激励回路团队的不可或缺条件是什么，团

队成员以什么样的方式跨边界协同，回路团队中的关键角色如何在知识创造过程

中发挥作用，最终，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回路团队的治理成果。这些都需要在

研究中予以观察。 

二是风险回路，作为操作风险源头治理客体，从客观视角观察系统反馈回路

对知识创造的作用和限制，对回路团队知识创造活动的影响，以及复杂回路和简

单回路对回路团队知识创造的影响有什么不同。由于系统反馈回路大量应用于系

统动力学建模，在金融体系和银行、保险机构的风险管理中也有运用，但仍以量

化分析为主，以预测为目的。本研究对风险回路为客体的治理活动，更加关注回

路团队非量化方法形成、收效和验证的过程，关注风险回路作为知识创造的载体，

对回路团队知识创造活动和可持续性的承载作用。同时，作为回路团队知识创造

的载体，风险回路在发挥承载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对团队的知识创造产生一定的

限制，因此，本研究还关注回路团队探索与系统反馈回路特性契合的知识创造模

式，团队创造的知识如何在这一模式中循环、固化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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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节 案例研究方法 

一、案例研究：回路团队知识创造的适用方法 

操作风险伴生于组织为谋求长期持续发展的经营管理行为，这决定了对操作

风险的管理也是持续、动态的过程。自主治理操作风险，更是基于风险责任人的

决策与行为，与推动风险发展的力量持续互动的过程。因此，在重大风险穿透式

管理活动中，回路团队自主治理操作风险的过程，是典型的持续互动、动态管理

过程。 

在 A公司的重大风险穿透式管理活动中，回路团队自主治理的客体是操作风

险回路，而非传统意义上概念化的操作风险。操作风险回路是孕育、发展并自我

增强的系统反馈回路，本质上是操作风险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一个持续、动态的

运动过程。 

因此，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进行，以便依循这样的持续、动态管理

过程中，深入观察回路团队如何破解 silo 难题，如何与风险因素互动，如何获

取和运用自组织能力，如何争取组织在岗位职责、绩效评价、制度、流程等方面

的支持，以及如何建立超越个人、对组织整体负责的价值判断，等等。 

就本研究聚焦破解操作风险人为性难题而言，按照目前普遍被业界认可的操

作风险定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Ⅱ,2004）,操作风险大多与人和组织的价值判断

及行为有关。如前所述，人性复杂、人心难测，对操作风险的管理很难有标准化

的通用“配方”可用，尤其是，风险情境不同，风险回路就不同，回路团队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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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边界的“多边”情境中沟通、协调，促成不同部门、不同业务单元、不同组

织的人协同解决问题。因此，案例研究更适合对回路团队破门穿墙的过程进行独

立观察和深入研究。 

二、研究场域：售后投诉机制不健全的风险管理 

售后投诉机制的管理。这是所有企业都要面对的、容易引发纠纷并升级为声

誉事件的操作风险高地。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该场景还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一）基于中国境内大型科层制企业的复杂组织结构 

A公司的上级集团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领军企业，具有千亿级产业规模，28

个事业部及相应的产品线，从集团决策层、职能层、事业部到分子公司，从分子

公司的决策层、职能层、执行层再到操作层，由上至下的决策和执行层级犹如九

层宝塔；集团业务分布从国内到国外，其销售和服务辐射全球 183个国家；集团

产品事业部多达 28 个，并且跨多个行业，与汽车、环境工程等行业形成交叉竞

争。体系大，层级多，组织结构有序而复杂——正因为这样的特点，企业领导人

格外重视重大风险穿透式管理方法的引进，要求在成功进行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在

全集团推广。 

本研究选择了 A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该公司就“售后投诉机制不健全”这个

风险事项，采用管理风险回路的方法立项试点，组建回路团队，探索售后服务场

景下如何从源头对操作风险进行自主治理。 

（二）基于舆论敏感并需要穿透式管理的操作风险典型情境 

所谓需要穿透式管理的操作风险情境，是以操作风险为起点，以声誉事件为

顶点，再回到企业的系统反馈回路恶性循环情境。在 A 公司的回路团队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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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境以回路图的形式建构，风险回路既是源头治理操作风险的载体，也是回

路团队知识创造螺旋演进的载体。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样本 

一、研究对象及其特点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对象为回路团队,是来自 X 集团旗

下 A公司售后服务三个风险治理回路团队。 

回路团队是一种没有先例可以参照的特殊类型的团队，既不是行政性团队，

也不是规则的矩阵型团队，回路团队的结构可能比前两者更复杂——每个情境生

成的回路各有不同，导致回路上的岗位组合也不同。因此，风险回路作为风险管

理的一种新场景，回路团队作为一种非标形态的管理组合，使得重大风险穿透式

管理的过程没有标准化的方法和程序可以套用，回路团队解决问题的过程将充满

探索性、创新性。此外，构成风险情境的因素以及组织外部环境是动态变化的，

回路团队对风险的管理是在与这些变化互动的过程中进行的，因此，回路团队如

何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如何动态管理操作风险，都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 

企业的回路团队试点启动后，需要以不断进行知识共建的过程来支持回路团

队跨边界识别风险、解决问题，形成对风险回路的动态管理能力。这是依托知识

管理来开展知识创造的过程，因此，本研究采用野中郁次郎的知识创造螺旋理论，

来从旁观察回路团队的探索行动。 

样本企业是地方国有企业、工程机械制造行业骨干企业。工程机械行业在中

国城市化进程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原材料、能

源到生产、销售以及后市场经营与服务，不仅产业链长，产品服务周期也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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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行业，操作风险往往是贯穿于产业链和产品服务过程中的，其风险回路的

管理具有典型的跨边界的“多边”组织特征。 

二、案例公司及其特点 

本研究聚焦的案例公司为 A 公司，其母公司 X 集团是国内工程机械行业龙

头，A股上市公司。近十年内，该企业在国际同行业的排名一直在第五到第七之

间波动。不满足国内第一的现状，该集团的目标是进入国际前三，成为高端世界

级企业。 

X集团经过 70 多年的苦心经营、几代员工的共同努力，已经发展出 28条产

品线及事业部，从研发到供应、生产、销售、金融服务，已经形成体系化的制造

生态，产品销售到 150多个国家，最近几年开始有自主研发的高端产品进入发达

国家市场。X集团保留了军工企业讲奉献、重执行的传统，企业销售规模超过千

亿，但日益重视精细管理。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后，于 2011年进入五年低谷，

无序竞争、价格战恶性竞争中，信用销售风行，为企业埋下诸多风险。市场转暖

后骨干企业反思问题，纷纷调整优化发展战略。这个期间，X集团率先开展风险

管理，将重大风险列为董事长直管一号工程，集全集团之力来抓。随后又上马声

誉风险管理项目，对全集团重大风险进行整体评估和排查，推出关键风险管理清

单管理模式，实施重大风险穿透式管理。 

（一）对操作风险实施穿透式管理 

列入关键风险管理清单的 21 项重大风险事项中，有 17 个事项是操作风险。

在这个以事业部、分子公司运营 28 个产品线和综合服务平台的大型科层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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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中，体系庞大，结构复杂，层级繁多，产品和经营贯穿工程机械及后市场的

全产业链，如何对重大操作风险实施穿透式管理，行业和集团都没有经验。 

根据研究者的调研，X集团将风险回路管理作为重大风险穿透式管理的重要

抓手，试点团队应运而生。其中，A公司的试点团队，对操作风险回路管理办法

进行了最完整的学习和应用，因此，本研究将聚焦该公司试点团队的活动及一个

阶段后的实际效果。 

（二）转换操作风险行为人的立场 

操作风险可能从敏感岗位孕育，也可能由结构性问题繁衍；可能从战略风险

中衍生，也可能在风险触点上由外部因素触发。无论哪一种，都与人的行为相关；

无论容忍、控制还是化解，也都需要通过人来实现。因此，回到风险源头，聚焦

具体情境，依托敏感岗位，让人来自主判断、评估和防范化解操作风险，使风险

在孕育阶段就得到有效管理，使风险管理活动回归为企业日常运行中的有机组成

部分，是 X集团推行风险回路管理试点的核心。 

解铃还需系铃人。由上向下层层管制直至操作风险敏感岗位、风险行为责任

人，这些人是被管制、被动执行的状态。鉴于人性复杂、人心难测的诸多特点，

只有当这些人成为自主治理风险的主体时，风险有无、风险大小是他们自己关心

并且在意的事，操作风险的人为性难题才有更多的可能和机会在源头即得到破解。

X集团回路团队探索的意义就在于此。 

第三节 研究方法设计 

本研究选择案例研究方法，在方法的应用设计上，参考了凯瑟琳·艾森哈特

在其有关案例研究方法诸篇论文中给出的提示。凯瑟琳·艾森哈特的提示主要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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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案例选择、现场笔记、案例内数据分析、跨案例分析、处理访谈数据、展示实

证数据、定性与定量数据综合使用、与文献对话等方面。 

一、数据来源与收集 

案例研究常用的数据收集方法有，文档资料、访谈、问卷调查和实地观察。

这几种方式，本研究都不同程度予以采用。研究者注意到 A公司上级集团的风险

治理活动并进行初次实地调研始于 2017 年，重点关注 A 公司回路团队风险治理

活动始于 2018 年。开题答辩后，研究者继续到 A 公司及其上级集团进行实地调

研，通过对 A公司和其他四家试点公司进行访谈和座谈，采集试点公司期初和期

末数据。 

1、数据来源： 

本研究对 X集团回路团队案例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手数据：试点公司回路团队的田野观察数据，驻场观察和线上交流获取： 

（1）回路团队协调沟通会议录音/记录。 

（2）回路团队敏感岗位人员访谈/座谈录音、调查问卷。 

（3）为回路团队提供组织支持的部门相关人员的访谈录音、调查问卷。 

二手数据： 

（1）A公司上级集团有关重大风险穿透式管理的静态数据，以文件、报告、

会议纪要、统计资料等为主。由该集团公司提供，脱敏后使用。 

（2）其他辅助渠道获取的资料，主要是工程机械行业，如来源于股市平台

公开提供的上市公司接受监管机构处罚的数据等。 

2、A公司试点团队期初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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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档资料、访谈、问卷调查为主。 

3、A公司试点团队期中数据采集 

以对回路团队的工作实地观察为主，三次驻场均不少于两周时间，旁听会议、

旁听工作群交流，访谈、座谈，对获取的数据及时整理并进行案例内分析。 

驻场期间：争取企业安排与回路团队成员同吃工作餐，交朋友，倾听。 

非驻场期间：与回路团队保持线上联系，参加线上会议。 

4、期末数据补充 

第三期驻场结束之前，根据研究进展，对研究数据进行系统梳理，明确查缺

补漏清单，诸项与 A公司及其上级集团对接人员落实。 

二、数据处理与分析步骤 

1、数据处理原则 

（1）防偏差处理：对于访谈以及现场记录等数据，及时进行防偏差检查和

处理。 

（2）受访对象结构合理：设计访谈对象时就要注意，受访对象需拥有不同

视角和信息渠道。 

（3）案例内分析与跨案例分析：做各阶段计划，确保必要时各阶段都能进

行案例内分析和跨案例（不同回路团队之间）分析。 

（4）实证数据的处理：及时对各阶段获取的数据进行系统梳理、概念抽取，

以概括的表格及其他可视化方法总结和呈现数据，并藉此发现数据中隐藏的现象

或情况。 

（5）定性与定量数据结合：根据研究计划和研究进展，设计问卷调查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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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阶段操作，以获得定量和半定量数据，既方便团队之间进行数据比较，也通过

定性与定量数据的结合，提高案例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6）不预设答案：带着研究视角中所列出的各项问题，在各个阶段进行观

察和思考。不预设答案，而关注会发生什么，这些发现的意义何在。 

对研究中各个阶段的发现，进行迭代思考，包括构念的发现，也包括对研究

偏差、方法欠缺和数据不足的检视。 

2、数据分析步骤 

遵循 Eisenhardt（1989）、Gersick（1994）、Miles，& Huberman，（1994）

等学者提出的研究规范，本研究对数据的编码与分析，将按数据缩减、数据陈列、

结论及验证三个步骤来展开。 

（1）数据缩减：围绕试点团队及其组织支持进行数据编码。 

（2）数据陈列：通过数据验证、对比分析，提炼差异和共同特点。 

（3）结论及验证：根据现有理论和已陈列的数据进行分析比对，形成本研

究的理论框架;与重点文献对话；用样本企业实证数据检验研究结论。 

第四节 数据采集与分析 

本研究对回路团队源头自主治理风险的观察实际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 2017 年，面向 A 公司上级集团进行全面调研；第二阶段是 2018-2020 年，

研究视线聚焦于 A 公司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与风险治理实践；第三

阶段是 2020 年以来对前两个阶段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提炼，形成多组模型和

图表。 

一、案例活动/情境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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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筛选原则 

企业操作风险多种多样，数量繁多。就源头自主治理而言，选择什么样的操

作风险自主治理活动作为研究案例，本研究在所聚焦的活动/情境的选择上遵循

了四项筛选原则： 

什么样的操作风险治理活动在企业最有典型性、普遍性？ 

什么样的操作风险治理活动更有赖于人的努力？ 

什么样的操作风险治理活动更便于观察人在治理过程中的自主性？ 

什么样的操作风险源头治理成果更容易呈现与企业绩效的因果关系？ 

（二）筛选方法 

根据上述四项原则，本研究从 A公司上级集团 28个事业部于 2017 年进行的

风险评估与治理行动资料中，得到了 13 种风险情境的数据。此后分两步从中筛

选研究案例： 

第一步：从①数据的完整性、②是否通过标准化操作方法形成因而具有一致

性、③是否具有从风险评估到自主治理的完整过程三个方面，对 13 种风险情境

资料进行筛查，从中选出合格的。A公司“售后投诉机制不健全”的三种风险情

境，均符合三项初选标准： 

用户投诉机制不健全三种风险情境资料，从客户投诉数据统计分析，到风险

传导回路图制作、敏感岗位评估以及内控要素分析等数据，都是在呼叫中心经理

担任三个回路团队总主持的情况下，带领三个团队从风险评估到源头自主治理全

过程完成的，数据完整，操作方法统一，过程完整。 

第二步：将 13 种风险情境的数据与四项筛选原则逐一对照，将不能同时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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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四项原则的风险情境资料淘汰。A公司“售后投诉机制不健全”的三种风险情

境，同时符合四项筛选原则： 

（1）售后投诉机制问题，在所有的制造业企业中都具有典型性，因此也具

有普遍性：（2）处理售后投诉问题，是一对一的服务过程，也是一对一沟通、解

决问题和处理纠纷的过程，对工作人员的态度、能力有很强的依赖性；（3）又因

为投诉方是消费者，每个消费者的情况和个性特质千差万别，工作人员能否创造

性地识别风险、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安抚消费者情绪，也成为影响解决成效的

重要因素；（4）A公司采用“万台设备用户投诉率”这一基础指标的数据，来检

验用户投诉机制风险治理成果，这一指标既显示风险治理成效，又体现经营绩效，

即产量增加与投诉下降之间的相关性。 

经过上述两个步骤，获取的数据“见岗、见人”，支持了本研究对“用户投

诉机制不健全”风险进行源头自主治理的过程，对操作风险人为性特点在源头自

主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所进行的观察和分析。 

（三）筛选范围 

售后三情境样本是从 A 公司上级集团所属 28 个事业部中筛选出来的。研究

者基于 2017 年对 A 公司上级集团总部及所属 28 个事业部进行的全面调研，将

案例筛选目标指向 5 个参与试点的事业部。根据筛选原则和方法，对试点事业

部逐个座谈交流后，聚焦到其中的 A 公司，最终锁定售后三情境试点团队。 

第一阶段面向集团总部和 28 个事业部全面调研，收集风险评估的访谈、座

谈和调查问卷统计分析数据。第二阶段通过这些数据，从集团及各事业部中筛

选出容易引发声誉事件的操作风险，并从中识别 A 公司及其上级集团在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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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职能体系和运营机制上的漏洞或薄弱环节。通过全面调研和逐层筛选，研究

者最终找到了售后三情境这样对操作风险源头自主治理更具典型性和普适性的

案例。  

聚焦 A 公司售后三情境后，研究者通过与项目团队实地座谈和远程访谈进

一步收集数据。所获取的关键数据使研究者不仅能清晰描述回路团队知识创造

与风险治理活动，更能通过模型提炼和数据图表化来揭示其中的规律，使回路

团队所实践的源头自主治理操作风险的方法，更有说服力。 

二、数据采集 

（一）数据类型与来源 

1、访谈和座谈 

研究初期（第一阶段，2017 年）在 A 公司上级集团总部高管团队、10 个职

能部门以及下属 28 个事业部范围内进行的中高管访谈（录音）。 

研究中期（第二阶段，2018-2020年）对 5家试点公司以及 A公司售后三情

境回路团队进行的座谈（录音）。 

研究后期（第三阶段，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对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关键成

员的线上访谈（微信）。 

2、调查问卷以及方法与工具培训资料 

A公司上级集团，在全集团范围组织外部专家就回路团队自主治理风险的理

念、方法与工具进行知识导入。 

·从风险评估到风险治理，从风险源到风险点、风险事项再到风险情境，逐

级深入进行的七轮培训（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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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训的同时，发放问卷，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及统计分析结果）。 

3、回路团队知识创造过程中产生的图表数据 

回路团队风险治理过程中使用和产生的图表数据： 

·2017年 A公司客户投诉记录表全年数据、客户投诉统计分析表等； 

·风险传导回路图、敏感岗位评估数据、内控要素分析表、风险布控表等）； 

4、关键成员访谈 

·对风险回路治理试点项目的总负责人即 A公司前后两任风控部长的线上访

谈记录； 

·对“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关键成员的线上访谈记录。 

（二）支撑案例分析的关键数据 

聚焦到售后三情境，本研究主要关注样本团队两方面情况：一是系统反馈回

路理论在操作风险源头治理场景中的应用，二是知识创造螺旋在回路团队活动中

的表现。依据这两个方面的需要，收集回路团队各个阶段活动的数据，来辅助、

验证本研究的观察和发现。 

1、以系统反馈回路为客体进行风险治理的关键数据 

A公司通过推行集团公司声誉风险管理项目，组建试点团队，将系统反馈回

路的方法论用于操作风险源头治理。样本团队在风险情境识别、回路团队组建、

风险回路建构、敏感岗位评估、内控要素分析、企业管理标准和相关制度修订等

环节所使用的数据，以及活动本身所产生的数据，是本研究辅助分析、验证系统

反馈回路是否成为组织管理操作风险的有效载体的重点。 

本研究所收集到的数据达到了上述预期。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回路团队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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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风险情境与风险回路管理培训后，选择售后服务这一操作风险源中问题最

突出的风险事项——售后投诉机制不健全，通过历史数据分析导入问题、识别关

键情境。本研究收集到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回路团队采用的 2017-2018年度客

户投诉记录（见附录 2）；回路团队所做的服务代理商检索、客户投诉率分析、投

诉原因占比分析、售后三情境风险回路图、敏感岗位评估表、内控要素分析表，

以及项目验收指标客户投诉率下降等数据。 

该组关键数据，使本研究得以分析和确认：（1）回路团队是依托售后三情境

的风险传导回路来组建的；（2）售后三情境的风险传导回路，是回路团队风险治

理活动的客体；（3）系统反馈回路可以成为售后服务场景下源头治理操作风险的

有效载体。 

针对情境识别、回路建构、岗位评估、内控要素分析等环节采集到的数据，

采用本研究设计的分析框架，还形成了一组分析数据（简称分析数据），展现回

路团队治理活动的过程、方法和特点，也揭示回路团队知识创造的过程和特点，

均以图表的形式用于第五章。 

2、揭示回路团队知识创造三级螺旋与复合模型的数据 

信息反馈是系统反馈回路运行发展的动力机制。管理操作风险回路，离不开

回路团队对基于回路的风险管理知识的导入、共享和创造。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

富有成效，是管理风险回路的知识得以固化、升级的前提，也会激励企业创建新

风险识别与回路团队自组织的运行机制。 

本研究所获得的关键数据，以及第五章呈现的分析数据，也使研究者得以发

现和确认：（1）回路团队是操作风险源头治理知识创造的主体：（2）回路团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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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识创造的载体；（3）回路团队知识创造三级螺旋和复合模型，是回路团队自

主治理操作风险成功的关键。 

有关回路团队知识创造三级螺旋和复合模型的分析数据（见第五章第五节），

是本研究确认第六章诸项研究发现的关键支撑，包括但不限于：回路团队的跨边

界结构；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的人员构成与角色分工；回路团队知识创造三级螺

旋与复合模型，以及前述回路团队关键数据等。 

3、辅助研究者观察、判断和思考的其他数据 

本研究收集的资料和数据，还包括一些未在本文中引用，但为研究者形成观

察视角、分析路径、发现规律等起到了启发和参考作用的部分，以及在预研究阶

段的调研数据。主要有：回路团队知识导入的内容、负强化激励的案例、角色模

拟演练作业；推动知识创造三级螺旋的方法与工具；在样本企业及其上级集团所

作 12 位中高管访谈、8 场座谈会的记录（录音）、3 次线下问卷调查和 1 次线上

调查等。这些资料因保密的需要，均未在本文及附录中呈现。 

三、数据分析 

（一）关键数据的第一手特性 

1、赴 A 公司及其上级集团的实地访谈与座谈录音 

研究初期实地调研：对 A 公司上级集团 12 位中高管面对面访谈录音、三场

实地座谈会录音；研究后期包括 A公司在内的五场面对面实地座谈会录音。 

（1）研究初期（2017）对集团总部中高管进行访谈：销售副总裁、品牌与

文化副总裁总、经理助理，3人；品牌文化部、战略规划部、人力资源部、投资

发展部、经营管理部、科技质量部、国际发展部、安全环保部、市场营销部、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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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法务部、证券部等职能部门部长 10 人、副部长 2人。 

（2）研究初期（2017）对事业部（二级公司）召开三场座谈会：铲运机械、

道路机械、混凝土机械、起重机械、挖掘机械等事业部 19 家二级公司参与：重

卡、混凝土、路面机械、挖掘机、装载机，以及基础（穿山隧道进掘机）、金融

租赁（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消防、随车、环境、供应、进出口等。 

（3）研究中后期（2018，2020）五场现场座谈会：在施维英、金融租赁、

重型机械、道路机械、挖掘机械等五个事业部（二级公司）。 

（4）五年间，多次访谈的关键人员：A 公司前后两任风控部长（回路团队风

险治理项目总顾问、协调人），服务部呼叫中心经理（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项目

实施负责人），A公司党委书记（回路团队风险治理项目总指挥，注：A公司是地

方国有企业，分管声誉风险管理），A公司上级集团总经理助理（声誉风险管理项

目分管领导）等。 

2、2017年 A 公司客户投诉记录全年数据及统计分析表 1 套 

由于操作风险来源于两个层面：内部和外部，本研究获取的关键数据之一，

就是能够检视消费者评价和问题描述的客户投诉数据。这些数据中呈现的消费者

观点，不仅帮助回路团队识别出“售后投诉机制不健全”风险的三种最关键情境，

也对前期面向全集团和 A 公司进行的风险排查调研、内部系统和流程的调研结

果，形成了补充和印证。 

对全年客户投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是 A 公司识别“售后投诉机制不健全”

的三种关键风险情境的主要方法，A 公司用这种方法对风险问题进行精准定位，

是回路团队开展风险治理得以成功的基础。在客户投诉记录表中，A 公司详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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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了客户投诉的问题症状和第三方售后服务公司的处置方法。售后三情境，正是

根据这些明确、详实的第一手客户投诉记录，准确识别和定位出来。 

3、风险回路图与岗位评估表 

研究期间，收集到 A公司操作风险情境回路图和岗位评估分析表 13套。 

如 A公司安全环境设备部安全事故、环保事故等 3种风险情境的回路图和岗

位分析表，分别为： 

（1）产品装配过程中工件掉落造成人员小腿骨折； 

（2）危险废弃物未按照规定处置、存放，造成土壤环境污染； 

（3）污水未完全进入排污管道，部分溢流造成河流污染。 

又如“售后投诉机制不健全”三种风险情境，分别为： 

（1）维修沟通技能不足； 

（2）软性质量问题不能及时提供解决方案； 

（3）维修备件供应周期长。 

A 公司其余部门涉及的风险类型还有质量缺陷、技术不成熟、清欠纠纷等。 

4、线下线上调查问卷 

于培训现场问卷调查 3次：第一次 70 人，第二次 47人，第三次 37人 

线上问卷调查（问卷星）220人，主观题问卷 105人。 

注：上述资料因承诺保密，不在本论文中直接显示内容。 

（二）关键数据对风险治理活动分析的支撑 

1、精准识别风险问题 

从客户投诉数据是所有企业都具备的常规数据。A公司售后三情境团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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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常规的统计分析方法。只因为使用数据的目标为精准识别最能影响用户态度

的问题，回路团队用普通员工都能掌握的方法瞄准了风险治理的靶心，回路团队

据此，就可以通过知识创造第一级螺旋“建构回路”，从风险传导回路中得到风

险治理回路。 

2、精准探查风险传导回路 

回路团队使用了绘制风险传导回路图的方法，完成了风险回路的建构。在此

基础上，通过敏感岗位四维（影响力、枢纽性、穿透力、敏感信息生产力）评估

与分析，得到风险治理回路图和岗位分析数据。进一步使用风险孕育、触发点的

概念绘制风险布控图——回路团队使用知识创造第二级螺旋“评估岗位”，锚定

了风险治理活动的载体：风险治理回路。 

3、内控要素分析：精准对照、查缺补漏 

瞄准布控点（孕育或触发风险传导的敏感岗位，干预或阻断风险传导的关键

岗位、协同岗位），对比内控制度与流程，进行内控要素四维（岗位职责、绩效

考评、制度、流程）检索，查缺补漏。完成内控要素分析后，回路团队即可在头

脑风暴、集思广益——第三级螺旋“导入内控”的基础上，得到可以导入内控体

系的解决方案。 

（三）关键数据对知识创造活动分析的支撑 

要观察以人为主体进行风险治理的活动，案例研究中收集的数据就应该能够

“见岗”和“见人”，并根据传导线上的岗位和人来组建风险治理团队。因此，

本研究收集数据也走了两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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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上到下、由整到零，探查风险情境 

即，从不同风险源中识别不同的风险点，从风险点中识别出不同的风险事项，

再从风险事项的诸多情境中，识别出关键风险情境。 

所获取的 “售后三情境”资料显示，A 公司识别风险情境时使用了五个维

度：敏感人群、敏感媒体、敏感路径、敏感话题和敏感时点。依循这五个维度以

及维度之间的结构关系，即可展现风险事项中的一种特定情境。因此，风险情境

意味着见人、见岗；关键风险情境，意味着风险治理活动具有典型意义。 

2、由内向外再由外向内，探查风险回路 

探查、分析风险传导回路，以回路图的方式呈现。其特点是风险传导始于问

题孕育和触发，经过内部传导、外溢，再回灌到公司内部、漫灌到公司整体。 

通过绘制风险传导回路图的另一个作用，是识别风险传导回路中的传导节点，

即敏感岗位，通过敏感岗位评估得到岗位分析数据，岗位分析数据又成为风险治

理布控的依据。 

综上，A公司完整、一致并覆盖 2017-2020四年的数据，为本研究全过程观

察回路团队源头自主治理风险、建构三级螺旋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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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案例分析与结果 

回路团队源头自主治理风险，仅 A公司一家有完整的实践案例。从研究方法

的设计和实施看，实际研究中会遭遇多方面的困难：一是涉及风险问题的信息，

企业都会要求严格保密，因此，案例研究所需数据的获取和使用，均受到一定限

制；二是 A公司及其上级集团公司作为产品销往全球 150多个国家的大型工程制

造企业，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环节的工作，分散在不同地区完成，很

难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整地观察到回路团队所有成员的活动，观察目标的碎片化，

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三是回路团队的风险治理活动仅此一家，没有同行企业对比，

没有现成经验对照，需要持续、深入的观察和分析，需要时间的验证。 

由上，A公司售后三情境的风险治理案例研究，经历了长达五年的观察过程，

研究者在此期间去 A公司实地调研、交流，不下 20次。先是全集团范围的调研，

获取一手访谈、座谈和问卷资料。伴随回路团队源头自主治理活动聚焦到试点公

司，本研究也将关注的重点放到 A公司，获取回路团队治理过程需要使用的各类

图表。在试点推进 2年和 3年时，再下企业与试点公司、试点团队座谈，最终获

取 A公司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全程、完整推进风险治理的数据。 

此项研究，帮助研究者洞察了回路团队治理方法的精髓，也因疫情反弹出京

受限无法实施后续驻场计划，鲜活的、细节性的内容采集不足，还有一些内容涉

及保密承诺不能呈现，留下一些遗憾。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获得 A 公司售后三

情境回路团队在治理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丰富且以图表化为特点，这使得研究者

能够顺利地从数据中提炼出更具规律性的图表、模型，最终以三段小组角色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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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呈现回路团队治理风险回路这种方法的特点和知识创造轨迹，便于后来的研究

者理解、借鉴和发展这种治理方法。 

第一节 案例分析概况 

本研究案例基本情况如下： 

样本企业：A公司，工程机械制造企业 

案例名称：回路团队-操作风险源头自主治理试点 

研究对象：回路团队 

研究问题：回路团队如果通过知识创造自主治理操作风险？ 

一、本案例中的操作风险回路 

操作风险回路包括风险传导和风险治理两种： 

一是风险孕育、触发、引爆、放大、倒灌、漫灌的风险传导回路（图 5-1），

又称大回路。这个回路在触发或引爆节点上，跨出企业边界传导至公众舆论场，

经舆论场发酵、放大，演变成企业的声誉危机事件。声誉事件产生的负面影响，

又倒灌回企业，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和企业品牌、形象产生进一步的不利影响。

触发、倒灌，是操作风险传导回路中一出一进两个重要节点（图 5-2）。识别风险

问题及其发展节点的过程，就是风险传导回路的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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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操作风险传导回路 

 

在本案例中，A 公司通过 2017 年全年用户投诉数据筛查出三类投诉最集中

的问题，设计出三种关键风险情境，组建回路团队。回路团队又分析探查三种关

键情境下风险传导的路径。探查风险传导路径，需要用系统反馈回路的原理来思

考和判断，如图 5-1，“风险情境一：维修沟通技能不足”，“风险情境二：软性质

量问题不能及时提供有效解决方案”，“风险情境三：维修备件供应周期长”，这

三条风险传导回路，从操作风险孕育、触发，到舆论场爆发声誉危机再倒灌回企

业，实质就是“操作风险 ⇄ 声誉危机”系统反馈回路。 

回路中的风险传导是通过节点不断增强、放大的，如图 5-2。这些节点背后

都与人的反应、互动。如，触发：风险岗位或部位的触发，在售后服务情境中，

是售后服务现场企业员工与用户之间的反应和互动；再如，引爆：现场产生矛盾、

纠纷，甚至出现激烈冲突，产生突发事件被舆论关注，是员工与用户双方反应、

互动的紧张、升级；又如，倒灌、漫灌、污名化，这些节点中参与的人就多了，

一方是企业品牌公关部门领导、主管以及风险责任部门相关领导，而矛盾冲突的

另一方，可能是用户、车主、受害人等，因事件已经进入公众舆论视线，还有媒

体、自媒体、网络大 V、吃瓜群众不计其数，这个节点中多方的反应和互动，不

仅具有随机性，还伴随着情绪化表达，很快陷入失控的传播和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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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操作风险回路中的风险传导节点 

 

来源：作者整理 

在本案例中，回路团队通过培训获得的分析方法和工具，通过头脑风暴，按

图 5-2所示节点，探查情境一、情境二和情境三的风险传导节点，勾勒出风险传

导回路。这个大回路，就是产生风险治理回路的基础。 

二是从操作风险源头启动闭环管理，即风险治理回路（图 5-3），也称小回

路。小回路是风险治理的载体，其治理活动的主体是回路团队。小回路中的治理

节点落于三类岗位：（1）风险孕育/触发岗位，（2）风险干预/阻断岗位，这两种

岗位统称关键岗位；（3）对关键岗位具有协同作用的岗位，又称协同岗位。通过

对这三类岗位的评估，来判断它们在风险治理中的影响和作用。岗位评估是制定

风险治理系统性解决方案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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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操作风险回路中的风险治理节点 

 

来源：作者整理 

治理节点的背后，也是人的学习与行动、交流和互动。在本案例中，承担治

理任务的是 A公司三个风险情境的回路团队。鉴于 A公司将售后服务完全委托服

务代理商执行，治理节点上实际参与的有两类人：一类是承担治理责任的回路团

队，另一类是售后服务代理商，配合回路团队并执行治理方案的人。 

图 5-3所示六个治理节点，顺序构成完整的操作风险源头治理过程。 

二、风险回路管理的目标情境 

A公司对“售后投诉机制不健全”实施操作风险回路管理试点。针对售后投

诉机制不健全这一风险事项，筛选出三种关键风险情境，作为目标管理情境（简

称售后三情境），如图 5-4。 

治理节点1-导入风险问题

治理节点2-识别风险情境

治理节点3-探查风险回路

治理节点4-评估敏感岗位

治理节点5-内控要素分析/解决方案

治理节点6-修订制度、流程和企业标准

操作风险回路中的

治理节点

触发

孕育

引爆

放大

倒灌

漫灌

污名化

2

3

1

6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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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A公司操作风险回路管理目标情境 

 

来源：作者整理 

A公司排查出上述三种风险情境后，组建回路团队，以这三种风险情境下的

风险传导回路为载体，来实施风险管理。该项管理活动的主旨，是通过对操作风

险的回路进行管理，来实现 A公司声誉风险的源头自主治理。 

本案例中所称“风险回路”，全名为“操作风险系统反馈回路”，根据售后三

情境组建的风险治理团队，因为以风险回路为载体，简称回路团队。 

回路团队对风险回路的治理过程，也是其知识创造的过程。因此，风险回路

也是回路团队知识创造的载体。A公司售后服务作为研究场景，既有一般工程机

械制造企业的特点，又有其个性特点。其与一般主机制造企业不同点在于，A公

司对用户的售后服务由服务代理商实施。A 公司以其营销公司服务部为售后服务

管理扎口，制定服务标准、政策、流程，并通过驻外人员对服务代理商提供培训

指导和监督（图 5-5）。 

情境
一

售后投诉机制           
不健全

情境
二

维修沟通技能不足

情境
三

软性质量问题无法及时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维修备件供应周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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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A 公司委托第三方公司实施售后服务的模式 

 

来源：作者整理 

在这种模式下，售后服务的风险孕育、触发岗位位于各地服务代理商，管理

售后服务风险的回路团队位于品牌主机制造公司 A公司，售后服务活动分散于全

国各地主机施工现场，现场服务人员无法直接参加回路团队的工作。 

A公司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在这一过程中，

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回路团队在操作风险源头治理活动

中的知识创造过程，就是本案例研究观察所在。 

三、回路团队的人员构成与角色分工 

在本案例中，A公司组建回路团队的具体做法是：基于风险情境引进相关部

门，组建项目团队，对风险情境进行梳理，绘制回路图，识别风险孕育触发点和

阻断点，找出风险敏感岗位及协同岗位分析现有组织架构制度流程和职能职责，

对风险管控责任到人，具体到岗优化风险处理。 

在“售后投诉机制不健全”风险管理场景下，A公司梳理出的三个关键风险

情境，依托这三个情境建立的回路团队，跨边界的结构如图 5-6。 

主机
制造

XGWJ营销公司

各地服务代理商

售

售 后

服 务 XGWJ主机制造工厂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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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的跨边界结构 

 

来源：作者整理 

如图所示，售后三情境，根据各自回路结构的不同，参与到回路团队中的部

门以及成员的层级均有所不同，三个团队均在服务代理商的协同下开展工作。 

情境一（维修沟通技能不足），风险问题未出售后服务部门的范围，回路团

队成员包含四个层级、七种角色，主要由营销公司服务部人员组成。四个层级依

次为营销公司分管副总、部长、经理、专员。该情境回路团队的跨边界特点表现

为单一部门跨层级、跨组织协同。 

情境三（维修备件供应周期长）回路团队，由营销公司服务部和备件部两个

部门相关成员组成，在情境一回路团队人员的基础上，加入了备件部三个层级（部

长、经理、专员）、三种角色的成员。情境三回路团队的跨边界特点表现为两个

部门跨职能、跨层级、跨组织协同。 

最复杂的结构，是多职能、多层级的情境二（软性质量问题无法及时提供有

效解决方案）回路团队。参与到团队中的部门，在情境三回路团队人员外，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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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与营销公司平级的一级部门参与，分别是质量保证部和技术中心三个层级四

种角色成员。情境二回路团队的跨边界特点表现为复杂的跨职能、跨层级、跨组

织协同。 

1、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的共性特点 

跨边界，是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的第一个共有特点。 

情境一“维修沟通技能不足”，回路团队为单部门多层级的“单跨”类型；

情境三“维修备件供应周期长”，回路团队是既跨部门边界又跨层级边界的“双

跨”类型；情境二“软性质量问题无法及时提供有效解决方案”，跨部门边界、

跨层级边界、跨组织边界同时存在，回路团队属于“三跨”类型。 

情境一团队“单跨”，情境三团队“双跨”，情境二团队“三跨”，依次代表

了跨边界低、中、高三种复杂程度。 

领导进团队，是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第二个共有特点。 

回路团队支持人员以及所有参与到回路团队的部门，均有相应层级最高领导

在列。一级部门领导：风险管理部部长、营销公司分管副总、质量保证部部长；

二级部门领导：服务部、备件部经理以及技术中心中挖所所长等。 

进团队的领导并不担任团队领导角色，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

团队提供必须的支持：研判、协调、决策，解决团队成员在自身职位层级上无法

跨边界去解决的问题；二是通过宣讲和分享，激发回路团队三级螺旋的知识创造

活动。 

2、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治理任务的个性特点 

情境一团队的复杂度最低、治理难度最低，风险治理最容易见成效。“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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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技能不足”，团队所要治理的风险回路，基本在部门内闭环管理即可实现。

因此，客户投诉的各类型问题中，类似情境一这样跨边界复杂程度最低的情况，

团队最容易组建，决策和治理难度最低，响应客户并解决问题的速度应该最快。

类似“维修沟通技能不足”这样的结构简单，但对消费者和用户的影响却直接而

广泛的风险情境，任何企业都没有理由放任和不作为。 

情境三团队复杂度和治理难度都是中等水平，需要跨部门协同并确保相关层

级领导进团队。“维修备件供应周期长”，问题不复杂但受客观条件局限并不容易

解决，需要跨部门协同发力。这种情境在企业很常见，难度不是最大，只要部门

间协同不力或不协同，治理任务就很容易被搁置。 

情境二团队面对的是典型的复杂情境，跨边界复杂程度最高，决策和协调难

度也最大，所要治理的，又是系统性风险、见木不见林风险和基因型风险的代表

性情境。对于“软性质量问题无法及时提供有效解决方案”这样的复杂情境，团

队既要跨越部门壁垒和组织边界，又要面临较长的响应时间滞后期。治理这一类

风险，均需突破 silo effect 的壁垒。然而，情境二的风险问题如果能通过回路

团队的知识创造从源头解决，则意味着孕育灰犀牛的各类复杂情境的风险，都有

了可供借鉴的参照。对于各类企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颇有参考价值。 

3、三个情境的回路团队各有独特性 

从团队阵容与跨边界复杂程度的匹配情况看： 

情境一“单跨”：跨边界复杂度最低，阵容最小但也最精悍，处理问题见效

最快； 

情境二“三跨”：跨边界复杂度最高，阵容最强，高层级领导进团队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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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团队穿透力也最强。情境二团队中担任领导角色的成员有：（1）

A 公司中层领导 2 人：A 公司下属营销公司分管副总，A 公司质量保证部部长。

（2）A公司中层之下部门领导 4人：A公司下属营销公司服务部部长、A公司质

量保证部质量体系管理经理；A 公司技术中心中挖研究所所长；A 公司下属营销

公司备件部部长。（3）A公司中层之下部门内不同业务单元经理或主管 6人：其

中，A公司下属营销公司服务部呼叫中心经理，在售后三情境同时担任三个回路

团队的项目执行负责人。相比之下，关键岗位普通员工只有 3人。 

情境三“双跨”：复杂度中等，解决问题却要受备件供应商生产周期、运输

距离都无法第一时间响应客户等客观条件限制，团队穿透力相对比较弱，风险治

理不容易出成绩。 

售后三情境风险治理回路团队成员，其所在部门、所任职务/所在岗位、团

队角色/职责分工明细，见表 5-1、５-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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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情境一风险治理回路团队角色分工 

 

回路团队1：维修沟通技能不足

姓名 所属部门 岗位/职务 岗位职责 回路图中所在岗位            在回路团队中的角色与分工

 团队支持人员

角色1 营销公司服务部 呼叫中心经理 主持呼叫中心工作 呼叫中心经理

角色2 营销公司 分管服、备件等后市场工作 营销公司副总经理

本试点项目主要负责人，负责项目方向把

控、资源协调、实施指导和进度监督等工

作。

角色3 营销公司服务部 服务部部长 主持服务部工作 服务部部长
主要负责本试点项目工作的资源协调、工

作进度监督、KPI调整沟通等。

角色4 营销公司服务部 服务部技术支持副经理
负责全国市场服务技术支持与协调等

工作
服务部技术支持副经理

1.负责代理商服务工作标准规范编制；

2.提供技术指导，提供或协调解决方案；

3.跟踪协调客户投诉处理进度。

角色5 营销公司服务部 服务部服务培训经理
负责组织开展代理商服务维修能力提

升培训等工作
服务部服务培训经理

1.整理分析客户评价反馈信息，导出培训

需求；

2.组织开展服务人员维修技能培训及技能

等级评定，对服务培训成效负责。

角色6 营销公司服务部 服务部技术支持专员
负责区域市场服务技术支持与协调等

工作
服务部技术支持专员

1.负责代理商服务业务审核；

2.负责服务技术支持与协调。

角色7 营销公司服务部 话务员
负责客户来电受理、派单、回访及遗

留问题跟踪
话务员

1.报修/投诉受理、派单、回访；

2.撰写客户回访报告，收集整理分析客户

评价反馈信息，输出服务人员、服务业务

等改进分析建议。

支持人员1 风险管理部 风险管理部部长 主持风险管理部工作 风险管理部部长

负责确定事业部各部门对声誉风险管理的

具体职责，识别关键岗位和协同岗位，建

立风险回路团队管理运作机制，并将声誉

风险管理相关责任分解到岗位职责中，兑

现声誉风险协同责任的目标绩效考评。

支持人员2 海外发展部 海外服务业务经理 负责海外服务业务工作 海外服务业务经理
本试点项目的前期培训、声誉风险管理项

目推进的方法论指导。

1.本试点项目具体实时负责人、项目推进

及进展汇报及材料整理、编制；

2.负责过往客户投诉案例整理、问题归类

、原因分析、典型问题及情景提炼；

3.负责400客服工作指导、工作介入、问

题协调，代理商服务工作标准规范编制及

制度流程修订完善。

营销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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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情境二风险治理回路团队角色分工 

 

回路团队2：软性质量问题无法及时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姓名 所属部门 岗位/职务 岗位职责 回路图中所在岗位            在回路团队中的角色与分工

 团队支持人员

角色1 营销公司服务部 呼叫中心经理 主持呼叫中心工作 呼叫中心经理

1.本试点项目具体实时负责人、项目推进及

进展汇报及材料整理、编制；

2.负责过往客户投诉案例整理、问题归类、

原因分析、典型问题及情景提炼；

3.负责400客服工作指导、工作介入、问题

协调，代理商服务工作标准规范编制及制度

流程修订完善。

角色2 营销公司 营销公司副总经理 分管服、备件等后市场工作 营销公司副总经理
本试点项目主要负责人，负责项目方向把控

、资源协调、实施指导和进度监督等工作。

角色3 营销公司服务部 服务部部长 主持服务部工作 服务部部长
主要负责本试点项目工作的资源协调、工作

进度监督、KPI调整沟通等。

角色4 营销公司服务部 服务部技术支持副经理
负责全国市场服务技术支持与协调等

工作
服务部技术支持副经理

1.负责代理商服务工作标准规范编制；

2.提供技术指导，提供或协调解决方案；

3.跟踪协调客户投诉处理进度。

角色5 营销公司服务部 服务部服务培训经理
负责组织开展代理商服务维修能力提

升培训等工作
服务部服务培训经理

1.整理分析客户评价反馈信息，导出培训需

求；

2.组织开展服务人员维修技能培训及技能等

级评定。

角色6 营销公司服务部 服务部技术支持专员
负责区域市场服务技术支持与协调等

工作
服务部技术支持专员

1.负责代理商服务业务审核；

2.负责服务技术支持与协调。

角色7 营销公司服务部 话务员
负责客户来电受理、派单、回访及遗

留问题跟踪
话务员

1.报修/投诉受理、派单、回访；

2.撰写客户回访报告，收集整理分析客户评

价反馈信息，输出服务人员、服务业务等改

进分析建议。

角色8 质量保证部 质量保证部部长 主持质量保证部工作 质量保证部部长

角色9 质量保证部 质量体系管理经理
负责质量改进、体系管理与稽查等工

作
质量体系管理经理

角色10 技术中心 中挖所所长 主持中挖所产品研发设计及改进工作 中挖所所长

角色11 技术中心 产品主管 负责中挖机型产品研发设计及改进 产品主管

角色12 营销公司备件部 备件销售专员
负责代理商备件渠道管理及考核等工

作
备件销售专员

角色13 营销公司备件部 备件部部长 主持备件部工作 备件部部长

角色14 营销公司备件部 备件销售经理 负责市场备件销售管理及调度等工作 备件销售经理

支持人员1 风险管理部 风险管理部部长 主持风险管理部工作 风险管理部部长

负责确定事业部各部门对声誉风险管理的具

体职责，识别关键岗位和协同岗位，建立风

险回路团队管理运作机制，并将声誉风险管

理相关责任分解到岗位职责中，兑现声誉风

险协同责任的目标绩效考评。

支持人员2 海外发展部 海外服务业务经理 负责海外服务业务工作 海外服务业务经理
本试点项目的前期培训、声誉风险管理项目

推进的方法论指导。

厂内研发、生产制造的质量管控，技术解决

方案审核把控。

牵头推进提出技术解决方案；批量问题提出

有效解决方案。

市场反馈产品质量问题的研发改进、技术方

案审核。

市场反馈产品质量问题的研发改进、技术方

案提出。

负责备件订单审核，及备件调拨跟踪

负责备件供应链上、下游体系建设

负责终端市场服务备件需求协调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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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情境三风险治理回路团队角色分工 

 

四、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 

A公司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过程表现为三个阶段：知识导入与激励，知识共

享与创造，知识固化与升级。这是回路团队实施操作风险源头治理整体进程中所

伴随的知识创造过程。而在这三个阶段中，有三个决定性的步骤，需要激发隐性

知识创造来推进，也就是需要借用团队成员的个人经验和悟性，提出思路、建议，

并引导团队头脑风暴，产生所需要的结果。由此形成三个知识创造螺旋的循环，

分别是“建构回路”、“评估岗位”和“导入内控”（图 5-7）。 

回路团队3：维修备件供应周期长

姓名 所属部门 岗位/职务 岗位职责 回路图中所在岗位            

 团队支持人员

在回路团队中的角色与分工

角色1 营销公司服务部 呼叫中心经理 主持呼叫中心工作 呼叫中心经理

角色2 营销公司 营销公司副总经理 分管服、备件等后市场工作 营销公司副总经理

角色3 营销公司服务部 服务部部长 主持服务部工作 服务部部长

角色4 营销公司服务部
服务部技术支持副经

理

负责全国市场服务技术支持与协调

等工作
服务部技术支持副经理

角色5 营销公司服务部 服务部服务培训经理
负责组织开展代理商服务维修能力

提升培训等工作
服务部服务培训经理

角色6 营销公司服务部 服务部技术支持专员
负责区域市场服务技术支持与协调

等工作
服务部技术支持专员

角色7 营销公司服务部 话务员
负责客户来电受理、派单、回访及

遗留问题跟踪
话务员

角色12 营销公司备件部 备件销售专员
负责代理商备件渠道管理及考核等

工作
备件销售专员

角色13 营销公司备件部 备件部部长 主持备件部工作 备件部部长

角色14 营销公司备件部 备件销售经理
负责市场备件销售管理及调度等工

作
备件销售经理

支持人员1 风险管理部 风险管理部部长 主持风险管理部工作 风险管理部部长

支持人员2 海外发展部 海外服务业务经理 负责海外服务业务工作 海外服务业务经理

1.本试点项目具体实施负责人、项目推进

及进展汇报及材料整理、编制；

2.负责过往客户投诉案例整理、问题归类

、原因分析、典型问题及情景提炼；

3.负责400客服工作指导、工作介入、问

题协调，代理商服务工作标准规范编制及

制度流程修订完善。

本试点项目主要负责人，负责项目方向把

控、资源协调、实施指导和进度监督等工

作。

主要负责本试点项目工作的资源协调、工

作进度监督、KPI调整沟通等。

1.负责代理商服务工作标准规范编制；

2.提供技术指导，提供或协调解决方案；

3.跟踪协调客户投诉处理进度。

1.整理分析客户评价反馈信息，导出培训

需求；

2.组织开展服务人员维修技能培训及技能

等级评定。

1.负责代理商服务业务审核；

2.负责服务技术支持与协调。

1.报修/投诉受理、派单、回访；

2.撰写客户回访报告，收集整理分析客户

评价反馈信息，输出服务人员、服务业务

等改进分析建议。

负责备件订单审核，及备件调拨跟踪

负责备件供应链上、下游体系建设

负责终端市场服务备件需求协调及管理

负责确定事业部各部门对声誉风险管理的

具体职责，识别关键岗位和协同岗位，建

立风险回路团队管理运作机制，并将声誉

风险管理相关责任分解到岗位职责中，兑

现声誉风险协同责任的目标绩效考评。

本试点项目的前期培训、声誉风险管理项

目推进的方法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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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 

 

回路团队知识创造进程的三个阶段，是通过激发隐性知识创造和转移的具体

任务来推进的，如图 5-8。由于回路团队治理风险的方法与工具是外部导入的，

有些任务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会存在，如风险回路探查、敏感岗位评估，既

在知识导入和激励阶段以培训、演练方式进行，又在知识共享与创造阶段以实际

采用方式执行。 

图 5-8 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三阶段 

 

图 5-8还显示了回路团队视点的“未尽事宜”——在组织层面，形成新情境

识别和回路团队自主创建的机制。当回路团队完成知识固化与升级，新修订的制

度流程贯彻一段时间见到明显成效后，三个回路团队“圆满收工”。然而，如何

形成不断识别新情境并自主创建回路团队实施源头治理的机制，使得售后投诉机

制不断优化，没有纳入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的任务之内，因此，回路团队试点结

束，意味着本研究留下了一个缺口。 

回路团队的
知识导入与激励

回路团队的
知识共享与创造

回路团队的
知识固化与升级

1建构回路 2评估岗位 3导入内控

回路团队的
知识导入与激励

1. 知识导入与团队组建
    培训与演练

    关键角色承担者产生

    风险情境识别

    回路团队组建

2. 知识导入中的激励节点

    声誉事件复盘

    风险传导回路探查

    敏感岗位评估

回路团队的
知识共享与创造

1. 回路团队的知识共享
    持续的学习、分享与头脑风暴

2. 回路团队知识创造节点1：

    风险回路探查

3. 回路团队知识创造节点2：

    敏感岗位评估

4. 回路团队知识创造节点3：

    内控要素分析与解决方案制订

回路团队的
知识固化与升级

1. 固化一：团队成果纳入内控体系

2. 固化二：团队成果纳入企业标准

3. 升级一：增加内控源头治理手段

4. 升级二：团队知识     组织知识↗

新情境的识别与

回路团队创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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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回路团队的知识导入与激励 

A公司启动回路团队试点，开展操作风险源头自主治理活动之前，邀请外部

专家对售后服务相关部门进行了培训，又在全公司范围进行了相关知识的普及和

试点动员。外部专家输入的内容包括风险回路管理的概念、理念、方法与工具四

个方面，帮助售后服务相关部门运用这些知识，识别售后投诉机制不健全的关键

风险情境，并据此建立回路团队，于风险源头进行自主治理。因此，外部知识导

入，是 A公司对回路团队知识创造过程的启动。 

一、知识导入的方式与内容 

1、操作风险演变为声誉危机事件的原因、过程和影响 

2、操作风险管理的难点、回路管理的作用与意义 

3、操作风险（孕育、触发、传导、引爆、倒灌、漫灌）情境识别与回路探

查方法 

4、操作风险回路敏感岗位评估方法 

5、操作风险内控要素分析与解决方案产生方法 

二、知识导入产生回路团队四种关键角色承担者： 

关键角色一：组织协调支持（A公司风险管理部部长）。 

关键角色二：培训辅导支持（风险回路管理理念、方法与工具等向内传导）。

该角色由知识导入培训中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最出色的人担当。 

关键角色三：售后三情境项目实施负责人。该角色由“售后投诉机制不健全”

风险责任所在部门，A公司营销公司服务部呼叫中心经理担任。 

关键角色四：相应层级的领导。如营销公司副总，质量保证部部长，营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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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服务部部长、备件部部长，以及相关单元业务经理等。在 A公司的回路团队中，

派出部门领导加入团队，为回路团队跨部门、跨层级协调解决风险问题，发挥关

键作用。 

三、回路团队的工作流程 

回路团队根据关键风险情境来组建，然后通过回路建构和岗位评估，将风险

回路和回路中的敏感岗位进行细致分析，为形成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打好基础。 

（一）数据分析识别问题→确定风险情境 

XUWJ 公司确定针对“售后投诉机制不健全”这一风险事项，通过对 2017-

2018年度 984条客户投诉记录的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表 5-4，详见附录 1），

识别出投诉数量最集中的三类问题：服务问题、备件问题、质量问题，并从这一

数据中导出“万台设备投诉率”指标，作为检验“售后投诉机制不健全”风险回

路管理效果的观测指标（表 5-5）。 

表 5-4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原始数据要素表（数据详见附录） 

 

表 5-5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分类统计与万台设备投诉率 

 

服务  

代理商

投诉     

单号
城市

投诉          

来源
车号

产品           

型号

投诉     

内容

投诉      

类型

保修           

状态

投诉原因

类型

详细     

原因

具体      

说明

初步       

方案

网点处理

意见

部门          

意见

是否            

有效

处理       

状态

7 3 2 12 12 58.3% 25.0% 0.0% 0.0% 16.7% 7 7 7 58.3% 0.0% 0.0% 0.0% 0.0% 58.3% 50230

3 4 1 8 20 37.5% 50.0% 0.0% 0.0% 12.5% 2 2 1 5 12 25.0% 25.0% 0.0% 0.0% 12.5% 62.5% 51363

10 6 1 14 31 51 51 32.3% 19.4% 3.2% 0.0% 45.2% 6 2 3 11 23 19.4% 6.5% 0.0% 0.0% 9.7% 35.5% 56069

17 24 7 21 69 120 24.6% 34.8% 10.1% 0.0% 30.4% 12 6 5 5 28 51 17.4% 8.7% 7.2% 0.0% 7.2% 40.6% 58967

16 20 1 20 57 177 28.1% 35.1% 1.8% 0.0% 35.1% 13 5 1 4 23 74 22.8% 8.8% 1.8% 0.0% 7.0% 40.4% 61508

6 25 5 27 63 240 189 9.5% 39.7% 7.9% 0.0% 42.9% 5 4 3 2 14 88 7.9% 6.3% 4.8% 0.0% 3.2% 22.2%

14 21 8 20 63 303 22.2% 33.3% 12.7% 0.0% 31.7% 13 9 5 27 115 20.6% 14.3% 7.9% 0.0% 0.0% 42.9%

19 31 6 17 73 376 26.0% 42.5% 8.2% 0.0% 23.3% 17 15 6 4 42 157 23.3% 20.5% 8.2% 0.0% 5.5% 57.5%

10 27 1 16 54 430 190 18.5% 50.0% 1.9% 0.0% 29.6% 8 7 5 20 177 14.8% 13.0% 0.0% 0.0% 9.3% 37.0%

22 10 1 19 52 482 42.3% 19.2% 1.9% 0.0% 36.5% 13 4 17 194 25.0% 7.7% 0.0% 0.0% 0.0% 32.7%

10 17 1 19 47 529 21.3% 36.2% 2.1% 0.0% 40.4% 7 1 1 9 203 14.9% 2.1% 2.1% 0.0% 0.0% 19.1% 72000

0 529 99 #DIV/0! #DIV/0! #DIV/0!

2018 实际投诉细分（单） 实际投诉细分占比（%） 有效投诉细分（单） 有效投诉细分占比（%） 万台设备投诉率（ ）

备件问题 服务问题 技能问题 销售问题 质量问题 小计 累计 季度 备件问题 服务问题 技能问题 销售问题 质量问题 备件问题 服务问题 技能问题 销售问题 质量问题 小计 累计 备件问题 服务问题 技能问题 销售问题 质量问题 小计 累计 服务保有量 月度 累计

月 2.4

月 3.9

月 9.1

月 20.4

月 28.8

月 #DIV/0!

月 #DIV/0!

月 #DIV/0!

月 #DIV/0!

月 #DIV/0!

月 73.5

月 #DIV/0!

年度

FPTT

1 58.3%

2 60.0%

3 45.1%

4 42.5%

5 41.8%

6 36.7%

7 38.0%

8 41.8%

9 41.2%

10 40.2%

11 38.4%

12 38.4%

134 188 31 0 176 529 25.3% 35.5% 5.9% 0.0% 33.3% 103 55 21 0 24 203 19.5% 10.4% 4.0% 0.0% 4.5%

#DIV/0! #DIV/0! 0 203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2.4

1.6

5.5

11.7

9.3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6.5

#DI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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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万台设备投诉率数据显示不全，因样本企业设置了表格保护。 

代入风险源与风险情境分析方法，最终锁定三种风险情境，如表 5-6。 

表 5-6  2017-2018 年度投诉类型与典型风险情境 

 

最终，将这三类典型投诉情境定义为“维修沟通技能不足”、“软性质量问题

无法及时提供有效解决方案”、“维修备件供应周期长”，如图 5-9，作为“售后投

诉机制不健全”的关键风险情境，确认为回路团队风险治理的目标情境。 

图 5-9  关键风险情境识别-客户投诉数据筛查结果 

 

注：服务问题投诉中，维修沟通技能不足占比为 48%。 

（二）探查风险传导回路→制作风险回路图 

从客户投诉记录分类统计（表 5-5）中，筛查最有代表性的风险问题（图 5-

13），通过声誉风险情境敏感因素分析，定义出三个操作风险回路管理的风险情

投诉问题 占比 投诉案件数量 典型投诉情境（投诉案件数量最多）

服务问题 36% 338单次 维修技能和沟通协调水平不足

质量问题 33% 309单次 质量问题无法及时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备件问题 25% 235单次 维修备件供应周期长

其他问题 6% 56单次 无

风险源与风险情境分析：从客户投诉记录中筛查问题，确定关键风险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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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分别是：“情境一：维修沟通技能不足”、“情境二：软性质量问题无法及时

提供有效解决方案”、“情境三：维修备件供应周期长”，即售后三情境。 

根据售后三情境，分析“风险孕育、触发、引爆、放大、倒灌、漫灌”之传

导路径，绘制成相应的风险传导回路图，并依图进行敏感岗位四项指标评估，结

合传导路径和岗位评估，标注风险回路中的岗位特性。如下： 

图 5-10 情境一“维修沟通技能不足”风险传导回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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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情境二“软性质量问题无法及时提供有效解决方案”风险传导回路图 

 

图 5-12 情境三“维修备件供应周期长”风险传导回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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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敏感岗位评估→确定布控节点 

评估依据：知识导入中给出的“风险传导敏感岗位评估”指标和方法。风险

回路图所经岗位评估的四项指标，定义如下： 

① 影响力：该岗位对该风险情境下控制风险所能起到的作用及其程度，三

星为最强。 

② 穿透力：指该岗位穿透管理的力度，指该风险情境下，要想控制风险或

阻断风险回路，该岗位要求具备的跨部门、跨企业、跨平台协调解决问题的力度

或权限，三星为最强最大。 

③ 枢纽性：类似扎口管理的岗位，一方面是该岗位对接多条渠道信息和诉

求，另一方面是该岗位实施多条渠道分发信息和任务，枢纽性通常是”关键岗位

“所在。 

④ 敏感信息生产力：本项目中，根据该指标所作的评估，重点针对徐工集

团声誉传播标签所需要挖掘的“正面信息”产生能力。风险传导路径所经岗位，

包含售后服务责任部门、售后服务相关部门、供应商相关部门三类岗位。 

敏感岗位评估，也是风险布控点识别程序，用以识别风险孕育、触发、引爆

部位，找出阻断、干预风险传导的控制节点，并据此组建以回路为载体的操作风

险管理团队（表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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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售后三情境”敏感岗位评估表 

 

四、回路团队的激励节点 

“新”服务工程师在服务过程

中，因维修沟通技能不足，与

客户发生矛盾冲突，在行业贴

吧、自媒体、朋友圈和网络上

广泛传播。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400话务员 ☆ ☆☆ ☆☆ ☆☆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1 ☆☆☆ ☆☆ ☆ ☆☆☆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2 ☆☆☆ ☆☆ ☆ ☆☆☆

关键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服务管理 ☆☆ ☆☆☆ ☆☆☆ ☆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2 ☆☆☆ ☆☆☆ ☆☆ ☆☆☆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 ☆☆☆ ☆☆☆ ☆☆☆

协同岗位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 ☆☆ ☆ ☆☆☆

协同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培训师 ☆ ☆ ☆ ☆

关键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服务代表 ☆☆☆ ☆☆☆ ☆☆☆ ☆☆☆

协同岗位 工厂 服务部 培训经理 ☆☆☆ ☆ ☆ ☆

客户报修后，代理商服务工程

师无法一次性给予解决，申请

工厂快反工程师技术支持后，

故障依旧没能及时提供解决方

案，客户对故障解决周期无法

预判，耽误工期，客户投诉抱

怨，在行业贴吧、自媒体和朋

友圈等网络平台发布信息，被

门户网站报道，微信朋友圈广

泛传播。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400话务员 ☆☆☆ ☆☆ ☆ ☆☆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 ☆☆☆ ☆☆ ☆☆ ☆☆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 ☆☆☆ ☆☆☆ ☆☆☆

协同岗位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 ☆☆ ☆ ☆☆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快反工程师 ☆☆☆ ☆☆ ☆ ☆☆☆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服务代表 ☆☆☆ ☆☆☆ ☆☆ ☆☆☆

协同岗位 工厂 营销中心 销售经理 ☆☆☆ ☆ ☆ ☆☆☆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 ☆☆☆ ☆☆ ☆☆ ☆☆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 ☆☆ ☆☆☆ ☆☆☆

协同岗位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 ☆☆ ☆ ☆☆

协同岗位 代理商 负责人 ☆☆☆ ☆☆☆ ☆ ☆☆☆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服务代表 ☆☆☆ ☆☆ ☆☆☆ ☆☆☆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呼叫中心经理 ☆☆ ☆☆ ☆☆ ☆☆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快反工程师 ☆☆☆ ☆☆ ☆☆ ☆☆☆

关键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技术支持经理 ☆☆☆ ☆☆ ☆☆☆ ☆☆☆

关键岗位 工厂 服务部

风险情境分析 风险敏感岗位及回路阻断点排查分析 风险责任识别

序号 关键风险情境 岗位类型 公司 部门 岗位 影响力 穿透力 枢纽性
敏感信息

生产力
星数

风险触

发/孕育

岗位

回路阻

断/干预

岗位

风险触

发/孕育

岗位

回路阻

断/干预

岗位

风险触

发/孕育

岗位

回路阻

断/干预

岗位

1 风险情境描述：

2 风险情境描述：

3 风险情境描述：

服务部负责人 ☆☆☆ ☆☆☆ ☆☆☆ ☆☆☆

协同岗位 工厂 营销中心 销售经理 ☆☆ ☆ ☆ ☆☆

协同岗位 工厂 备件部 备件销售经理

/备件部部长
☆☆ ☆☆ ☆☆ ☆☆

关键岗位 工厂 质量保证

部
质量改进经理 ☆☆☆ ☆☆☆ ☆☆☆ ☆☆☆

关键岗位 工厂 技术中心 所长/产品主

管
☆☆☆ ☆☆☆ ☆☆ ☆☆☆

协同岗位 工厂 法务审计

部
法务经理 ☆☆☆ ☆ ☆ ☆☆☆

新机交机后很短时间内出现故

障，服务工程师判断出故障

点，但代理商缺件，经与工厂

备件部沟通确认供货周期较

长，客户心理无法接受，引发

客户投诉抱怨，在朋友圈或行

业贴吧散播负面信息，引起其

他客户和竞争对手关注。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400话务员 ☆☆☆ ☆☆ ☆ ☆☆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 ☆☆☆ ☆☆ ☆ ☆☆☆

敏感岗位 代理商 备件部 备件调度专员 ☆☆☆ ☆☆ ☆☆ ☆☆☆

关键岗位 工厂 备件部 备件调度专员 ☆☆☆ ☆☆☆ ☆☆☆ ☆☆☆

关键岗位 工厂 备件部 备件物流专员 ☆☆ ☆☆ ☆☆ ☆☆

协同岗位 供应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 ☆☆ ☆☆ ☆☆

敏感岗位 代理商 备件部 备件经理/部

长
☆☆☆ ☆☆☆ ☆☆☆ ☆☆☆

协同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 ☆☆☆ ☆☆☆ ☆☆

协同岗位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 ☆☆ ☆☆ ☆☆

关键岗位 工厂 备件部 备件销售经理

/部长
☆☆☆ ☆☆☆ ☆☆☆ ☆☆☆

关键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服务代表/技

术支持经理
☆☆☆ ☆☆ ☆☆ ☆☆

协同岗位 工厂 营销中心 销售经理 ☆☆ ☆ ☆ ☆☆

协同岗位 供应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 ☆☆ ☆☆ ☆☆

7

9

9

9

11

12

9

4

12

6

8

9

12

7

9

11

8

9

11

8

10

11

8

10

11

12

6

8

12

11

8

8

9

10

12

8

8

12

10

8

12

9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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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理目标：输入外部激励 

确定风险情境、组建回路团队时，A公司确立了风险治理目标，即质量管理

与售后服务的基础指标——客户投诉率。A 公司通过对客户投诉记录原始数据的

筛查，确认“售后投诉机制不健全”项下三个关键风险情境，同时确立了以“万

台设备投诉率”指标，对项目成果进行检验。这个指标就是“售后投诉机制不健

全”的风险治理目标。 

目标的硬性约束，对回路团队形成了外部激励。 

（二）知识导入：提供负强化刺激 

对回路团队的负强化激励主要在知识导入环节实施，分别在案例分享、回路

建构和岗位评估三个环节完成。 

第一次负强化激励，形成于声誉事件危机损害的案例分享。知识导入的第一

步，就是参加集团总部组织的培训。A公司由分管领导带队参训，与“售后投诉

机制不健全”风险事项责任相关的各部门，其负责人和主管人员都参加了培训。

在培训中，声誉风险管理专家重点做了同行业恶性声誉事件的案例剖析，并勾勒

出经恶性声誉事件污染并形成刻板印象的行业舆论生态（图 5-13）。通过案例分

享，对于操作风险转化为声誉事件之后，公司要为这种“公地悲剧”式的风险事

件付出成倍放大的代价，企业管理层和执行层深受震动，留下深刻印象。过去，

舆论事件在他们眼中都是品牌公关部门的事，如今，他们理解并认同了：操作风

险管不住，舆论事件引发的公地悲剧就无法避免。 



 

127 

 

图 5-13  A 公司知识导入中的案例分享与舆论生态分析 

 

（三）回路探查：提供风险传导感知路径 

第二次负强化激励，形成于集团总部培训内容向 A公司回路团队的传导。在

回路团队“支持人员 2”的培训和跟进辅导下，从风险传导回路探查，到风险回

路图绘制成功，回路团队使用特定的方法与工具按规定的流程执行，完成了第一

级螺旋回路建构。这一过程使得团队成员对“操作风险-声誉事件”的因果关系

有了清晰的理解，对于操作风险必须源头进行治理有了深刻的认同，即操作风险

在源头控制和化解了，能避免企业为这些“小节”问题在未来付出更大代价。 

具体来说，通过绘制风险回路图，回路团队成员能够清晰感知风险传导路径，

以及激发风险传导回路不断自我增强的关键节点： 

第一传导节点：孕育、触发风险的敏感岗位。特点：位于风险源头，此时问

题小而后果未显，最容易控制但又最容易被风险责任人视而不见。 

第二传导节点：引爆/放大。风险问题失控被曝光，引发舆论关注和声讨，

以及监管部门的关注和跟进。这是风险第一轮溢出，从这一节点开始，操作风险

源头的问题升级为组织整体声誉事件，组织不得不面对风险放大形成倒灌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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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 

第三传导节点：倒灌。操作风险爆发为声誉事件并经舆论放大后，产生的负

面影响倒灌回组织。倒灌使组织品牌形象与经营绩效开始受到不利影响。 

第四传导节点：漫灌。一旦产生危机倒灌，就会从操作风险传染到组织内部

相互关联的其他风险，形成漫灌。漫灌的结果，是组织内部多类风险交互传染、

系统性爆发。 

第五传导节点：迁移/传染。在舆论的逻辑推演之下，漫灌最终发展成组织

风险的系统性爆发，不仅形成高悬的堰塞湖，在舆论端还形成污名化。 

如上所述，从第二传导节点引爆/放大开始，一直到第五传导节点迁移/传染

酿成超出企业控制的后果，期间伴随着持续且不断加大的风险溢出。 

对风险传导路径进行探查，使得风险责任主体（本案中指回路团队）直接感

受到风险失控、传导的严重后果，团队成员真正理解了操作风险控制的最佳位置，

在第一节点，在风险源头。为此，回路团队成员将风险治理的重心落到第一节点

的意愿更强。 

（四）岗位评估：提供风险危害感知节点 

操作风险回路岗位评估的四个指标分别为：影响力、穿透力、枢纽性、敏感

信息生产力，以★★★方式分级，★=弱、★★=中等、★★★=强（见表 5-6）。 

对风险回路敏感岗位四项指标的评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判断出对风险回

路上的影响力最大、枢纽性最强、最容易触发声誉危机事件，又最难进行穿透管

理的敏感岗位。通过数据量化的评估，使得风险责任主体感知这些岗位风险失控

会产生的危害，并将后果与当前岗位上的不当行为建立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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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回路团队的知识共享与创造 

A 公司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在回路建构、岗位评估、导入内控三个环节，

每个环节均以知识共享为条件，以激发隐性知识为起点，形成 SECI 螺旋。团队

的结构和特定的流程，对知识共享与创造起着支撑的作用。 

一、依托于团队结构的知识共享与创造 

回路团队创建后，进入研究风险特点、提出解决方案的阶段。A 公司通过试

点，摸索出以风险回路为载体、以回路上的敏感岗位为布控点，来管理位于用户

现场的售后三情境操作风险。由于 A公司的售后服务由分散在各地的第三方公司

——服务代理商来实施，位于风险回路敏感岗位上的都是服务代理商的员工，A

公司回路团队对服务代理商治理风险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在 A公司形成，通过对

服务代理商输入政策、制度、流程、操作规范，并辅以驻外人员的辅导、监督等

支持来完成。 

回路团队的组建方式既不是行政式，也不是规则的矩阵式，而是以形成风险

回路的情境为载体来创建，风险情境不同，回路也不同，进而团队构成也不同。

从回路团队人员和职能结构的特点来看，团队内人员构成不仅是跨职能的，也是

跨层级的，还有跨组织的。 

根据售后三情境回路管理的需要，团队内有生产、研发、质保等公司一级部

门相关人员参与，与营销公司售后服务相关部门协同工作。而无论一级部门还是

二级部门，既派出了主管人员，又派出了分管领导，在回路团队中形成了五个层

级协同工作的格局，其职务层级从高往低分别为：一级部门分管领导、二级部门

部长、相关单元业务经理、相关业务主管，以及关键岗位服务人员（所有投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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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之集团 400话务员）。 

回路团队的跨职能、跨层级结构，确保了售后三情境所有风险问题横纵两个

方向均能得到响应和支持，而团队成员之间相互输出和启发的，既有解决问题所

需要的业务经验和判断，也有形成解决方案所需要的管理经验和决策支持。 

从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的实际工作结果看，跨职能、跨层级的结构对知识创

造产生了特定的影响。 

一方面，在 A 公司的试点中，不同的风险情境产生出不同结构的回路团队，

团队的结构决定了解决方案的可操作性、可持续性。具体而言，在售后三情境中，

情境一维修沟通技能不足，为单一部门组建的回路团队，在营销公司服务部的职

责范围内即可解决。而情境二软性质量问题无法及时提供有效解决方案，涉及到

A公司主机工厂质量、技术、研发、备件等多个部门，这个回路团队是更为典型

的跨部门、跨职能复杂团队。而情境三维修备件供应周期长，主要涉及主机工厂

备件部门和营销公司服务部以及第三方服务代理商，其工作范围是跨组织边界的，

复杂性不强，时效性才是重点。 

另一方面，这种以操作风险系统反馈回路为载体，以跨职能、跨层级、跨组

织（简称“三跨”）开展工作为特点的复杂结构，为团队成员共享更丰富的经验

和视角，更充分的互动，提供了结构性支撑，团队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有利于知识

创造互动的“场”。 

如何在复杂结构中实现有效率的协同，A公司也探索出相应的办法，即在团

队内部构建一个有牵引力的小组。这个简单而具有牵引力的小组，正是由回路团

队中几个关键角色构成。其一，风险管理部长从公司层面对项目进行横向协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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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掌控；其二，营销公司服务部经理将回路建构、岗位评估和内控要素分析的

方法与工具，通过持续培训和跟进辅道，向内传导给 A 公司和回路团队；其三，

承担三个回路团队项目实施总负责的服务部呼叫中心经理，既是随时响应、支持、

帮助团队成员的人，也是协调团队内各层级分管领导协同解决跨边界问题的人。

这三个人的协同，对“三跨”式回路团队形成了有效的牵引。 

一、以流程来支持的知识共享与创造 

回路团队自主治理风险的工作流程，是知识创造活动按既定方向推进的支撑。

如图 5-7，回路团队在知识导入与激励、知识共享与创造、知识固化与升级这一

个大的进程中，要在回路建构、岗位评估和内控导入三个环节，通过激发隐性知

识社会化、外显化以及头脑风暴程序，在回路团队中实现知识的组合化和内隐化。

回路团队沿着这三个节点的工作流程推进，完成了操作风险回路管理的知识创造

三级螺旋（见本章第五节三级螺旋递进图）。 

总的来看，回路团队工作流程中，有三项其作用不可忽视：一是持续不断、

层层递进的培训和辅导，二是持续不断随三个隐性知识创造节点进行的头脑风暴，

三是需要产生跨职能解决方案时，启动问题升级程序，团队内各路分管领导评估

研判并出面在公司层面进行协调，推动问题解决。 

三、回路团队隐性知识的激发节点 

A 公司案例中，回路团队创建阶段的隐性知识创造，主要发生在回路建构、

岗位评估和导入内控三个节点。要完成这三项工作，仅仅使用培训给出的方法和

工具并不够，还需要团队成员的个人经验，以及工作流程上的头脑风暴。 

回路探查，是操作风险传导路径探查，要分别对风险传导节点、风险治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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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行识别。风险孕育/触发岗位，被定义成风险传导节点，是 A 公司对操作风

险进行源头治理的布控点；风险干预/阻断岗位，被定义成风险治理节点，是 A

公司确认对操作风险负有源头治理能力和责任的岗位。风险治理节点岗位包括但

不限于风险传导节点岗位，而对解决风险问题具有协同作用的岗位，也是回路管

理中不可或缺的。回路建构是激发隐性知识创造的第一节点，分析和判断风险问

题的孕育、发展、传导、放大，直至变成声誉事件后对组织的倒灌和漫灌，需要

打破团队所有成员的传统视野和思维局限。不同的团队成员，因个人能力和悟性

的不同，对回路建构方法的理解和运用水平也不同。这一环节，难度最大，不仅

需要团队内部的共享和互动，还更大程度依赖于关键角色牵引力小组的启发和辅

导。 

岗位评估，旨在识别需要自主治理操作风险的人。回路团队运用外部专家培

训输入的岗位评估指标，对风险治理回路中各敏感岗位的影响与作用，采用半定

量打分方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汇总见表 5-6。根据岗位评估结果，回路团队确

认风险治理布控点，即关键岗位与协同岗位。岗位评估是激发隐性知识创造的第

二节点，因为评估的是这些岗位在风险问题孕育、触发、干预、阻断等方面的作

用和影响，需要有超越组织与公众舆论场连接的系统反馈回路视野，需要有对肇

事者行为和舆论反应的判断。这些判断，大多来自于个人的经验和直觉。 

导入内控，是从岗位职责、绩效考评、制度和流程四个维度，考虑如何获得

公司内控体系对风险治理的支持。这项工作，被命名为内控要素分析，是形成风

险问题治理方案的流程，也是激发隐性知识创造的第三节点。这一环节，更依赖

于不同部门和层级的团队成员之间，不同视角的管理经验、业务经验以及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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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的组合化、内隐化过程。头脑风暴在这一节点，更是不可缺的流程。 

综上所述，回路团队隐性知识激发与转移的条件有四：一要有携带隐性知识

创造能力的人（回路团队骨干），二要有刺激、激发其创造的压力（任务目标与

流程），三要有头脑风暴互相启发、聚焦、提升的工作形式（每周一次固定时间），

四要有工具使隐性知识激发后沉淀为可供学习和复制的内容（外部导入操作风险

系统反馈回路的管理方法与工具）。 

第四节 回路团队的知识固化与升级 

一、固化与升级：导入内控体系 

内控要素分析是风险治理解决方案产生的前提，也是将风险回路管理融入内

控体系的桥梁。A公司案例中，售后三情境，从岗位职责、绩效考评、制度、流

程四个方面，通过内控要素分析，检视内控体系对解决该风险问题的匹配情况，

然后制定相应计划，以将风险治理方案导入内控体系。 

导入内控这一步工作完成，意味着回路团队对售后三情境源头治理风险的工

作，从项目的阶段性任务，转为常态化管理（表 5-8、5-9、5-10），所创建的操

作风险回路管理知识也因此固化在内控体系的日常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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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A 公司售后三情境内控要素匹配性梳理与修订（例一） 

 

表 5-9 绩效考评指标与月度 KPI 梳理，修订考核措施（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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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售后三情境内控要素梳理总结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二、固化与升级：企业标准修订 

综合上述管理活动，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的工作成果，分别于 2018 年、2020

年，从团队知识固化、升级为企业知识——企业质量管理标准。2018 年 12 月 8

日，A公司发布、实施修订后的《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2020 年 3月 20

日，发布、实施修订后《投诉管理办法》。 

三、方法有效才能固化，升级推行成效更显 

销售量上升而客户投诉率显著下降，图 5-14 显示了针对 A 公司“售后投诉

机制不健全”风险三情境，回路团队实施源头治理的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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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回路团队试点起止 A 公司客户投诉率的变化 

 

回路团队风险治理效果，在修订后的制度流程发布实施后两年内，在 A公司

万台设备投诉率指标上得到了验证： 

对于“售后投诉机制不健全”三个关键风险情境，回路团队工作之处就确定

了以降低万台设备投诉率为目标，以该指标的变化来验证回路团队的源头治理效

果。A公司采用回路团队工作成果，于 2018 年 12月 8日开始实施修订后的企业

标准《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投诉管理办法》。以这个发布实施的时间

为节点，如图 5-14 显示，在销量上升的同期，万台设备投诉率曲线显著下降，

从 2.28%降至 0.85%。 

第五节 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特点 

回路团队对售后三情境风险实施源头自主、有效治理，其知识创造的持续递

进并最终固化到日常管理、升级为制度流程优化，是重要原因。而推动知识创造

持续递进的流程，贯穿于知识导入与激励、知识共享与创造、知识固化与升级之

整体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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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A公司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特点有三：三级螺旋递进、跨边界回路

之“场”、“自中向上而下”的中坚力量。 

一、回路团队知识创造的三级螺旋 

A公司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在“知识导入与激励→知识共享与创造→知识

固化与升级”这一个大的进程中，包含了“建构回路→评估岗位→导入内控”的

三级知识创造螺旋递进。最终，从“导入内控”这一螺旋上，固化到企业内控体

系的日常管理中，并通过企业呼叫中心业务流程、投诉管理办法等制度和流程的

修订实现升级。 

（一）三级螺旋 

回路团队知识创造三级螺旋，如图 5-15、5-16、5-19。图中，团队骨干指回

路团队中的四种关键角色，分别为：担任项目总协调的风控部长，担任知识导入

培训的服务部服务经理，担任售后三情境项目实施负责人的服务部呼叫中心经理，

以及各部门派进团队承担部门内决策和对外协调的分管领导。四种关键角色，保

证问题涉及不同层级，相应层级均有响应和支持。在建构回路、评估岗位和导入

内控这三个环节，这些具有管理经验、风险判断和决策能力的骨干成员，是隐性

知识创造的核心人员，他们对于跨职能、跨层级、跨组织边界之风险问题的判断

和经验，都是基层岗位普通员工难以具备的。 



 

138 

 

图 5-15 第一级 SECI 螺旋：建构回路 

 

一级螺旋建构回路（图 5-15），是回路团队知识创造的起点，也是难点。因

为探查风险传导回路需要团队成员的视线跨出职能边界、层级边界和组织边界，

站在组织外部各利益相关群体，以及媒体与公众的立场上，去思考他人对风险问

题的反应。因此，建构回路不仅需要借助舆论传播常识、经验，还需要对舆论的

态度、情绪进行感知和共情。对于 A公司回路团队成员来说，建构回路需要跨出

自身专业背景和职业经验的隐性知识，需要将团队少数成员（关键角色）的隐性

知识，通过社会化产生共情知识，经团队分享转变为外显化的知识，再经团队头

脑风暴，组合化成为系统性知识，最后，团队成员在做中学，掌握和运用这些知

识并内隐化在个人头脑中。当第一级螺旋完成，个人关于风险传导的隐性知识，

转移到团队其他成员，达成共识，成为团队知识。 

在第一级螺旋形成团队知识的基础上，根据回路团队工作流程，团队的知识

创造进入第二级螺旋（图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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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第二级 SECI 螺旋：评估岗位 

 

第二级螺旋的任务是评估岗位。仅仅知道风险如何传导是不够的，回路团队

需要对位于风险传导节点上的岗位进行分析。运用知识导入阶段获得的评估指标

和打分规则，是这一轮知识创造的前提。岗位评估的四项指标分别为：影响力、

穿透力、枢纽性、敏感信息生产力，从这四个维度对岗位进行评估，不仅需要业

务经验，更需要管理经验，团队中的关键成员以及对敏感岗位的工作有深入了解

的人，是激发这一轮隐性知识创造的主力。尤其像情境二这样的风险传导回路，

跨职能、跨层级、跨组织的情况同时存在，并且跨多个部门、多个层级，要能审

视风险问题在敏感岗位上的积累和走向，需要更高维度、更整体的视角，因此，

有丰富管理经验的团队成员，他们的判断就成为关键。 

这一轮知识创造螺旋中，外部引入的评估指标所带来的概念性知识，为隐性

知识社会化、外显化提供了思考路径；打分方法的简洁、易操作，降低了知识共

享的难度，提高了隐性知识组合化、内隐化的效率。引入新的方法和工具来评估

敏感岗位，可以使回路团队成员以整体思考格局来看待单个岗位对组织整体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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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为下一步思考系统性解决方案，打下必要的基础。同时，回路团队学习掌握

新知识、使用新的方法和工具，对敏感岗位进行评估的过程，也是将复杂情境中

风险因素之间关系变得可理解、可分析的过程。 

经过评估，各个敏感岗位的特点、作用以及相关关系清晰浮现。回路团队从

中找出了关键岗位、协同岗位。如图 5-17，400客服、服务工程师两个岗位，在

售后三情境中，既是孕育和触发风险的敏感岗位，又是就地干预、阻断风险传导

的关键岗位。 

图 5-17 回路团队对敏感岗位与关键岗位、协同岗位的理解 

 

运用岗位评估方法，回路团队抓住了风险治理的关键，锁定了干预、阻断风

险传导的布控点。然而，岗位评估结果显示，要干预、阻断风险传导，仅仅依靠

A公司的 400客服和服务代理商的服务工程师是不够的，还需要三个岗位参与进

来协同治理，这三个岗位分别是：代理商的服务经理、A公司主机制造工厂的服

务代表，以及代理商的销售经理。跨边界的五个岗位（图 5-18）协同工作，对风

险传导进行干预和阻断，正是回路团队能够制定出系统性治理方案的基础。 

敏感岗位

本案中，直接接触客户并有孕育和触
发风险的岗位均应该视为敏感岗位。

服务过程中，400客服、服务工程师是
必不可少的环节，无论如何也无法避
开的部位，故应视为敏感岗位。

关键岗位

对风险起到干预、阻断的岗位均应该视为关键岗位。

服务过程中，400客服、服务工程师既是敏感岗位，又是
关键岗位；当两个环节中任何一个环节未能阻断的情况，
代理商服务经理、工厂服务代表、代理商销售经理就可以
介入，进行干预阻断，所以他们均应视为关键岗位。

协同岗位

协同岗位，在敏感岗位中可以理解为非直接促发风险的因素，是风险因素其他部位，可以理解为间接相关。
本案中，代理商服务管理岗位因派工派工不精准，派了一个不合适的人去为客户维修，间接让风险扩大化，
所以是风险孕育的协同岗位。阻断干预点中也能分出关键岗位和协同岗位，在这里面，协同岗位做的是间接
的善后工作，避免下次再出现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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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回路团队对风险布控岗位的识别和锁定 

 

岗位评估不仅用于锁定风险布控点，还为回路团队在第三级螺旋（图 5-19）

中制定系统性的治理方案提供依据。 

图 5-19 第三级 SECI 螺旋：导入内控 

 

从治理角度看，影响力强的岗位，意味着风险传导和爆发后控制难度大；穿

透力强的岗位，意味着解决风险问题需要跨越的边界多，silo 效应产生的阻力

大；枢纽性强的岗位，意味着多条流程动线途径该岗位，要解决问题不能绕过该

风险孕育与触发敏感岗位 阻断、干预风险布控点

• 400客服（①❤）

• 服务工程师（②❤）

• 400客服（①❤）

• 服务工程师（②❤）

• 代理商服务经理（③❤）

• 工厂服务代表（③❤）

• 代理商销售经理（③❤）

前面回路图中画了红框并标记了数字的岗位，
是不同重量级的风险孕育与触发敏感岗位，
也是就地阻断、干预风险的布控点。数字代
表的是风险触发的先后顺序。

❤心形符号，是探查到的直接接触敏感源的风险触
发点——需要及时对用户加安抚措施的岗位，以便
在不能马上解决用户诉求时，缓解用户不满情绪，
求得用户理解，化解用户投诉和上网抱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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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敏感信息生产力，则意味着这个岗位贴近敏感人群（用户），且容易触发

用户情感反应和价值判断，做得不好，触发舆情，做得好，获得用户认可、好评

甚至喜爱，增加用户粘性和消费者忠诚度。 

从评估过程和评估数据中发现，在“售后投诉机制不健全”的场景下，对于

治理风险的关键岗位，回路团队更看重影响力和敏感信息生产力两项指标。如表

5-7显示，400客服的影响力在售后三情境中都是强（★★★），服务工程师则影

响力、敏感信息生产力两项，在三情境中都是强（★★★）。这两个岗位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与用户直接打交道，是企业员工与用户之间的互动，而用户是组织

外部的人，利益相关但不受企业管，无论日常经营还是风险治理，用户都可能是

具有很强不确定性的变数。 

由上，系统性的风险治理方案，基于对岗位评估结果的综合判断，需要回路

团队成员有相应的业务经验、管理经验，以及思考解决策略的能力。因此，这一

轮的隐性知识创造，比前两轮需要的能力更为综合。其一，有了解决问题的想法，

还要知道怎样提四项诉求，即从岗位职责、绩效考核、制度和流程四个方面，分

别考虑要满足什么条件，查什么缺补什么漏，并且这些条件之间的关系，必须是

协同的、能够产生预期效果的。其二，所提出的解决策略、所制定的解决方案，

能在公司支持下有效化解跨边界的阻力。其三，这一轮螺旋，要产生的是内控要

素分析结果，以支撑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回路团队的成员，能同时满

足这三个条件的人员更少，因此，第三级的知识创造螺旋，隐性知识创造的激发，

团队成员互相启发、头脑风暴的作用更突出一些。 

对回路团队项目实施负责人访谈的结果也证明，在内控要素分析并提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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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时，参与到隐性知识社会化、外显化过程中的成员，相对分散一些。由于涉

及岗位行为本身的优化，团队成员中熟悉岗位的非关键角色也参与到隐性知识的

创造中来。 

（二）三级螺旋递进 

从激发隐性知识创造的三个环节，形成回路团队知识创造三级螺旋。三级螺

旋呈现逐级递进的关系，从建构回路向评估岗位递进，从评估岗位向导入内控递

进，导入内控的结果，是回路团队创造的知识固化、升级为企业知识的过程，如

图 5-20。 

图 5-20 回路团队 SECI 三层螺旋递进及固化升级 

 

建构回路、评估岗位、导入内控，这三级螺旋的递进，既是回路团队运作流

程推动的，也是以使用方法与工具所获成果为前提的。以各级螺旋的成果为条件

完成的逐级递进。即，没有一级螺旋的成果，就无法启动第二级螺旋；没有第二

级螺旋的成果，就无法启动第三级螺旋，以此类推。 

建构回路
制作回路图

评估岗位
四项指标打分

导入内控
内控要素分析

售后服务相关企业标准、制度、流程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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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级螺旋中回路团队的知识转化活动 

回路团队对售后三情境的风险治理，通过逐级递进的三轮知识创造，才完成

了将售后三情境风险导入内控体系、纳入常态化管理的治理任务。 

表 5-11 显示，A 公司向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输入的风险治理方法与工具，

将每一轮知识创造螺旋的四步知识转化，团队要进行的具体活动，每一步转换中

的关键角色，都做出了明确规定。这种将活动内容与形式明确、固定的做法，旨

在一步一步引导团队在规定框架内、朝向风险治理目标从去进行知识创造。 

表 5-11 三级螺旋中的 SECI 活动 

 

来源：作者整理 

三级螺旋 SECI 的步骤和内容虽然被固定成标准模块，却有利于团队关键角

色启发、牵引团队朝解决问题的方向一步一步深化知识创造活动。从表 5-11 可

以清楚看到一个规律：在三个情境的知识创造过程中，社会化和外显化阶段都是

由领导和骨干在发动、引导，而在组合化和内隐化两个阶段，团队成员更多地参

与和发挥作用。领导和骨干在每一轮知识创造中牵引，团队成员将每一轮形成的

组合化知识吸收到自己的内隐知识库中，作为下一轮知识创造的基础。 

                           
                       

                               
                                                              

                                                                 
                              

   

               

SECI 知识转换的四种模式 第一级螺旋 建构回路 第二级螺旋 评估岗位 第三级螺旋 导入内控

 · 社会化·  

 · 外显化·  

 · 组合化·  

 · 内隐化·  

共享经验从而创造隐性知识的

过程，如共有心智模式和专业技能。一

个人不用语言，也能从其他人那里直接

获取隐性知识

将隐性知识表述为显性知识的

过程，它从隐性知识中创造出新的显性

概念，由对话或集体反思引发

将各种概念系统化为知识体系

的过程，通过对显性知识进行整理、增

添、组合和分类，重新配置既有信息，

由此催生新的知识

将显性知识体现到隐性知识里

的过程。通过社会化、外显化和组合化

获得的经验，以共享心智模式或技术诀

窍的形式被内化到个体的隐性知识库中

中层领导与骨干
回路团队骨干                          回路团队骨干

中层领导与骨干
回路团队骨干 回路团队骨干

回路团队成员 回路团队成员  
回路团队成员

回路团队成员
回路团队成员

回路团队成员               
                         

                              
                                

分析研判
学习理解评价指标               

分析岗位风险特性

理解风险治理目标                    

学习理解“四项诉求”

向内传导、团队分享
分享、解读评价指标                  

分享岗位风险特性认知

发起并辅导团队成员                         

进行内控要素分析

头脑风暴、形成共识 头脑风暴、形成共识
集跨部门多“场”视角                    

头脑风暴、形成共识

掌握概念与方法                        

建立回路管理主体意识
更新风险岗位认知

制定导入内控方案

与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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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螺旋每一步转换的动作也是标准化的，这增强了回路团队风险治理结果

的确定性、可预期程度。 

（四）三级螺旋在售后三情境中的应用 

表 5-12 呈现知识转化三级螺旋在售后三情境中的应用状况。表中给出了三

种情境的回路团队在知识创造三级螺旋中每一步知识转化所对应的具体行动。对

应情境一低复杂度、情景三中复杂度和情境二高复杂度，团队 SECI 每一步的具

体行动，都呈现出清晰的特点：标准化、流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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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回路团队三级螺旋在售后三情境中应用中的具体行动 

 

来源：作者整理 

回路团队知识创造活动标准化、流程化，意味着与其合二为一的风险治理活

动，也是标准化、流程化的。其意义有三： 

                           
                               

                               
                                                              

                                                                 
                              

          

风险治理目标宣讲，分析客诉数据并
定义出风险治理目标情境一

岗位评估作用与意义宣讲，情境一敏
感岗位初步研判

内控要素分析作用与意义宣讲，对情
境一风险治理目标进行确认

风险治理目标宣讲，分析客诉数据并
定义出风险治理目标情境二

岗位评估作用与意义宣讲，情境二敏
感岗位初步研判

内控要素分析作用与意义宣讲，对情
境二风险治理目标进行确认

风险治理目标宣讲，分析客诉数据并
定义出风险治理目标情境三

岗位评估作用与意义宣讲，情境三敏
感岗位初步研判

内控要素分析作用与意义宣讲，对情
境三风险治理目标进行确认

培训讨论，启发团队成员思考情境一
的风险传导路径

培训评估指标的使用方法，讨论识别
情境一的敏感岗位、关键岗位、协同
岗位

培训风险治理“四项诉求”方法的使
用，按四项诉求维度，就情境一的风
险传导阻断点、干预点，对照内控制
度与流程检查缺漏情况

培训讨论，启发团队成员思考情境二
的风险传导路径

培训评估指标的使用方法，讨论识别
情境二的敏感岗位、关键岗位、协同
岗位

培训风险治理“四项诉求”方法的使
用，按四项诉求维度，就情境二的风
险传导阻断点、干预点，对照内控制
度与流程检查缺漏情况

培训讨论，启发团队成员思考情境三
的风险传导路径

培训评估指标的使用方法，讨论识别
情境三的敏感岗位、关键岗位、协同
岗位

培训风险治理“四项诉求”方法的使
用，按四项诉求维度，就情境三的风
险传导阻断点、干预点，对照内控制
度与流程检查缺漏情况

团队讨论，确认情境一风险传导路径

团队讨论情境一敏感岗位的四维特
性，并就影响力/枢纽性/穿透力/敏感
信息生产力强中弱程度运用评估指标
打分，再讨论确认

团队就“四项诉求”对照内控制度与流
程的查缺补漏进行讨论，团队成员代
入各自职能和专业背景，贡献情境一
查缺补漏意见并审视查缺补漏措施的
可行性

团队讨论，确认情境二风险传导路径

团队讨论情境二敏感岗位的四维特
性，并就影响力/枢纽性/穿透力/敏感
信息生产力强中弱程度运用评估指标
打分，再讨论确认

团队就“四项诉求”对照内控制度与流
程的查缺补漏进行讨论，团队成员代
入各自职能和专业背景，贡献情境二
查缺补漏意见并审视查缺补漏措施的
可行性

团队讨论，确认情境三风险传导路径

团队讨论情境三敏感岗位的四维特
性，并就影响力/枢纽性/穿透力/敏感
信息生产力强中弱程度运用评估指标
打分，再讨论确认

团队就“四项诉求”对照内控制度与流
程的查缺补漏进行讨论，团队成员代
入各自职能和专业背景，贡献情境三
查缺补漏意见并审视查缺补漏措施的
可行性

绘制回路图，定义出“单部门多层级”
跨边界风险治理回路，确认情境一治
理节点（敏感岗位）

制作岗位分析表，在风险治理回路图
上标记情境一岗位特性及评估结果，
绘制出风险布控图

就查缺补漏治理措施，制定情境一导
入内控风险治理方案与实施计划

绘制回路图，定义出“多部门多层级  
多组织”跨边界风险治理回路，确认
情境二治理节点（敏感岗位）

制作岗位分析表，在风险治理回路图
上标记情境二岗位特性及评估结果

SECI应用情境 第一级螺旋 建构回路 第二级螺旋 评估岗位 第三级螺旋 导入内控

回路团队的社会化活动
中层领导与骨干

回路团队骨干                          回路团队骨干

回路团队的外显化活动
中层领导与骨干

回路团队骨干 回路团队骨干

回路团队的组合化活动
回路团队成员 回路团队成员  

回路团队成员

回路团队的内隐化活动
回路团队成员

回路团队成员
回路团队成员                    

                         
                              

分析研判
学习理解评价指标               

分析岗位风险特性

理解风险治理目标                         

学习理解“四项诉求”

向内传导、团队分享
分享、解读评价指标                  

分享岗位风险特性认知

发起并辅导团队成员                         

进行内控要素分析

头脑风暴、形成共识 头脑风暴、形成共识
集跨部门多“场”视角                    

头脑风暴、形成共识

掌握概念与方法                        

建立回路管理主体意识
更新风险岗位认知

制定导入内控方案

与实施计划

情境一 维修沟通技能不足

情境二 软性质量问题无法及时
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情境三 维修备件供应周期长

情境一 维修沟通技能不足

情境二 软性质量问题无法及时
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情境三 维修备件供应周期长

   

情境一 维修沟通技能不足

情境二 软性质量问题无法及时
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情境三 维修备件供应周期长

                                

情境一 维修沟通技能不足

情境二 软性质量问题无法及时
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情境三 维修备件供应周期长

，
绘制出风险布控图

就查缺补漏治理措施，制定情境二导
入内控风险治理方案与实施计划

绘制回路图，定义出“双部门多层级”
跨边界风险治理回路，确认情境三治
理节点（敏感岗位）

制作岗位分析表，在风险治理回路图
上标记情境三岗位特性及评估结果，
绘制出风险布控图

就查缺补漏治理措施，制定情境三导
入内控风险治理方案与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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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更有利于变不确定为确定，变不可控为可控 

风险管理的作用，就是将风险的不确定性转换成确定性，以便防范和治理。

三级螺旋递进的模式，正是将人为性强、难以预测和控制的操作风险，一步一步

从不确定转变为确定。第一级螺旋，将风险传导回路转变为风险治理回路，增强

了确定性、可控性；第二级螺旋，将风险治理回路升级为风险布控回路，进一步

增强了确定性和可控性；第三级螺旋，将风险布控图中的布控点进行内控要素分

析，形成导入内控的治理方案。 

2、让知识创造和风险治理都做得容易 

回路团队是跨边界团队，无论复杂度高低，人员构成至少都是跨职能、跨层

级的。跨职能意味着不同专业背景和责任，跨层级意味着团队中既有领导和骨干，

又有来自关键岗位和协同岗位的普通员工。团队内部这种差异性是知识创造的良

好条件，但也会增加团队成员凝聚共识、有机协同的难度。将操作步骤、内容和

形式标准化、流程化，减少了不必要的摩擦和内耗，让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和风

险治理做得容易——从“要我做”转变为“我愿做”、“我能做”。 

3、让回路团队知识创造和风险治理的可复制性更强 

表 5-12 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几乎所有步骤，售后三情境的方法和过程

几乎都是直接复制的。不可复制也无需复制的，是知识创造的内容和最终形成的

解决方案。 

方法和过程可复制性，决定了回路团队自主治理操作风险的管理模式，能否

在更多的风险情境下复制，以及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活动，能否扩展到全公司，

用于更多风险治理情境，能否转化为组织层级持续的知识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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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回路团队知识创造复合模型 

从三级螺旋递进的进程可见，A公司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有两条动力线，激

励线支撑回路团队动力建设；技能线支撑回路团队能力建设。两条线软硬结合，

是回路团队完成知识创造整个过程的基础。 

激励线，促进回路团队内在动力的建设，通过不断的学习，即知识导入和知

识共享来实现。这是软的动力线，持续体现在三级螺旋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风

险回路管理的理念、方法与工具等知识共建的正强化激励，来形成团队成员治理

风险的意愿，另一方面，在知识导入环节，通过负面声誉事件的案例分享，对团

队成员形成负强化激励，使团队成员更加重视协同完成治理任务。 

技能线，促进回路团队治理能力的建设，在三级螺旋进程中不断学习、讨论

和训练，直至掌握各级螺旋需要使用的方法与工具。这是硬的动力线，以推进知

识创造螺旋层层递进的流程为支撑。方法与工具的使用，也是各级螺旋隐性知识

社会化、外显化的起点。 

两条线的软硬结合，说明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是在一定约束和规范下进行的，

没有这两条线的推进和支撑，回路团队不会形成三级螺旋的知识创造模式。 

总体来看，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过程、三级螺旋递进、两条动力线的支撑，

以及未来需要建立的可循环知识创造机制——持续识别新风险、持续改进风险问

题，构成了 A公司回路团队知识创造的复合模型（图 5-21）。 



 

149 

 

图 5-21 回路团队知识创造的复合模型 

 

二、跨边界回路：知识创造的“场” 

将回路团队知识创造代入售后三情境的具体应用场景，可以更真切地理解跨

边界风险治理回路作为知识创造“场”的典型性。 

在 A公司售后三情境的案例中，最简单的跨边界情况为情境一“维修沟通技

能不足”。这属于单一问题的系统反馈回路，有跨层级特点，但更主要的是跨组

织边界特性——履行售后服务管理职责的是 A公司之营销公司服务部，现场实施

售后服务的是各地服务代理商。 

最复杂的情况是情境二“软性质量问题无法及时提供有效解决方案”，跨职

能、跨层次、跨组织的“三跨”情况同时存在，且要解决问题，需从售后服务环

节向售前的技术支持、再向产品研发环节寻求支持和协同，也就是说，如果售后

服务部门没有向前再向前的很强的穿透力，对软性质量问题只能事后作为、滞后

反应。情境二“软性质量问题无法及时提供有效解决方案”跨职能、跨层级、跨

组织边界的复杂程度，如图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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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 情境二跨职能、跨层级、跨组织边界复杂程度 

 

资料来源：研究者根据回路团队人员构成与角色分工资料绘制 

情境三维修备件供应周期长，涉及 A公司营销公司服务部、备件部和 A公司

主机厂备件部，跨职能和跨层级情况同时存在，目标却是缩短备件供应响应时间，

也就是说，营销公司服务部能否让客户满意，主机厂备件部才是关键。 

以上情况验证了关于回路团队治理任务个性特点的判断：售后三情境风险回

路跨边界特性鲜明，但复杂程度不一、治理难度也不同。也就是说，风险治理回

路跨边界复杂程度，影响着回路团队角色构成的复杂度和治理任务的复杂度。 

那么，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活动与风险回路之间的关系，又呈现出怎样的特

点呢？ 

知识创造理论认为，“场”是参与者共享情境，并通过互动创造新的含义的

存在场所，它可以存在于个体、工作小组、项目团队、非正式团体、临时会议、

虚拟空间之中，也可以存在于与客户面对面接触之时。而通过提供时间、空间及

联系条件，领导者可以建立“场”，“场”的参与者将自己的情境带进来，与他人

跨边界回路：情境二软性质量问题无法及时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情境二回路团队

项目协调支持

风险管理部长

向内传导培训支持

营销公司服务部服务经理

售后三情境项目实施负责人

营销公司服务部呼叫中心经理

质量保证部技术中心 营销公司

备件部

销售专员

备件部部长
销售经理

服务部

呼叫中心经理

服务部部长
技术支持副经理
服务培训经理
技术支持专员

话务员

部长

质量体系管理经理

中挖研究所所长

产品主管

营销公司副总

XGWJ制度流程修订

   1. 呼叫中心业务流程

       管理办法

   2. 投诉管理办法

情境二相关岗位

落地实施

各地服务代理商

贯彻执行

成果输出

任务连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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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环境的互动。 

A 公司售后三情境案例中的“场”,就是集团总部由上而下推动，以操作风

险的系统反馈回路（简称风险回路）为风险治理活动的对象，在回路团队的知识

创造过程中，风险回路就成为回路团队知识创造的“场”。而售后三情境风险回

路具有跨职能、跨层级、跨组织的跨边界特点，它们恰好也是新知识从个体到团

队再到团队每个成员跨边界产生和转移的场景。只不过，风险回路本来是有实无

形的结构，通过分析情境、探查传导路径、评估岗位特性，以及与职责、绩效、

制度、流程的匹配性核查等一系列工具化的操作，成为有形的结构，并且这一结

构，要素丰富，可感知、可描述、可分析，蕴含动态规律在内。 

因此，风险回路作为知识创造的“场”，有“场”的共性特征，又有其个性

特征。其个性特征简言之，一是风险回路通过知识创造从无形变成有形，二是回

路既是知识创造的“场”，又是知识创造的阶段性成果。 

在这样的过程中，风险回路作为跨边界的“场”，对回路团队知识创造提供

了跨边界转移，即外显化、组合化形成显性知识的载体。而作为知识创造的成果，

风险回路在第一级知识创造螺旋中外显化、组合化为特定风险情境下的风险传导

回路，以回路图显示；在第二级知识创造螺旋中外显化、组合化为显示岗位特性

的风险传导回路，以带岗位特性和强度符号标记的回路图显示。在通过岗位评估

完成第二级螺旋后，该风险情境的系统反馈回路，已经作为知识创造的成果，成

为 A公司实施声誉风险穿透式管理的重大风险布控图。 

通过情境二“软性质量问题无法及时提供有效解决方案”的回路建构和岗位

评估，我们看到，对于复杂结构的跨边界的组织风险，这种可用于风险布控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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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图，结构清晰、要素明确、动态轨迹鲜明，是源头治理操作风险简易有效的工

具。而这种工具，得益于风险回路这种“场”的外显化、组合化效用。 

三、回路团队知识创造的中间力量 

A 公司回路团队的活动，践行了野中郁次郎知识创造理论“自中向上而下”

的模式。但这种践行，是在不知道知识创造理论，也不知有“自中向上而下”模

式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的行动，验证了“自中向上而下”模式在操作风险源头

自主治理场景中的应用价值，并再次凸显了中层领导者在知识创造中的中坚作用。 

A公司回路团队中的中层领导者很多，但作为中坚力量的，主要是发挥牵引

作用的关键角色。承担关键角色的几位中层领导者，对公司层级抓总的是风险管

理部部长，面向回路团队提供知识导入支持、承担项目组织推进的，分别是营销

公司服务部的两位业务经理。团队内各部门派出的不同层级中层管理者，则均在

关键角色的协调组织下，按其在团队内的分工履行其职责。 

回路团队知识创造过程中，中层领导者的中坚力量，主要体现在跨边界解决

风险问题的隐性知识创造环节，即建构回路、评估岗位、导入内控。同时，中层

领导者们在操作风险源头自主治理上，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操作风险

是跨边界传导的，风险的源头治理也必然面临跨职能边界协同的问题。因此，没

有中层领导者成员的协同，仅凭基层岗位员工的努力，是无法实现风险的自主治

理。基层员工和中层领导者两种成员，在探查回路、评估岗位、分析内控要素时，

都有各自的视角和判断，在风险治理方案的产生过程中，都各自贡献出自己的经

验和能力，但两种成员协同，最终能否跨边界治理成功，取决于中层领导者成员

的能力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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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司的实践证明，在采用操作风险系统反馈回路的方法管理风险方面，“自

中向上而下”模式对推动团队知识创造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

中，“自中向上而下”的模式不是公司强制去做，知识导入过程也没有启发去做，

而是回路团队中的各种中层领导者尤其是关键角色承担者，在知识创造过程中，

在相关角色下履行各自职责，自动自发形成的。 

这种情况说明了，依托风险回路自主治理操作风险的管理方式，回路团队在

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组织特性，且这种自组织的特性体现为：回路团队可自动自发

形成“自中向上而下”推进知识创造的模式。 

第六节 回路团队与知识创造的互相促进 

理论上，导致风险问题不断自我增强的系统反馈回路，被用来进行风险治理

并承载团队的知识创造活动，而回路团队这种组织形态，为知识创造起到了支撑

性作用；同时，回路团队的风险治理活动，也在持续循环的知识创造过程中导入

内控体系。 

一、回路的设计提高了团队的知识创造能力 

理解风险传导回路与风险治理回路的关系与不同，是理解回路团队与知识创

造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关系的前提。 

（一）两种风险回路及其关系 

风险传导回路，如图 5-1，是跨越组织范围，包含组织、合作伙伴以及媒体、

监管部门、公众等在内的一种系统反馈回路。这种回路，是由风险问题主导，不

断自我增强、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将声誉危机产生的不良影响倒灌回组织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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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反馈回路。 

风险治理回路，如图 5-3，是将风险传导回路所经过的治理节点——岗位（有

组织内部的岗位，也可能有组织外部如合作伙伴的岗位），连接成一个闭环的回

路，在组织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风险问题进行治理的回路。途径这个回路上的岗

位，是组织实施风险布控的节点；节点岗位上的人员，是风险治理的行为人。除

此之外参与回路团队工作的，还有解决风险问题所需跨层级、跨职能、跨组织进

行决策和协调的领导或管理人员。 

风险传导回路，被用来识别风险问题的运动轨迹和后果，进而规划风险治理

闭环线路、组建回路团队。风险治理回路，则是组织进行风险布控、回路团队进

行风险治理的闭环，也是回路团队进行知识创造的客体和载体。风险治理回路与

回路团队是二位一体的关系，回路团队的构成，意味着团队整体上能够提供风险

治理所必须的岗位职责、知识、经验以及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智慧和能力。 

（二）回路团队的治理载体就是知识创造的“场” 

如上所述，为解决跨边界传导的风险问题，回路团队跨边界集聚了拥有相应

职责、经验和能力的组织内外部成员。这样的团队构成，为知识创造构建出最有

利于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场”。 

首先，领导进团队使回路团队保持激发知识创造的牵引力。回路团队建构的

这个“场”，因为拥有决策和协调能力的领导者，而拥有了朝向问题解决目标、

激发知识创造的牵引力。这些领导者还因为相应的管理经验和决策能力，成为隐

性知识创造的重要力量之一。 

其次，回路团队是以跨边界的组织结构应对跨边界的风险问题。这个特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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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建构回路”、“评估岗位”、“导入内控”的知识创造螺旋层层递进之中。由

于建构风险传导回路要求精准探查风险问题的运动轨迹，通过对问题的诊断和分

析，画出回路图，还要根据回路图找准并分析敏感岗位，因此，风险布控和治理

节点也是精准指向风险问题之运动规律的。这样的“场”，使得回路团队的知识

创造活动很容易做到目标清晰、精准定位。 

再次，由于操作风险的人为性、复杂性，大道至简，将回路团队作为风险治

理主体，给予一定的环境支持和激发条件，就可以最大程度激发回路团队成员在

知识创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从源头化解风险问题，或阻断风险问题不断自我

增强的反馈回路。因此，不同于内部控制的强制性，风险治理回路所提供的“场”，

使回路团队成员在知识创造过程中拥有一种“主场”的心态；在风险治理过程中

始终保持主体意识。 

（三）回路团队提供了解决跨边界问题的超文本结构 

依托风险治理回路组建的团队，也是作为一种“超文本”的组织结构，承载

团队的知识创造活动。 

一方面，组织向回路团队输入的知识导入培训、负面案例强化的内部激励、

方法和工具的使用训练，以及回路团队在知识创造螺旋中进行知识创造的成果，

都建立并充实了操作风险源头自主治理的知识库，成为回路团队知识创造的软支

撑。并且，这些知识最终在知识创造螺旋递进中，沉淀为团队成员的隐性知识，

为组织培养了更多能够在风险治理知识创造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种子选手。 

另一方面，组织向回路团队输入的诸如目标激励、制度约束、流程引导以及

“领导进团队”的机制，也为回路团队提供了来自业务系统层的硬支撑。 



 

156 

 

野中郁次郎（2019）在其最新版中文译注《创造知识的企业：领先企业持续

创新的动力》中提出，超文本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能与组织以外的消费者和

公司持续动态地进行知识互动。它具备了收集客户对新产品反馈的能力、从消费

者需求中发现新趋势的能力，或与其他公司共同开发新产品概念的能力。 

从超文本组织的理论视角来看，回路团队作为一种以跨边界为特点的超文本

组织，扩展了知识创造的应用范围。其一，在源头自主治理风险的场景应用，初

见成效。知识创造螺旋理论问世以来，企业成功案例主要体现在新产品研发场景，

而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则在应用于治理跨边界的风险问题。其二，回路团队的知

识创造活动很好地体现了超文本组织的开放性，因为团队成员的岗位职责、经验、

能力覆盖并且不止于风险治理所需要的全部岗位。 

二、知识创造推动风险治理回路的形成和发展 

操作风险源头自主治理的知识创造，经历了从“知识导入与激励”到“知识

共享与创造”再到“知识固化与升级”的完整过程。这个过程由回路团队知识创

造螺旋递进构成，“建构回路”、“评估岗位”和“导入内控”三个阶段的知识创

造螺旋均以风险治理回路为载体，将售后三情境风险一步步导入内控体系。 

（一）知识创造螺旋递进过程等于风险治理逐步导入内控过程 

如图 5-21 所示，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螺旋递进线，同时又是回路团队自主

治理风险的工作流程线。这意味着两种关系：一，回路团队知识创造的过程，就

是回路团队自主治理风险的过程；二，回路团队知识创造的载体是风险治理回路，

回路团队自主治理风险的工作载体也是风险治理回路。 

A公司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实践，在产量逐年增长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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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万台设备投诉率从 2.65%降至 0.85%。这一成果证明，回路团队的风险治理

和知识创造都是成功的，以风险治理回路为载体的知识创造，是推进风险治理成

功的力量。 

（二）知识创造螺旋逐级发展出风险治理回路的功能 

回路团队在知识创造螺旋从“建构回路”向“评估岗位”、“导入内控”的逐

级递进中，发展出风险治理回路在特定阶段的特定功能。 

从回路团队的具体操作来看：第一级螺旋“建构回路”，将风险传导路径探

查明晰，得到风险回路图。第二级螺旋“评估岗位”，对照风险回路图中的岗位

进行评估分析，得到风险治理回路图，也就是风险布控图。对照风险布控图和岗

位分析表，第三级螺旋“导入内控”进行了内控要素匹配性分析，得到制定风险

问题解决方案所需要的全部依据。最终，制度、流程的优化、完善，使得风险问

题的治理纳入内控体系变成常态化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知识创造螺旋逐级递进为风险治理回路发展出的功能来看：第一次递进，

知识创造的结果促成了风险治理回路的形成，即“建构回路”螺旋将风险传导回

路变成风险治理回路；第二次递进，知识创造的结果将风险治理回路变成“见岗

见人”的风险布控图，即“评估岗位”螺旋使得组织可以针对风险治理回路上的

节点进行风险布控，并能根据风险布控图部署回路团队的人员构成；第三次递进，

知识创造的结果将“见岗见人”的风险治理回路变成“见岗见人见措施”的内控

制度与流程优化方案，即“导入内控”螺旋通过内控要素匹配性分析，找到内控

体系的不足，形成改进、优化内控制度和流程的解决方案。 



 

158 

 

（三）没有知识创造螺旋逐级递进就没有风险治理成果 

风险治理回路的最大的意义在于，回路团队治理的不是风险问题本身，而是

导致风险问题不断传导放大的动力机制。风险治理回路，首先是回路团队风险治

理的客体，然后才是回路团队进行知识创造的载体。回路团队通过逐级递进的知

识创造活动是达致风险治理目标的途径，其目的就是让产生风险问题的动力机制

得到干预，或者遏制，或者阻断，或者化解。因此，没有逐级递进的知识创造螺

旋的成功，就没有风险治理的成功。 

同理，没有团队成员发挥所拥有的隐性知识并进行 SECI 转化，也不会有这

些环节的工作成果。虽然公司提供了方法和工具，离开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活动，

团队成员仅凭个人经验都无法完成这些环节的工作。 

因此，如图 5-15、5-16和 5-19所显示，在“建构回路”、“评估岗位”和“导

入内控”三个螺旋中，外显化环节都有团队讨论和分享流程，组合化环节都有头

脑风暴、达成共识的流程。参与隐性知识转化和创造的，也就是扮演团队智囊的

成员，有领导，有部门经理，也有熟悉特定业务上的工作人员。团队知识创造的

结果，正是不同职责、不同经验和阅历的成员，在一起集思广益、“1+1 大于 2”

的结果。 

三、知识创造有助于提升回路团队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实践意义看，A公司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活动，在提升团队解

决问题能力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提升了团队跨边界治理操作风险的能力 

操作风险源头治理要突破跨边界带来的难题。治理操作风险的团队必然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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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和突破跨边界的屏障。回路团队实现源头自主治理的方法，是以跨边界的团队

来解决跨边界的问题，通过跨边界团队的协同进行知识创造，以此干预和调整产

生、放大问题的动力机制——风险传导回路。 

从 A公司的实践结果看，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成功地将风险传导回路转变成

风险治理回路——跨边界的风险治理载体，通过团队协同进行的知识创造，识别

问题、诊断症结、分析岗位和内控要素，提出解决方案并导入内控体系，使风险

治理专项行动变成常态化的管理优化行为。 

（二）普通员工可在风险治理上有更多、更大作为 

如前所述，知识创造螺旋逐级递进就是回路团队风险治理的工作流程，知识

流与工作流合流。A 公司的实践揭示了回路团队源头自主治理方法的一个重要价

值：知识创造变成普通员工力所能及的工作，回路团队不仅能够治理风险，还是

自主治理风险，从内部控制的“要我做”，转变为“我愿做”、“我能做”。 

回顾 A 公司售后三情境回路团队的角色构成（如表 5-1、5-2、5-3 所示），

跨边界的回路团队中有来自营销公司、技术中心、质量保证部的不同层级、不同

职能的领导，有挑大梁的营销公司服务部呼叫中心经理，有相关协同部门负责人、

协同岗位员工，还有处于服务工程师、400 话务员这种关键岗位的普通员工。 

在知识导入、软激励与硬激励、回路团队跨边界的超文本结构等条件具备的

情况下，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活动，使得普通员工能够跨职能、跨层级、跨组织

边界识别风险、分析和诊断问题，升维思考并创造性地提出问题解决方案，有了

可行性。 

因此，与新产品研发应用场景中的知识创造有所不同，在操作风险源头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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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中，回路团队为治理风险所进行的知识创造活动，不仅是提高了团队解决问

题的能力，还将这种知识创造变成更具有普适性的、普通员工皆可为的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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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讨论 

一、概要 

本研究在第二章提出要针对操作风险管理量化导向、控制导向方法的局限，

结合个体决策有限理性、非理性和自利的特点，并考虑操作风险基因型非直观不

易揭示特点，以及大型科层制组织天然具有的 silo effect效应，探索新的方法

来弥补针对操作风险人为性，在管理方法上的缺口。为此，本研究预期回答以下

五个问题，（1）自主治理操作风险的主体，是怎样的组织型态？以怎样的方式运

行？（2）将操作风险系统反馈回路作为源头治理操作风险的客体，其治理形式

和方法是怎样的？（3）操作风险的系统反馈回路中，包括多个跨部门、跨层级、

跨组织边界的岗位，如何利用知识创造螺旋来激发这些岗位成员的隐性知识创造

和转移？（4）回路团队要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实现操作风险源头自主治理，需要

组织提供什么样的支持环境？（5）企业能否创建新风险识别和回路团队自组织

创建机制？如果不能，什么样的因素使企业不去建立？ 

以回路团队为核心所展开的知识创造过程，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自 2017

年起至今，经历预研究、研究两个阶段，多次赴样本企业实地调研，通过多次访

谈和深入了解，对操作风险回路团队的风险治理和知识创造活动进行观察。通过

2018 年-2020 年 9 月用户投诉率数据的效果验证，确认对“售后投诉机制不健

全”风险实施源头自主治理收到明显成效，并初步证实这套管理风险回路的方法，

对操作风险源头治理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可复制性。 

第五章案例分析与结果也显示，本研究回答了上述五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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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主治理操作风险的主体，是回路团队，以知识创造三级螺旋递进，

完成从知识导入与激励、只是共享与创造、知识固化与升级的进程（如图 5-21）；

（2）操作风险系统反馈回路作为风险治理的客体，治理形式和方法主要包含三

个核心环节，也就是建构回路、评估岗位、导入内控的三级螺旋递进；（3）以知

识导入、案例分享、方法与工具培训和使用，以及知识创造流程的执行，来激励

和推动跨边界回路团队成员隐性知识的共享和转移；（4）通过领导进团队的职责

与角色构成为回路团队建立系统性设计解决方案的“场”，通过风险回路治理相

关知识、方法与工具的导入，以及通过内控要素分析的方法和流程将回路团队知

识创造的成果纳入组织常态化管理等措施，为回路团队提供支持环境。知识、方

法与工具、激励、流程，是组织提供支持环境的四个要素。（5）新风险识别和回

路团队自组织创建机制，本研究在此次单一项目中未能观察到，需要组织增加操

作风险其他情境类别的试点，针对不同类型情境的操作风险，积累风险回路治理

经验，在此基础上，以新风险识别和回路团队自组织机制创建为目标，在公司层

级进行规划。 

二、理论贡献 

本研究旨在探索可以跳出量化导向、控制导向的思维局限，针对操作风险人

为性特点，能够从风险源头激发风险责任人自主治理的非量化方法。第二章文献

综述针对操作风险源头治理梳理出两条主线：一是“风险孕育人为性→风险治理

自主性”，二是“风险问题难量化→治理方法非量化”，推导出“源头自主治理方

法”的研究方向。沿此方向，本研究以系统反馈回路和知识创造螺旋理论，对 A

公司进行个案研究，深入观察和思考组织如何有效治理操作风险，从以下三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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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操作风险管理理论做出贡献。 

（一）引入系统反馈回路理论，对源头自主治理方法的研究缺口予以补足 

本研究认为，操作风险人为性特点，对风险源头治理而言既是挑战，也是可

以激活并加以利用的优势，前提是风险责任人成为源头治理的主体。引入系统反

馈回路原理，以回路团队为治理主体，以风险回路为治理客体，以知识创造为动

力机制的风险回路治理方法，提供了操作风险源头自主治理的新模式。这一自主

治理新模式，扩展了系统反馈回路理论在操作风险治理方面的应用。 

就系统反馈回路在风险管理相关领域的研究来看，过往研究主要集中在系统

动力学建模预测风险的量化方法上。系统反馈回路应用于风险治理的相关研究零

散且很少（表 6-1），可检索到的相关研究中，将系统反馈回路用于风险治理的仅

有社区银行一例，该方法仅限于员工个人持续改进操作行为，尚未触及基因型风

险治理和 silo effect 问题的解决。 

本研究对引入系统反馈回路的视角对操作风险进行源头治理的个案研究，为

填补上述研究不足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风险回路治理。这种方法针对操作风

险人为性特点，以非量化主导、激发风险责任人自主治理为特点，其有效性已得

到 A公司实践数据检验的确认。 

在方法论层面，以风险传导的系统反馈回路为载体进行风险治理，本研究重

点关注了源头治理活动的主客体关系和作用机理，团队知识创造与风险治理自主

性的关系，以及激发和保持自主性的动力机制等问题，以揭示风险回路治理方法

得以成功的内在逻辑和合理性。 

研究结果显示，操作风险系统反馈回路，是源头自主治理的有效载体。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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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路建构等方法与工具，操作风险系统反馈回路承载了风险治理的主体（回路团

队），本身又是风险治理的客体（风险回路），通过知识创造螺旋这一动力机制，

构成支撑风险治理活动的主客体互动关系，从结构和机制上构成实现自主治理、

达成治理目标的基础。 

风险回路治理方法与过往研究中的方法对比，自主性和非量化是风险回路治

理方法的突出特点（表 6-1）。 

表 6-1 系统反馈回路理论应用与本研究的对比 

 
作者整理、对比分析。 

在风险回路治理方法中，系统反馈回路不是用来预测风险，而是通过回路团

队自主干预、阻断不断自我增强的风险回路来治理风险。从管理目标来说，运用

系统反馈回路这种最基本的运动原理，激发风险责任主体在源头自主治理，使存

量中的问题在存量中解决，组织得以避免或减少用增量成本为存量问题埋单，这

样的方法才是经济、可持续的。本研究获得的实证数据，也证实了运用系统反馈

回路建构风险治理方法的有效性。 

文献名称 应用场景 应用理论 系统层级 相关点上的异同

相关研究A

相关研究B

相关研究C

相关研究D

本案研究E

项目管理中的系统反馈

回路与系统动力学建模
项目管理

系统动力学-因

果回路
项目管理

A：系统动力学建模，量化                

E：因果图建构回路，非量化

对一个系统的看法如何

因接触到积极或消极的

证据而改变

课堂对系统认知

的教学

系统动力学-因

果回路、信息反

馈

学生班级

A：通过因果回路图改变学生

对系统的认知                            

E：通过因果图建构回路，改

变风险责任人对风险的认知

反馈回路
社区银行识别风

险回路

风险管理，系统

反馈回路
服务网点

A：通过信息反馈促使员工自

主调整行为来减少风险                 

E：通过知识导入、分享与创

造，实现回路团队对风险的自

主治理

全球咖啡供应链中可持

续性风险的动态变化，

印度尼西亚-英国的案

例

供应链可持续性

风险的预测

风险管理                          

系统动力学建模

大宗商品全

球供应链

A：用系统动力学建模的量化

方法预测风险，非量化风险被

历史数据屏蔽                          

E：用因果图预见风险传导路

径，不依赖数据，而根据人的

经验和直觉去判断

操作风险管理：回路团

队中的知识创造

制造型企业操作

风险源头治理

操作风险管理                          

知识创造螺旋

回路团队   

风险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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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研究的方法论价值，在于将系统反馈回路因果图的非量化应用，拓

展到风险管理领域，在风险回路治理方法中，成为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风险

传导回路建构、敏感岗位评估，并通过激励回路团队知识创造，进一步强化风险

治理的自主性。 

（二）对偏量化的操作风险管理，以非量化方法的研究予以补足 

本研究期望弥补的研究缺口之一，是在操作风险管理的方法论层面发现非量

化的方法，并观察这种方法取得成功的原因和合理性。研究结果显示，风险回路

治理方法，发挥回路团队知识创造的作用，开辟了一条从激发人的自主性和创造

性着手，将操作风险人为性因素从不利转化为有利的源头治理途径。回路团队的

知识创造三级螺旋递进复合模式，将知识创造螺旋理论成功应用于操作风险源头

治理场景，提供了一种适用于基因型风险的非量化分析方法，并使“损失数据计

量风险”方法主导下操作风险源头治理薄弱的情况，有了可供加强的新途径。 

发现一：风险回路非量化治理模式适用于基因型风险 

一直以来，因计量风险资本的需要，操作风险的识别与评估最终要看损失数

据的收集和计量结果。事件损失数据，是已知、可收集到的历史数据，不能揭示

未爆发的潜在风险，更不能从中预见未来的新风险。并且，事件损失数据只能在

事件结果端“表型”，没有在原因端对“基因型”风险的识别与评估，那些因能

见度低而不易揭示的风险，尤其是 silo effect 导致的难题，不能被及早觉察、

揭示和评估。这导致两种结果： 

其一，操作风险因人为性、复杂性、多样性而包含很多基因型风险，对基因

型风险识别与评估的缺失，企业内控体系和合规管理的作用主要体现于事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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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事后惩罚，操作风险源头治理将继续被忽视。与此相应，过往研究跟随监管导

向，表型分析充分，基因型识别和评估不足，因而在操作风险源头治理方面，也

一直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基因型风险能否通过非量化途径予以识别、评估和治

理，是操作风险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缺口。 

其二，基因型风险的识别与评估，需要扩大视野、升维审视、系统思考，而

基因型风险识别与评估的主体，即谁应该对这些风险感兴趣并发挥作用，Saleh 

et al.（2010）基于文献研究提出安全价值链的概念，指出要关注影响系统安全

的安全价值链之上的人。如何让安全价值链之上“人的决策和行为”成为基因型

操作风险识别与评估的主要因素，如何让这些人成为风险治理的主体，是操作风

险管理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缺口。 

本研究对上述两个缺口进行了补足。首先，回路团队的组建和运行，解决了

安全价值链之上的人能否成为治理主体的问题，即，依循系统反馈回路建构风险

传导回路，依托风险回路组建回路团队，承担源头风险自主治理主体责任。这一

结果，增加了系统安全价值链理论在操作风险源头治理领域的应用。其次，通过

知识导入激励和知识创造三级螺旋递进，回路团队不仅实现了对操作风险的自主

治理，还同时补足了过往研究在基因型风险识别、评估和治理三个方面方法论上

的缺口。回路团队完成了目标情境风险从评估到治理的全过程，这一过程，摆脱

了对损失数据收集和计量的依赖，是一个由知识创造螺旋推进、非量化主导的过

程。 

总而言之，风险回路治理这一非量化主导的方法，提高了基因型风险的能见

度，增强了组织对基因型风险的感知能力，并打破 silo effect的桎梏，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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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风险治理的安全价值链。 

发现二：回路团队的非量化方法，是以量化识别风险为前提的。 

本研究发现，回路团队治理风险的过程、手段都是非量化的，但其目标情境

却是用量化方法确定的。回路团队对客户投诉原始记录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筛

查投诉率最高、投诉问题最集中的类别，抓取问题背后最本质的原因，以此确定

风险治理的目标情境。对客户投诉记录原始数据的运用，决定了回路团队非量化

治理方法精准、有效的起点。 

回路团队对量化数据的合理应用，意味着不能将量化方法与非量化手段人为

隔离开来或者对立起来，要根据目标风险情境因事制宜。比如，已有文献中，有

系统反馈回路用于社区银行风险管理的研究（Cooper, & Todd，2011），在该研

究中，管理者通过系统反馈回路的信息反馈机制，即通过输入员工的行为数据，

促使员工调整行为，使行为结果更符合目标的需要。这种方法针对员工个体成员

获得了成功，但对于结构复杂、影响因素多元、能见度低的基因型风险，则未必

能成功。在基因型风险未能识别和评估之前，通过向员工输入行为数据是无处着

力的。即便有了识别和评估，基因型风险涉及深层次潜藏的结构性问题、基本机

制所伴生的问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仅仅向员工和部门输入反馈数据就

可以解决问题的。基因型风险，更多时候需要量化与非量化手段协同使用。 

（三）将知识创造理论用于回路团队，解决 silo effect 的问题 

随着不确定性在风险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监管政策“将不可计算的

不确定性驯服为可以计算的风险，作为理性决策的基础”的要求是否可行，怎样

的情况下可行？Power（2007）指出，对于处理不确定风险的解决方案，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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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有高层次的组织并形成共识的情况下，才会有好的运作。因此，驯服不确

定性，意味着要面对认知与组织双重变革的挑战。 

在大多数情况下，基因型风险意味着需要突破 silo effect，跨边界识别问

题、解决问题。跨边界及其 silo effect状态，就是基因型风险治理的底版——

基本情境。如 Power 所言，“对知识有高层次的组织并形成共识”成为基因型风

险识别与治理的条件。回路团队的风险治理，从组织方式、操作流程、方法与工

具等方面，建构了适用于这个基本情境的一套方法。如回路团队跨职能、跨层级、

跨组织边界的组建方式，回路团队知识导入与激励、知识共享与创造、知识固化

与升级的操作流程，回路团队三级螺旋递进的知识创造复合模式，同时满足了认

知（知识创造）与组织（回路团队）双重“变革”需要，并且，本着最小动荡、

最少成本、可操作性强的原则予以实施，切实达到了风险治理的目标。在回路团

队的治理过程中，跨边界的 silo effect，不再成为问题。 

过往研究显示，大型科层制组织天然具有的 silo effect，这种效应既是风

险的成因，又成为风险识别和治理的难以跨越的障碍。本研究通过对回路团队知

识创造活动的深入观察，就回路团队如何破解 silo effect，获得如下发现： 

发现三：回路团队通过知识创造实现治理风险的自主性。 

本研究发现，回路团队知识创造三级螺旋递进复合模式的价值之一，体现在

以知识创造实现风险治理自主性：以工具和流程将系统观构筑为操作风险源头治

理的基座，确保回路团队成员能够扩大视野、升维审视、系统思考，以系统性的

解决方案，对跨边界的基因型风险实施治理。也就是说，回路团队既要有跨边界

治理的觉悟和勇气，又要有跨边界治理的知识和能力，两者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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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除了风险治理项目目标提供的外在激励，回路团队的知识创

造过程也为风险自主性也提供了多层激励： 

1、知识导入：双重激励（案例分享负强化、方法与工具培训） 

2、知识共享：回路建构、岗位评估与内控要素分析三级螺旋中的头脑风暴

（隐性知识外显化、组合化） 

在知识创造螺旋理论中，野中郁次郎（2005）提出 SECI 模型中的知识是跨

边界分享和转移的，更适用于团队解决跨边界问题，但知识创造螺旋的过往研究

并未发现其应用于操作风险源头治理的场景，而操作风险从形成到最终发展成声

誉事件，具有典型的跨边界特征。跨边界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又涉及多部门多

岗位，个体在岗位上没有跨边界协调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缺乏跨边界解决问题的

行动意愿。但知识创造螺旋使得回路团队能够产生跨边界风险的治理方案和策略。

本研究实证检验发现，知识创造与回路团队自主治理风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

没有回路团队知识创造的三级螺旋递进，就没有风险治理系统性解决方案的产生。

回路团队中任何一个个体成员，都缺乏直接产生系统性治理方案的条件和能力，

但 SECI 螺旋的知识创造模式，使位于基层、贴近风险部位的回路团队提出了系

统性治理方案，并且收到明显成效。 

简言之，跨边界是基因型风险的主要特征，让回路团队在知识创造过程中拥

有跨边界治理风险的觉悟和勇气，又掌握了相应的知识和能力。觉悟、勇气、知

识、技能，构成了操作风险源头治理自主性的四个要素。 

发现四：持续的激励是产生回路团队风险治理自主性的条件。 

持续激励意味着按激励目标对激励对象实施持续激励。首先明确要激活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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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价值链之上对风险有不同影响的人，即风险回路敏感岗位的风险责任人，这些

人组成回路团队；其次，满足自主治理风险四要素，即觉悟、勇气、知识、技能

的建设要求。在 A 公司这一个案中，回路团队既受到任务目标带来的外部激励，

又因为执行知识创造流程、使用方法与工具而产生持续的、多环节的内部激励。

这些激励都是在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过程中，通过知识创造活动完成的。 

如前所述，在售后三情境中，风险责任人对跨边界解决问题既缺能力又缺意

愿，因此，既需要组织为其创造条件，又需要激发其内在动力。A公司采用客户

投诉率指标，来检验“售后投诉机制不健全”的风险治理是否达成目标。目标的

硬性约束，对回路团队形成了外部激励。与此同时，又在知识导入、回路建构、

岗位评估等流程的执行中，通过案例分享和特定方法与工具的使用，使团队成员

受到持续的负强化刺激而保持内部激励。 

如果说外部激励和内部激励均能增强风险治理的自主性，能否通过知识创造

实现自主治理，内部激励则成为关键。A公司通过四种相辅相成的方式来激励回

路团队的知识创造活动：（1）通过知识导入传递风险传导回路的知识和管理理念，

扩大回路团队对操作风险认知的外延，提高团队成员对风险的感知能力；（2）通

过声誉事件危害后果，即声誉损害倒灌、漫灌之风险传导的案例分享，理解和体

会到操作风险引发声誉危机产生风险溢出的严重后果，形成负强化内部激励，使

团队成员产生分享、协同、自主治理的意愿；（3）引进风险回路治理的方法与工

具，团队成员使用方法与工具的过程，就是激发隐性知识创造、共享和转移的过

程；（4）通过执行风险回路治理的规定流程——知识导入→情境识别→回路建构

→岗位评估→内控要素分析→形成解决方案→修订管理制度与标准，将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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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决方案形成所需要创造的新知识，逐级递进、有序完成。 

上述四个相辅相成的方式，是风险回路治理方法论的有机组成部分，确保跨

职能、跨层级和跨组织边界的回路团队，在专业背景、岗位技能各自不同的成员

结构中，都能全流程掌握风险回路治理的方法与工具，完成知识创造三级螺旋递

进。 

发现五：回路团队以跨边界的结构和角色分工，去匹配跨边界的风险情境。 

本研究通过深入观察和关键角色访谈发现，回路团队组建的方法和流程，使

得团队成员职能结构、角色分工所形成的结构，与风险回路的跨边界结构相匹配。

跨边界的风险回路，既是回路团队风险治理活动的客体，也是回路团队知识创造

螺旋三级循环递进的载体。回路团队依风险回路跨边界的特点，发展出相应的跨

职能、跨层级、跨组织的角色构成，在团队层面，回答了“什么样的组织形态能

够有效治理操作风险”的问题。 

这种两相匹配的做法，将 Power（2007）“对知识有高层次的组织并形成共

识”的观点，回路团队用跨职能跨层级跨组织的结构，决定了其经验结构与跨边

界风险识别和评估要求相匹配；依附不同角色所形成的决策能力结构与治理跨边

界风险的要求相匹配。 

发现六：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是以使用规定性的方法与工具为条件的 

同样，依照 Power 的观点，高层次的组织形式和共识，需要相应的方法与工

具来支撑。由于能见度低还有 silo 屏障，基因型风险识别、评估和治理，更需

要高层次的组织形式和共识来支撑，因此，特定的方法与工具就成为回路团队的

标配。在 A 公司案例中，回路团队的组建和运行，都与知识创造活动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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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掌握和使用特定方法与工具的过程中完成。风险回路建构、敏感岗位评

估、内控要素分析，既是知识创造流程的三大环节，又是知识创造三级螺旋过程，

同时，也是所学习、掌握和使用的特定方法与工具本身。规定性的方法与工具，

是知识创造三级螺旋递进的推进器，也是整个知识创造过程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

部分。 

此外，从软硬结合的角度，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发展了野中郁次郎 et.al.

赋予 SECI 的功能。 

在过往的知识创造螺旋相关研究中，包括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自己，都主

要关注和强调 SECI 对组织创新的意义，重点是产品创新。SECI对产品创新赋予

“超越既有认知、超越既有规范”的功能，在相关研究中备受瞩目。但 SECI 作

为激发软性的知识创造模型，其与组织提供的硬性约束（目标、方法、工具、流

程等）相结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尚未见有相关研究。本研究在回路团队的

个案观察中，发现了这种软硬结合所产生的结果，以及达致结果所需要的条件。 

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过程中，三级螺旋递进是软，在知识导入和三级螺旋中

采用的回路建构、岗位评估、内控要素分析等方法与工具，是硬。知识、方法与

工具的硬性输入，成为软性的知识创造螺旋完成三级递进直至固化和升级的支撑，

换言之，是基础性、支撑性条件。这种软硬结合达成的结果，就是团队对操作风

险自我加强的系统反馈回路，成功地进行了干预和阻断。用户投诉率在销售增长

的同期显著下降，显示了软硬结合的实证性效果。 

三、实践意义 

系统反馈回路的原理，在企业管理中有广泛的应用，主要体现为系统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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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建模，也有研究表明，在一些金融机构，系统反馈回路被用来通过输入数据

得到的信息反馈，来识别消费端操作风险，或者通过反馈回路建模来预测风险，

以供决策之用。 

本研究对实践最直接的意义，是操作风险可以通过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实

现源头自主治理。这一研究成果，回答了如何应对操作风险人为性成因、如何跳

出量化主导、控制主导的局限、如何以最小代价实现源头治理等问题。 

本研究展现的方法就售后三情境的处置而言，与公司公关部有所不同：一个

事前一个事后，回路团队功夫下在事前解决问题，公关部职责主要在事后应对危

机；A公司售后服务部门的回路团队治理方法，与其他公司售后服务部门也有所

不同：一个治理因，一个应对果，A公司售后服务部治理的是因——产生并放大

问题的风险回路，其他公司售后服务部应对的是果——协调解决风险问题导致的

客户伤害或体验不佳等。 

（一）操作风险源头治理的难题破解与代价 

操作风险因其人为性、跨边界等特点，源头治理难以实施。一方面，问题太

小时没有人愿意花费精力和成本去解决，另一方面，因为跨边界的特性，没有制

度约束或强制性措施逼迫风险责任者必须进行早期治理，也没有合用的方法让治

理者从中受益。相反，如果因为跨边界治理而遭遇 silo effect反噬，结果问题

未必能解决，利益格局被扰乱进而导致军心不稳——组织领导者通常都没有做好

这样的心理准备。 

因此，大型科层制组织，以拥有完备内控体系的上市公司为例，操作风险的

管理均呈现典型的“事前放任、事中控制、事后惩罚”的三段式。就风险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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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来说，这样的三段式管理的结果，只能是“事前不想管、事中管不住、事后

罚不痛”，上市公司仍然是声誉风险高地，声誉事件满天飞，而声誉事件最大元

凶操作风险，是有控无防或难防，总体上仍然是事后做功的管理模式。 

要想补上源头治理操作风险的短板，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能增加绩效；

二，系统扰动小；三，领导重视，由上往下推。A公司回路团队成功回答了上述

三个问题： 

第一，增加绩效：A公司通过降低用户投诉率，使风险治理对组织绩效的贡

献从“看不见”变成“看得见”。A公司回路团队在看得见的贡献上，交了出色的

答卷：呼叫中心业务流程和投诉管理两份标准性文件发布实施一年多，销量增长

箭头向上而用户投诉率箭头显著向下。 

第二，系统扰动小：回路团队的管理活动，从头至尾没有另起炉灶，都是嵌

入组织现有体系，就地识别问题、就地产生优化方案。回路团队的动荡在于团队

成员打破原有认知、接受全新视角和全新方法与工具，在不断的学习和头脑风暴

中，去使用，去探索。而回路团队自身动荡进行知识创造的结果，是系统性的操

作风险源头治理方案嵌入组织当前的内控体系，补足、增强了内控体系源头治理

的薄弱环节，而非激化部门间矛盾、将 silo 的空隙撕裂得更大。 

第三，领导重视，由上往下推。领导重视之所以排在第三条，是因为没有第

一条增加绩效和第二条系统扰动小，就很难让领导下决心去推动操作风险源头治

理，尤其是在企业没有经历过恶性声誉事件的情况下。A公司的贡献在于，集团

总部面向各职能部门和分子公司发动的声誉风险管理知识共建和共识会议，转变

了 A公司领导的认识，同时，集团总部引进的风险回路管理方法，其重要特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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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满足“增加绩效、动荡小”两个前提条件。因此，A公司的党政领导齐心决策

和支持，为回路团队输入了最大动力，并通过动员会、全员培训等，为回路团队

探索源头治理风险创造支持和响应的整体环境。 

（二）对操作风险管理量化导向、控制导向现状的突破 

量化主导的风险管理体系，成熟并被企业广泛应用。其不足之处，是量化管

理要吃数据，数据是对已发生行为或事务的历史记录。对动态发展、内外交互运

行的组织而言，新的风险不断在孕育和积累，历史数据无法洞见未来将发生的新

风险。控制导向导致企业内控体系发达，全面风险管理（ERM）也是以内控为基

础、为核心。如果说量化导向弱化了事前洞察、源头治理风险的能力，控制导向，

则在规范员工行为的同时，也会限制员工的创造力、消解员工的创造激情。 

回路团队的源头治理方法，两个最大特点就是非量化方法和自主治理。这两

点都是通过以回路团队为载体进行知识创造而达成。这种方法的经济性、时效性

显而易见。 

（三）回路团队的知识创造，增强了员工的主体间性 

野中郁次郎（2019）指出，“主体间性使我们能够最有效地分享我们的隐性

知识，从而产生更好的知识创造成果”。主体间性在知识创造中的作用如此重要，

而本研究中回路团队的系统思考路径和过程，培育和发展了团队成员的主体间性。

回路团队学习和掌握回路构建的方法，评估岗位对风险孕育和传导影响的维度，

以及进行内控要素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框架，都是系统思考的方法与工具。因此，

回路团队成员完成三级螺旋递进的知识创造的过程后，看问题的视野会超越原有

的局限，超越本岗位的格局，去识别和洞察结构性的、系统性的、整体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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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探查风险逐步传导、溢出、放大再倒灌回来的完整过程。这种系统思考的过程，

也是形成源头自主治理风险的内在动力的过程。 

（四）形成一套可复制的操作风险源头自主治理方法与工具 

对 A公司回路团队试点项目进行深入研究及实践验证，可提炼出管理风险回

路的一套可供复制的方法与工具。这套方法与工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回路

团队可于源头自主治理操作风险，二是用合理成本实现风险治理，并获得显在绩

效，三是提升基层部门和岗位人员升维识别风险的能力。 

风险回路管理方法与工具的构成：回路团队的实践中，提炼出可供复制的操

作风险源头自主治理（简称回路团队源头自治）模式，包括方法、工具、流程、

指标、数据、策略（可融入内控体系的解决方案）与公司支持环境等内容。 

1、风险情境与回路的探查方法与工具 

数据分析与问题导入方法；风险情境要素识别与分析框架；风险传导路径分

析与勾勒方法。 

2、敏感岗位评估指标与赋值方法 

风险传导回路敏感岗位评估指标；指标赋值与打分方法；风险布控点识别方

法；风险治理回路图与回路团队建构方法。 

3、内控要素分析与解决方案的提出 

创建解决方案的思考框架及内控要素分析方法；将回路团队的解决方案固化、

升级为组织管理标准与操作规范的流程。 

4、回路团队与风险自治利益相关方的知识共建 

公司决策层：共识会议；公司管理层、执行层、操作层知识共建培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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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层技能训练（方法与工具）；风险识别与情境设计：头脑风暴。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鉴于回路团队的管理方法第一次用于操作风险治理，本研究仅仅是这种方法

研究的开端，同时，受个人以及疫情因素影响，还有诸多研究局限。未来有待更

多的研究来关注这种方法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丰富和发展非量化方法治理操

作风险的研究。 

（一）研究局限 

首先，作为回路团队源头自主治理操作风险的个案研究，本研究目前只进行

了 A公司一家公司三个团队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还需要对回路团队管理方法在

同行业其他公司中进行适用性、可复制性的研究，以求自证。本研究目前只证明

了回路团队的方法在 A公司这样的地方国有工程制造企业有效，但对于该行业不

同所有制的民营公司是否有效？对于同行业、同类型但不同地区的企业，这种方

法能否直接复制？ 

其次，本研究针对个案展开，由于疫情限制出行、样本企业受访人员调岗等

原因，案例的深度和丰富度均有不足。由于项目执行两年多取得阶段性成果，尤

其风险治理方案进入企业制度流程中之后，回路团队的任务便告一段落。对回路

管理中可能面临的诸多细节问题，未能及时深入地予以观察和研究。也因回路团

队任务告一段落，本研究未能观察到 A公司如何建立新风险识别和回路团队自组

织机制的问题。此外，A公司售后服务完全委托第三方代理商进行的模式，回路

团队如何与代理商沟通，如何确定回路团队所制定的解决方案纳入修订后的售后

服务相关管理办法之后，那些为治理风险要求做出的改变，服务代理商能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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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操作且动作基本不会变形？ 

再次，本研究仅仅是个案研究，回路团队源头自主治理操作风险的方法，在

不同行业是否具有可复制性，尚待研究和证实。可扩展研究的行业如：（1）同为

装备制造，但精密程度、安全标准以及售后服务要求更高的汽车、飞机制造行业；

（2）直接面向个体消费者提供售后服务的快消品制作行业、3C 产品制造行业；

（3）监管部门将操作风险作为单独类别进行管理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

业；（4）接受严格的消费安全监管、医患纠纷中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医疗行业，尤

其是民营连锁医疗行业；（4）操作风险触点密集型的零售连锁行业、餐饮连锁行

业。此外，制造业和服务业，回路团队的方法对操作风险源头治理是否同样适用？

应用起来会有什么不同？ 

（二）未来展望 

本研究从系统反馈回路和知识创造螺旋的理论视角，对回路团队源头自主治

理操作风险的过程做了个案观察，对回路团队治理风险从方法论层面做了持续的

研究，讨论了回路团队治理风险方法的非量化特点、回路团队知识创造与自主性

关系等问题。但是，也留下两个缺口。一个缺口是，回路团队治理风险的方法能

否在企业发展出自主识别新风险、自组织创建新回路团队，形成可持续的管理机

制，尚未触及，留下一个缺口。因为，不能持续应用的方法，就没有生命力。第

二个缺口是，A公司的案例只证明了售后服务委托第三方代理商模式下应用成功，

对于大多数企业采用的非代理模式是否有效，尚待继续研究。 

由于操作风险的人为性、复杂性及其场景的多样性，本研究不可能通过一个

案例就将各种操作风险的治理一次解决。回路团队的治理方法，既是非量化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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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又要激活人和团队的自主性，研究中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可能更多，这使得

本研究难以在一次个案研究中，将观察和讨论做得更深、更细。 

人作为管理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最大的变数，如何在风险治理过程中解决

好操作风险人为性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多视角、多场景、多因素深入、持

续开展研究的方向。因此，不仅回路团队的方法需要未来扩展研究，回路团队方

法的效果、可复制性，还需要量化研究以不同研究方法，如时间序列研究、纵向

研究等，去实证检验。 

未来针对操作风险源头自主治理的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向： 

1、影响因素研究。如：团队人员变动，对风险回路管理活动和知识创造结

果的影响；组织领导者的风险态度（风险偏好、风险厌恶、风险中性）对回路团

队运作环境的影响；监管强度（食品、医药、航空、汽车、金融，强，某些不面

向终端消费者的行业，弱）对企业领导者治理操作风险意愿的影响；国别差异对

回路团队方法运用以及操作风险治理难度的影响，等等。 

2、可持续性研究。如风险回路管理的方法如何形成常态化管理；回路团队

的管理模式能否成为内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等等。 

3、细节研究。如：是否所有的风险情境都可以通过历史数据分析来筛查确

认？缺乏历史数据的风险事项如何确定风险情境？委托第三方公司实施售后服

务的模式下，负强化刺激能否激发第三方治理风险的自主性？等等。 

4、危机预防研究。回路团队针对风险情境进行风险回路治理的方法，对危

机预防有什么作用；能否与危机预防的方法有所结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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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若干概念的说明 

一、本论文涵盖范围的说明 

1、本论文中所涉及的事件、现象主要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或与

中国市场高度相关的情况。有关现实中发生的事件和现象的引用来源，主要依据

国内媒体公开报道、专业机构与人士的研究与评论，该部分引用来源，将在文献

参考部分单辟一栏列出。 

2、本论文所作研究，意在回应在中国境内运行的国内外企业如何有效管理

操作风险的需求，当一些词汇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表述不同时，如操作风险与

作业风险，网络与网路，数据与资料，等等，均采用中国大陆的表述。 

3、鉴于中国大陆互联网应用发达，基于新闻与社交平台交互应用的信息消

费与人际交流，成为当下社会生活的主流方式，构成特有的舆论生态与传播环境，

对在中国市场经营的企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特定的观察视角，是本论

文所做研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本论文附件——基础数据列表的说明 

4、事件列表：本论文对事件与现象分析所依据的基础资料，本论文根据研

究问题的需要，依据公开可见资料和特定的采集标准而整理、制作。基础列表中

将包含多项论文作者所作的分析项，以使事件的某些特点和所代表的现象，已整

体、直观的形式得到呈现。需要单项分析的，则从基础列表中派生出子表。 

全网传播恶性事件列表：近三年（2017-2019）发生的针对当事企业的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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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恶性事件。本文选入 25个事件。 

5、文献列表： 

除引用操作风险与 silo、边界扳手及回路团队相关的文献外，还希望能观

察到这几个领域和操作风险相关的研究的整体情况，因此，对用浸会大学图书馆

常规资源进行组合关键词搜索得到的数据加以整理，以便有所发现，帮助研究过

程中对具体问题和现象得出更客观的判断。 

根据研究需要，文献列表也分基础列表以及从中派生出的子表。 

三、本论文参考文献的说明 

6、文献类型中有非学术性资料，其出处用脚注标明。由于互联网经济的影

响，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加速，企业舆论生态和传播环境对企业经营成败的影响也

迅速加大。据此，本论文在研究背景、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等部分，参考了大量

与近三年内全网传播恶性事件相关的非学术资料，包括媒体公开报道、专业人士

评论、舆情机构给予舆情数据进行的分析等，以便本研究能够借助最新事实资料

来观察企业操作风险管理的现状。该类资料太多，每个事件选 1-3 篇列入脚注。 

四、特定概念的说明 

7、事件中的企业名称： 

恶性事件列表和本论文中案例剖析所提到的事件，一些企业的品牌名称，在

涉及事件的传播中成为当事企业约定俗成的代名词，如“三聚氰胺”事件中的三

鹿，指的是就是生产三鹿奶粉的××公司。再如“碧桂园夺命狂奔”中的碧桂园，

“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中的滴滴，因此，本论文沿用媒体与公众传播的提法，

不特意引用当事公司的全，对三鹿、滴滴、碧桂园等名词一般情况下也不加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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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2017-2018年度客户投诉记录 

附表 2-1  A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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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A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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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3  A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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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4  A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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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5  A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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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6  A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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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7  A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六） 

 

 



 

189 

 

附表 2-8  A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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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9  A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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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0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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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1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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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2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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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3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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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4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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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5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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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6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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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7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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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8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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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9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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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0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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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1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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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2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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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3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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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4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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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5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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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6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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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7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二十六） 

 



 

209 

 

附表 2-28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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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9  A 公司 2017-2018 年度客户投诉记录（续表二十八） 

 
 

附录 3  A公司 2018年客户投诉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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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岗位职责及绩效考核 KPI梳理反馈结果 

附表 4-1  售后三情境岗位职责&绩效考核 kpi 梳理统计表（模板） 

 

 

附表 4-2  情境一岗位职责&绩效考核 kpi 梳理统计表 

 

岗位职责及绩效考核KPI梳理统计表

风险事项 涉及岗位 所属部门 岗位现行职责 现月度绩效合同考核KPI 岗位职责是否缺失 需新增的职责项 需新增的月度绩效考核KPI

风险情境1

岗位1

岗位2

岗位3

岗位4

岗位5

岗位6

岗位7

岗位8

岗位9

风险情境2

质量改进副经理 质量保证部
牵头推进提出技术解决方案；批
量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早期故障率MTBF 否 - -

产品主管 技术中心 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制定对策及时率 否 - -

法务经理 法务风控部
客户协议、告知函等正规性、严
密性、法律风险审核把控

审核准确率 否 - -

风险情境3

岗位1

岗位2

岗位3

岗位4

岗位5

岗位6

岗位7

岗位8

岗位9

岗位10

岗位11

岗位12

岗位13

风险情境1：维修沟通技能不足

岗位类型 公司 部门 岗位 岗位现行职责 现月度绩效合同考核KPI
岗位职责
是否缺失

需新增的
职责项

需新增的
月度绩效
考核KPI

风险触发/孕育岗位

回路阻断/干预岗位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400话务员

1、分析识别投诉有效性和投诉严重等级，并及时准确派工。
2、每间隔8小时跟踪责任人确认投诉处理进展，要能根据回复情况
制定有效客户安抚策略，避免激化客户情绪。
3、无处理进展或回访客户仍不满意的投诉，要及时再反馈处理。
4、三级投诉24小时后仍无有效处理结论的或有处理结论客户仍不
满意的，要及时升级到呼叫中心经理。

1、投诉跟进及时率
2、回访及时率
3、回访完成率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1

代理商管理办法：《徐工挖机代理商服务绩效考评办法》
主要职责：1、客户反映的问题代理商须及时协商解决；
2、及时升级反馈，寻求代理商高层或工厂层面支持妥善解决。

1、服务满意度
2、中高级服务人员比率
3、服务规范率
4、有效投诉扣罚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2
协同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服务管理
关键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2
关键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协同岗位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协同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培训师

协同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服务代表/大区
经理

负责协调处理区域内重大投诉、抱怨及疑难问题，对需公司支持项
及时反馈上报

服务满意度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协同岗位 工厂 服务部 培训经理
1、收集培训需求；
2、组织开展代理商培训。

1、培训支持
2、培训满意度
3、教材开发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协同岗位 工厂 质量保证部
质量改进经理/
质量改进工程

牵头推进提出技术解决方案；批量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早期故障率MTBF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协同岗位 工厂 技术中心 所长/产品主管 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制定对策及时率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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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3  情境二岗位职责&绩效考核 kpi 梳理统计表 

 

附表 4-4  情境三岗位职责&绩效考核 kpi 梳理统计表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400话务员

1、分析识别投诉有效性和投诉严重等级，并及时准确派工。
2、每间隔8小时跟踪责任人确认投诉处理进展，要能根据回复情况
制定有效客户安抚策略，避免激化客户情绪。
3、无处理进展或回访客户仍不满意的投诉，要及时再反馈处理。
4、三级投诉24小时后仍无有效处理结论的或有处理结论客户仍不
满意的，要及时升级到呼叫中心经理。

1、投诉跟进及时率
2、回访及时率
3、回访完成率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
代理商管理办法：《徐工挖机代理商服务绩效考评办法》
主要职责：1、客户反映的问题代理商须及时协商解决；
2、及时升级反馈，寻求代理商高层或工厂层面支持妥善解决。

1、服务满意度
2、中高级服务人员比率
3、服务规范率
4、有效投诉扣罚

否 暂不需 暂不需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协同岗位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快反工程师

1、负责区域内重大客户抱怨和故障的处理，为疑难问题提供快速
反应支持和最终解决方案；
2、负责整理并撰写维修故障案例，协助完成维修知识库建设，对
区域内多发故障梳理分析，并及时向公司提出改进建议。

1、现场支持订单量
2、培训支持总课时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服务代表/大区
经理

负责协调处理区域内重大投诉、抱怨及疑难问题，对需公司支持项
及时反馈上报

服务满意度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协同岗位 工厂 营销中心 销售经理 安抚客户，提出合理解决方案 沟通及时性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

代理商管理办法：《徐工挖机代理商服务绩效考评办法》
主要职责：1、客户反映的问题代理商须及时协商解决；
2、及时升级反馈，寻求代理商高层或工厂层面支持妥善解决。

1、服务满意度
2、中高级服务人员比率
3、服务规范率
4、有效投诉扣罚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协同岗位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协同岗位 代理商 负责人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服务代表/大区
经理

负责协调处理区域内重大投诉、抱怨及疑难问题，对需公司支持项
及时反馈上报。

服务满意度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呼叫中心经理

1、客户投诉抱怨及异常情况管理。受理客户服务、备件、质量投
诉，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反馈代理商及相关责任部门处理，跟进调
度直至客户问题得到妥善处理，每月输出有效投诉考核报表，产生
重大影响的，输出处罚通报。
2、服务业务标准、流程、制度管理。参与制定、

风险情境2：软性质量问题无法及时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岗位类型 公司 部门 岗位 岗位现行职责 现月度绩效合同考核KPI
岗位职责
是否缺失

需新增的
职责项

需新增的
月度绩效
考核KPI

风险触发/孕育岗位

回路阻断/干预岗位

修订完善相关服
务业务标准、流程与制度，并监督内外部执行情况，每月输出服务
业务不规范问题报表，不定期输出服务处罚通报。
3、客服工作质量管理。监督审核呼叫中心数据信息处理及时性、
准确性、话术规范性、操作规范性等工作情况，每月输出话务员回
访质检报表。

1、客户投诉处理及时性
2、客户满意度
3、服务体系监控分析报告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快反工程师

1、负责区域内重大客户抱怨和故障的处理，为疑难问题提供快速
反应支持和最终解决方案；
2、负责整理并撰写维修故障案例，协助完成维修知识库建设，对
区域内多发故障梳理分析，并及时向公司提出改进建议。

1、现场支持订单量
2、培训支持总课时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关键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技术支持经理

1、负责组织协调处理重大投诉、抱怨及疑难问题，对需公司支持
项及时反馈上报。
2、组织对产品的外部质量反馈进行分析，并及时提交质量保证部
等相关部门；针对产品外部反馈，组织汇总分析后提出改进意见提
交质量保证部、技术中心，督促公司内部对产品的改进。
3、组织协调供应商对市场质量和技术问题进行处理。

1、

关键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服务部负责人 服务资源协调，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协调对策及时率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协同岗位 工厂 营销中心 销售经理 安抚客户，提出合理解决方案 沟通及时性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协同岗位 工厂 备件部
备件销售经理/
备件部部长

备件资源协调，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协调对策及时率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关键岗位 工厂 质量保证部 质量改进经理 牵头推进提出技术解决方案；批量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早期故障率MTBF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关键岗位 工厂 技术中心 所长/产品主管 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制定对策及时率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协同岗位 工厂 法务审计部 法务经理 客户协议、告知函等正规性、严密性、法律风险审核把控 审核准确率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风险情境3：维修备件供应周期长

岗位类型 公司 部门 岗位 岗位现行职责 现月度绩效合同考核KPI
岗位职责
是否缺失

需新增的
职责项

需新增的
月度绩效
考核KPI

风险触发/孕育岗位

回路阻断/干预岗位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400话务员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

敏感岗位 代理商 备件部 备件调度专员

敏感岗位 工厂 备件部 备件调度专员

敏感岗位 工厂 备件部 备件物流专员

敏感岗位 供应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敏感岗位 代理商 备件部 备件经理-部长

协同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协同岗位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敏感岗位 工厂 备件部 备件销售经理-
部长

协同岗位 工厂 服务部

协同岗位 工厂 营销中心 销售经理

敏感岗位 供应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1、分析识别投诉有效性和投诉严重等级，并及时准确派工。
2、每间隔8小时跟踪责任人确认投诉处理进展，要能根据回复情况
制定有效客户安抚策略，避免激化客户情绪。
3、无处理进展或回访客户仍不满意的投诉，要及时再反馈处理。
4、三级投诉24小时后仍无有效处理结论的或有处理结论客户仍不
满意的，要及时升级到呼叫中心经理。

1、投诉跟进及时率
2、回访及时率
3、回访完成率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代理商管理办法：《徐工挖机代理商服务绩效考评办法》
主要职责：1、客户反映的问题代理商须及时协商解决；
2、及时升级反馈，寻求代理商高层或工厂层面支持妥善解决。

1、服务满意度
2、中高级服务人员比率
3、服务规范率
4、有效投诉扣罚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管理代理商订单提报规范性、处理代理商备件月度订单及紧急订单
并按照时间点准时发货。

1、代理商规范性管理
2、订单审核及时率
3、现货满足率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确保备件资源按照市场订单提报情况及时发出 备件发运及时率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在承诺周期内发出备件 备件及时满足率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代理商管理办法：《徐工挖机代理商服务绩效考评办法》
主要职责：1、客户反映的问题代理商须及时协商解决；
2、及时升级反馈，寻求代理商高层或工厂层面支持妥善解决。

1、服务满意度
2、中高级服务人员比率
3、服务规范率
4、有效投诉扣罚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备件资源协调，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协调对策及时率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服务代表/大区
经理

1、负责协调处理区域内重大投诉、抱怨及疑难问题，对需公司支
持项及时反馈上报
2、负责备件销售任务、回款任务完成，解决市场急需备件资源。

1、服务满意度
2、备件销售完成率
3、回款完成率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安抚客户，提出合理解决方案 沟通及时性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在承诺周期内发出备件 备件及时满足率 否 暂不需 暂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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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售后三情境敏感岗位排查及内控要素分析表 

附表 5-1 岗位评估指标释义 

 

附表 5-2 风险情境一岗位分析表 

 

XW公司售后三情境风险岗位分析表-岗位评估指标释义

①影响力

②穿透力：

③枢纽性：

④敏感关键信息生产力：

：该岗位对该风险情境下控制风险所能起到的作用及其程度，三星为最强。

指该岗位穿透管理的力度，指该风险情境下，要想控制风险或阻断风险回
路，该岗位要求具备的跨部门、跨企业、跨平台协调解决问题的力度或权限，三星为
最强最大。

类似扎口管理的岗位，一方面是该岗位对接多条渠道信息和诉求，另一方
面是该岗位实施多条渠道分发信息和任务，枢纽性通常是”关键岗位“所在。

本项目中，根据该指标所作的评估，重点针对徐工集团声誉
传播标签所需要挖掘的“正面信息”产生能力。

“新”服务工程师

在服务过程中，因

维修沟通技能不

足，与客户发生矛

盾冲突，在行业贴

吧、自媒体、朋友

圈和网络上广泛传

播。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400话务员 ☆ ☆☆ ☆☆ ☆☆

1、要识别投诉有效性和投诉严重等级，并及时准确派

工。

2、每间隔8小时要跟踪责任人确认投诉处理进展，要

能根据回复情况制定有效客户安抚策略，避免激化客

户情绪。

3、无处理进展或回访客户仍不满意的投诉，要及时再

反馈处理。

4、三级投诉24小时后仍无有效处理结论的或有处理结

论客户仍不满意的，要及时升级到呼叫中心经理。

《2A010-2018 呼叫中心

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投诉处理流程

1、回访完成率

2、跟进及时率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1 ☆☆☆ ☆☆ ☆ ☆☆☆

1、熟悉市场一线服务流程。

2、掌握基本服务技能，满足市场服务基本需求。

3、掌握与客户的沟通技巧，促进和维护良好的客户关

系。

4、了解客户服务需求，及时向上级反馈汇报。

《2A010-2018 呼叫中心

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2A001-2018 服务索赔业

务管理办法》、《XW代理

商服务绩效考评办法》

投诉处理流程、索

赔备件核销流程；

服务费结算流程；

月度服务考评流程

1、服务满意度

2、中高级服务人

员比例

3、服务规范率

4有效投诉扣罚项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2 ☆☆☆ ☆☆ ☆ ☆☆☆

1、要有较强理论分析能力，能远程指导服务人员现场

处理；

2、现场沟通安抚能力、资源协调能力强；

关键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服务管理 ☆☆ ☆☆☆ ☆☆☆ ☆

1、要针对不同类型、不同严重程度的故障准确派出不

同水平的服务工程师。

2、当服务工程师反馈无法及时处理完工时，要能快速

协调推进。

3、及时向上级部门反馈处理进度。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2 ☆☆☆ ☆☆☆ ☆☆ ☆☆☆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 ☆☆☆ ☆☆☆ ☆☆☆

1、要能做出应急补救措施，第一时间消除客户的抱

怨，同时做好服务工程师的心理工作。

2、要有优秀的资源协调调动能力。

3、定期组织开展服务会议，了解各区域服务需求及问

题，并给出解决方案。

协同岗位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 ☆☆ ☆ ☆☆☆

1、要保持区域内客户联系沟通；

2、要积极参与客户沟通安抚工作，不能挑唆和怂恿客

风险情境分析 风险敏感岗位及回路阻断点排查分析 风险责任识别

序   

号
关键风险情境 岗位类型 公司 部门 岗位 影响力 穿透力 枢纽性

敏感信息

生产力
星数 岗位RRM职责描述 制度支持 流程支持 岗位RRM考评

内控要素分析

1 风险情境描述：

户扩大与徐工矛盾冲突。

协同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培训师 ☆ ☆ ☆ ☆

1、要能分析代理商服务人员能力短板，及时组织培训

提升；

2、要不断增加服务礼仪和行为标准培训，对每个新员

工的言行举止都要严格把关，识别需要培训加强之处

。

关键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服务代表 ☆☆☆ ☆☆☆ ☆☆☆ ☆☆☆

1、要重点调度分管代理每日报修处理结果；

2、要能及时协调处理客户矛盾冲突；

3、协同代理商服务经理第一时间消除客户抱怨，并分

析事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上报到工厂相关人员；

4、关注此事件的后续发展情况，做出相应的快速反

应；

5、对于代理商处理此事件过程中需要的支持与帮助，

及时上报工厂。

《2A010-2018 呼叫中心

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服务管理手册》

售后服务处理流程

、投诉处理流程
问题解决及时率

协同岗位 工厂 服务部 培训经理 ☆☆☆ ☆ ☆ ☆

1、要能分析代理商服务人员能力短板，及时组织培训

提升；

2、要不断增加服务礼仪和行为标准培训，对每个新员

工的言行举止都要严格把关，识别需要培训加强之处

。

风

险

触

发

与

孕

育

岗

位

回

路

阻

断

与

干

预

岗

位

7

9

9

9

11

12

9

4

12

6

1、第一时间到达客户现场。

2、技术过硬及时判断出故障点。

3、能第一时间安抚客户，消除客户内心的焦虑。

4、及时将现场情况第一时间反馈给总部。

5、协同其他部门一起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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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3 风险情境二岗位分析表 

 

客户报修后，代理

商服务工程师无法

一次性给予解决，

申请工厂快反工程

师技术支持后，故

障依旧没能及时提

供解决方案，客户

对故障解决周期无

法预判，耽误工

期，客户投诉抱

怨，在行业贴吧、

自媒体和朋友圈等

网络平台发布信

息，被门户网站报

道，微信朋友圈广

泛传播。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400话务员 ☆☆☆ ☆☆ ☆ ☆☆

1、要识别投诉有效性和投诉严重等级，并及时准确派

工。

2、每间隔8小时要跟踪责任人确认投诉处理进展，要

能根据回复情况制定有效客户安抚策略，避免激化客

户情绪。

3、无处理进展或回访客户仍不满意的投诉，要及时再

反馈处理。

4、三星级投诉24小时后仍无有效处理结论的或有处理

结论客户仍不满意的，要及时升级到呼叫中心经理。

《2A010-2018 呼叫中心

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 ☆☆☆ ☆☆ ☆☆ ☆☆

《2A010-2018 呼叫中心

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2A001-2018 服务索赔业

务管理办法》、《XW代理

商服务绩效考评办法》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 ☆☆☆ ☆☆☆ ☆☆☆

协同岗位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 ☆☆ ☆ ☆☆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快反工程师 ☆☆☆ ☆☆ ☆ ☆☆☆

《2A010-2018 呼叫中心

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服务管理手册》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服务代表 ☆☆☆ ☆☆☆ ☆☆ ☆☆☆

协同岗位 工厂
营销   

中心
销售经理 ☆☆☆ ☆ ☆ ☆☆☆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 ☆☆☆ ☆☆ ☆☆ ☆☆

《2A010-2018 呼叫中心

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2A001-2018 服务索赔业

务管理办法》、《XW代理

商服务绩效考评办法》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 ☆☆ ☆☆☆ ☆☆☆

协同岗位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 ☆☆ ☆ ☆☆

协同岗位 代理商 负责人 ☆☆☆ ☆☆☆ ☆ ☆☆☆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服务代表 ☆☆☆ ☆☆ ☆☆☆ ☆☆☆

《2A010-2018 呼叫中心

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服务管理手册》、《

2A001-2018 服务索赔业

务管理办法》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呼叫中心经理 ☆☆ ☆☆ ☆☆ ☆☆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快反工程师 ☆☆☆

1、熟悉市场一线服务流程。

2、掌握基本服务技能，满足市场服务基本需求。

3、掌握与客户的沟通技巧，促进和维护良好的客户关

系。

4、了解客户服务需求，及时向上级反馈汇报。

5、处理好与其他部门协作关系。共同维护市场。

1、第一时间协调各方资源，解决故障问题，恢复设备

正常施工。防止事件进一步拖延，消除客户抱怨。

2、现场与客户进行面谈，减轻客户抱怨。

3、协调相关部门对客户进行安抚

1、第一时间与客户面对面接触，摸清客户内心真实需

求。

2、与客户协商解决，防止事件进一步扩散。

3、在协商后，立即向上级报备处理方案，并由上级领

1、收到相关信息后，立即与现场服务人员进行电话沟

通，并指导现场代理商服务人员进行初步判断。

2、在代理商服务人员技能无法满足后，立即动身到达

现场，对整机进行故障检查。

3、第一时间与工厂服务部反馈，并准确反馈故障信

息，初步给出的故障分析，并上报到工厂服务部的支

持管理专员。

4、现场对客户进行沟通与安抚，协助代理商服务与销

1、收集分析市场反馈情况，及时向工厂相关部门寻求

解决方案，并限期执行改进方案。

2、及时将工厂制定方案传达到代理商一线。

3、跟踪事件进展结果，并及时向工厂反馈处理结果。

积极沟通安抚、产品质量问题协助反馈

1、第一时间到达客户现场。

2、技术过硬及时判断出故障点。

3、能第一时间安抚客户，消除客户内心的焦虑。

4、及时将现场情况第一时间反馈给总部。

5、协同其他部门一起解决问题。

1、积极沟通安抚。

2、故障分析诊断。

3、全面整理反馈。

4、跟踪方案

1、积极与客户沟通安抚。

2、产品质量问题协助服务部门处理

1、积极维护客户关系；

2、及时确定处理方案，立即要求相关部门执行。

1、及时与代理商共同对客户沟通安抚；

2、向工厂寻求技术解决方案并积极催促。

故障报修或投诉严重程度初步分析判定；客户安抚；

问题处理进展调度；积极升级反馈。

1、故障分析诊断。

2、积极沟通说明。

3、及时升级反馈。

1、协调调度相关人员相关部门共同处理；

2、推进技术解决方案；

3、特殊情况服务索赔审批；

4、重大紧急事项升级上报，组织多部门应对。

1、协调调度相关人员相关部门共同处理；

2、推进技术解决方案；

3、特殊情况服务索赔审批。

积极沟通安抚、产品质量问题协助反馈

1、涉及通过整改或更换新件解决的，负责协调备件及

时发货满足市场需求；

2、负责督促备件物流进度，保障发运过程顺利进行，

风险情境分析 风险敏感岗位及回路阻断点排查分析 风险责任识别 内控要素分析

2 风险情境描述：

☆☆ ☆☆ ☆☆☆

关键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技术支持经理 ☆☆☆ ☆☆ ☆☆☆ ☆☆☆

关键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服务部负责人 ☆☆☆ ☆☆☆ ☆☆☆ ☆☆☆

协同岗位 工厂
营销   

中心
销售经理 ☆☆ ☆ ☆ ☆☆

协同岗位 工厂 备件部
备件销售经理

/备件部部长
☆☆ ☆☆ ☆☆ ☆☆

关键岗位 工厂
质量   

保证部
质量改进经理 ☆☆☆ ☆☆☆ ☆☆☆ ☆☆☆

关键岗位 工厂
技术  

中心

所长/产品主

管
☆☆☆ ☆☆☆ ☆☆ ☆☆☆

风

险

触

发

与

孕

育

岗

位

回

路

阻

断

与

干

预

岗

位

8

9

12

7

9

11

8

9

11

8

10

11

8

10

11

12

6

8

12

11

保障备件及时到达且备件完好无损。

《QXW 511A04-备件出入

库管理规定》

《QXW 511A06-备件订单

业务管理规范》

牵头推进提出技术解决方案；批量问题提出有效解决

方案
《质量分析及改进流程》

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质量分析及改进流程》

《2A010-2018 呼叫中心

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与顾客有关的过程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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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4 风险情境三岗位分析表 

 

新机交机后很短时

间内出现故障，服

务工程师判断出故

障点，但代理商缺

件，经与工厂备件

部沟通确认供货周

期较长，客户心理

无法接受，引发客

户投诉抱怨，在朋

友圈或行业贴吧散

播负面信息，引起

其他客户和竞争对

手关注。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400话务员 ☆☆☆ ☆☆ ☆ ☆☆

1、识别投诉有效性和投诉严重等级并及时准确派工。

2、每间隔8小时跟踪责任人确认投诉处理进展，能根

据回复情况制定有效客户安抚策略，避免激化客户情

绪。

3、无处理进展或回访客户仍不满意的投诉，需及时再

反馈处理。

4、三星级投诉24小时后仍无有效处理结论的或有处理

结论客户仍不满意的，及时升级至呼叫中心经理。

《2A010-2018 呼叫中心

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投诉处理流程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 ☆☆☆ ☆☆ ☆ ☆☆☆

1、熟悉市场一线服务流程。

2、掌握基本服务技能，满足市场服务基本需求。

3、掌握与客户的沟通技巧，促进和维护良好的客户关

系。

4、了解客户服务需求，及时向上级反馈汇报。

5、处理好与其他部门协作关系。共同维护市场。

6、了解常用备件规格、价格包装等信息。

《服务管理手册》

《2A010-2018 呼叫中心

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售后服务处理流程

、投诉处理流程

敏感岗位 代理商 备件部 备件调度专员 ☆☆☆ ☆☆ ☆☆ ☆☆☆

1、熟悉区域内各地发运方式、到货时间等物流信息。

2、熟悉备件查询方法，能够准确高效查询到备件。

3、了解备件的基本属性，包括材质、包装、大概重量

、大概体积等，便于选择最合适的发运方式及包装方

式。

4、熟练掌握备件出入库方法。

5、熟悉工厂订单申请、处理、发运流程。

《出入库管理办法》

《备件订单及价格管理》

《QXW 511A06-备件订单

业务管理规范》

《2A010-2018 呼叫中心

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备件订单业务流程

、投诉处理流程

关键岗位 工厂 备件部 备件调度专员 ☆☆☆ ☆☆☆ ☆☆☆ ☆☆☆

1、熟悉备件订单的处理流程。

2、具有较强的协调沟通能力。

3、熟悉备件转库业务规范。

4、备件拆件业务规范。

5、备件调拨业务规范。

《QXW 511A04-备件出入

库管理规定》

《QXW 511A06-备件订单

业务管理规范》

《QXW 511A10-代理商呆

滞物料调拨流程》

备件入库管理流程

备件出库管理流程

备件转入管理流程

备件转出管理流程

关键岗位 工厂 备件部 备件物流专员 ☆☆ ☆☆ ☆☆ ☆☆
1、较强的沟通能力。

2、熟悉备件的转运、出库、发运业务流程。

《QXGWJ 511A04-备件出

入库管理规定》

协同岗位 供应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 ☆☆ ☆☆ ☆☆
1、要有优秀的资源协调调动能力。

2、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

《2A010-2018 呼叫中心

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投诉处理流程

敏感岗位 代理商 备件部
备件经理/部

长
☆☆☆ ☆☆☆ ☆☆☆ ☆☆☆

1、具有较强沟通能力，能够很好的平复客户抱怨。

2、能够很好的调动各部门资源，来降低客户抱怨。

《2A010-2018 呼叫中心

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QXW 511A04-备件出入

库管理规定》

《QXW 511A06-备件订单

业务管理规范》

《QXW 511A10-代理商呆

滞物料调拨流程》

《QXW 511A04-备件出入

库管理规定》

投诉处理流程

备件出库管理流程

备件订单业务流程

备件调拨流程

备件入库管理流程

备件出库管理流程

备件转入管理流程

备件转出管理流程

协同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 ☆☆☆ ☆☆☆ ☆☆

1、具有较强的维修技能和良好的沟通能力，能跟很好

的安抚客户，将客户抱怨降至最低。

2、能够快速的协调各方资源，快速解决客户抱怨。

《服务管理手册》、《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

务流程管理办法》

售后服务处理流程

、投诉处理流程

协同岗位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 ☆☆ ☆☆ ☆☆

1、具有较强的维修技能和良好的沟通能力，能跟很好

的安抚客户，将客户抱怨降至最低。

2、具有较强的市场公关能力，降低或消除客户抱怨。

《2A010-2018 呼叫中心

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投诉处理流程

关键岗位 工厂 备件部
备件销售经理

/部长
☆☆☆ ☆☆☆ ☆☆☆ ☆☆☆

1、能够很好的协调工厂资源、代理商资源、供应商资

源。

2、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

《2A010-2018 呼叫中心

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QXW 511A04-备件出入

库管理规定》

《QXW 511A06-备件订单

业务管理规范》

《QXW 511A10-代理商呆

滞物料调拨流程》

《QXW

风险情境分析 风险敏感岗位及回路阻断点排查分析 风险责任识别 内控要素分析

3 风险情境描述：

 511A04-备件出入

库管理规定》

投诉处理流程

备件出库管理流程

备件订单业务流程

备件调拨流程

备件入库管理流程

备件出库管理流程

备件转入管理流程

备件转出管理流程

关键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服务代表/技

术支持经理
☆☆☆ ☆☆ ☆☆ ☆☆

1、具有较强的维修技能和良好的沟通能力，能跟很好

的安抚客户，将客户抱怨降至最低。

2、能够快速的协调各方资源，快速解决客户抱怨。

《服务管理手册》、《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

务流程管理办法》

售后服务处理流程

、投诉处理流程

协同岗位 工厂
营销中

心
销售经理 ☆☆ ☆ ☆ ☆☆

1、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能跟很好的安抚客户，将客

户抱怨降至最低。

2、具有较强的市场公关能力，降低或消除客户抱怨。

《2A010-2018 呼叫中心

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投诉处理流程

协同岗位 供应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 ☆☆ ☆☆ ☆☆
1、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能够很好的协调资源。

2、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

《QXW 511A04-备件出入

库管理规定》
备件入库管理流程

风

险

触

发

与

孕

育

岗

位

回

路

阻

断

与

干

预

岗

位

8

9

10

12

8

8

12

10

8

12

9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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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5 部门职责、制度、流程匹配性 

 

1
维修沟通
技能不足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

部分不匹配-已修订完善 服务部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
《2A001-2018 服务索赔业务管理办法》
《XW代理商服务绩效考评办法》
《服务管理手册》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
《服务管理手册》
《岗位说明书》
《个人绩效合同》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2

软性质量
问题无法
及时提供
有效解决
方案

服务部 400话务员 部分不匹配-已修订完善 服务部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服务部 快反工程师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服务部 服务代表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营销中心 销售经理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代理商 负责人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服务部 服务代表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服务部 呼叫中心经理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服务部 快反工程师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服务部 技术支持经理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服务部 服务部负责人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营销中心 销售经理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备件部
备件销售经理/备件

部部长
《QXW 511A04-备件出入库管理规定》
《QXW 511A06-备件订单业务管理规范》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备件部

质量保证部 质量改进经理 《质量分析及改进流程》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质量保证
部技术中心 所长/产品主管 《质量分析及改进流程》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质量保证
部法务审计部 法务经理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质量保证
部

3
维修备件
供应周期

长

服务部 400话务员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

部分不匹配-已修订完善 服务部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 《服务管理手册》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代理商 备件部 备件调度专员 《出入库管理办法》
《备件订单及价格管理》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备件部

备件部 备件调度专员
《QXW 511A04-备件出入库管理规定》
《QXW 511A06-备件订单业务管理规范》
《QXW 511A10-代理商呆滞物料调拨流程》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备件部

备件部 备件物流专员 《QXW 511A04-备件出入库管理规定》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备件部

供应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备件部

代理商 备件部 备件经理/部长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备件部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服务管理手册》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备件部

备件部 备件销售经理/部长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
《QXW 511A04-备件出入库管理规定》
《QXW 511A06-备件订单业务管理规范》
《QXW 511A10-代理商呆滞物料调拨流程》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备件部

服务部 服务经理
《服务管理手册》        

序号
关键风险
情境

公司 部门 岗位 内控制度要素（制度+流程）对应 归口部门制度流程是否匹配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备件部

营销中心 销售经理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服务部

供应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QXW 511A04-备件出入库管理规定》 匹配-暂时不需修订 备件部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工厂

服务部 400话务员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1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2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服务管理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2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代理商 服务部 培训师

服务部 服务代表

服务部 培训经理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   《2A001-2018 服务索赔业务管理办法》                  
《XW代理商服务绩效考评办法》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        《服务管理手册》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         《2A001-2018 服务索赔业务管理办
法》            《XW代理商服务绩效考评办法》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          《服务管理手册》                                                                
《2A001-2018 服务索赔业务管理办法》

《2A010-2018 呼叫中心业务流程管理办法
》

《与顾客有关的过程程序》

《合同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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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6 风险情境一岗位绩效合同 KPI 梳理 

 

附表 5-7 风险情境二岗位绩效合同 KPI 梳理 

 

岗位类型 公司 部门 岗位 岗位RRM考评 考核实施细则

风险触发/
孕育岗位

回路阻断/
干预岗位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400话务员
1、回访完成率
2、跟进及时率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1

1、服务满意度
2、中高级服务人员比例
3、服务规范率
4、有效投诉扣罚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2

关键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服务管理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2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协同岗位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协同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培训师

关键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服务代表
问题解决及时率

协同岗位 工厂 服务部 培训经理

1、回访完成率≥95%，该项得满分；回访
完成率<95%，每少1%扣减评分2分，强制规
定低于80%不得分（权重15%）；
2、抽查发现回访不及时的，无合理原因
的，每单扣减评分2分（权重15%）。

1、目标值95%，每低于目标值1%，减3分，
<=85%不得分
2、年中目标值42%，年终目标值45%，每低
于目标值1%，扣1分；
3、目标值100%，每低于目标值1%减1分，
<=95%不得分；
4、扣 5 分/次；客户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加扣 
5 分/次。

执考部门：工厂服务部、备件部
抽查发现问题的扣月度绩效1分/单，超过10
单该项不得分（权重30%）

岗位类型 公司 部门 岗位 岗位RRM考评 考核实施细则

风险触发/
孕育岗位

回路阻断/
干预岗位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400话务员
1、回访完成率
2、跟进及时率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
1、服务满意度
2、中高级服务人员比例
3、服务规范率
4有效投诉扣罚项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协同岗位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快反工程师
问题解决及时率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服务代表

协同岗位 工厂 营销中心 销售经理 问题解决及时率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

1、服务满意度
2、中高级服务人员比例
3、服务规范率
4有效投诉扣罚项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协同岗位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协同岗位 代理商 负责人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服务代表

问题解决及时率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呼叫中心经理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快反工程师

关键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技术支持经理

关键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服务部负责人

协同岗位 工厂 营销中心 销售经理 问题解决及时率

协同岗位 工厂 备件部
备件销售经理                            
备件部部长

问题解决及时率

关键岗位 工厂 质量保证部 质量改进经理 早期故障率MTBF

关键岗位 工厂 技术中心 所长/产品主管 制定对策及时率

协同岗位 工厂 法务审计部 法务经理 审核准确率

1、回访完成率≥95%，该项得满分；回访完成率
<95%，每少1%扣减评分2分，强制规定低于80%不得分
（权重15%）；
2、抽查发现回访不及时的，无合理原因的，每单扣
减评分2分（权重15%）。

1、目标值95%，每低于目标值1%，减3分，<=85%不
得分
2、年中目标值42%，年终目标值45%，每低于目标值
1%，扣1分；
3、目标值100%，每低于目标值1%减1分，<=95%不得
分；
4、扣 5 分/次；客户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加扣 5 分/次。

执考部门：质量保证部
未完成/不及时出现1次扣10分，3次及以上不得分。
（权重10%）

1、目标值95%，每低于目标值1%，减3分，<=85%不
得分
2、年中目标值42%，年终目标值45%，每低于目标值
1%，扣1分；
3、目标值100%，每低于目标值1%减1分，<=95%不得
分；
4、扣 5 分/次；客户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加扣 5 分/次。

执考部门：服务部
未完成/不及时出现1次扣10分，3次及以上不得分。
（权重10%）

执考部门：质量保证部
未完成/不及时出现1次扣10分，3次及以上不得分。
（权重10%）执考部门：服务部
未完成/不及时出现1次扣10分，3次及以上不得分。
（权重10%）

执考部门：质量保证部
未完成/不及时出现1次扣10分，3次及以上不得分。
（权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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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8 风险情境三岗位绩效合同 KPI 梳理 

 

 

  

岗位类型 公司 部门 岗位 岗位RRM考评 考核实施细则

风险触发/
孕育岗位

回路阻断/
干预岗位

敏感岗位 工厂 服务部 400话务员

敏感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工程师

敏感岗位 代理商 备件部 备件调度专员
关键岗位 工厂 备件部 备件调度专员
关键岗位 工厂 备件部 备件物流专员
协同岗位 供应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敏感岗位 代理商 备件部 备件经理-部长

协同岗位 代理商 服务部 服务经理

协同岗位 代理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关键岗位 工厂 备件部 备件销售经理/部长

协同岗位 工厂 服务部
服务代表                          

技术支持经理
协同岗位 工厂 营销中心 销售经理
协同岗位 供应商 销售部 销售经理

1、回访完成率
2、跟进及时率

1、回访完成率≥95%，该项得满分；回访完成率<95%，
每少1%扣减评分2分，强制规定低于80%不得分（权重
15%）；

问题解决及时率

1、目标值95%，每低于目标值1%，减3分，<=85%不得分
2、年中目标值42%，年终目标值45%，每低于目标值1%，
扣1分；
3、目标值100%，每低于目标值1%减1分，<=95%不得
分；问题解决及时率
执考部门：备件部
未完成/不及时出现1次扣10分，3次及以上不得分。（权
重10%）

问题解决及时率
问题解决及时率
问题解决及时率
问题解决及时率

问题解决及时率

1、目标值95%，每低于目标值1%，减3分，<=85%不得分
2、年中目标值42%，年终目标值45%，每低于目标值1%，
扣1分；
3、目标值100%，每低于目标值1%减1分，<=95%不得
分；
4、扣 5 分/次；客户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加扣 5 分/次。

问题解决及时率

问题解决及时率
执考部门：备件部
未完成/不及时出现1次扣10分，3次及以上不得分。（权
重10%）

问题解决及时率

问题解决及时率
问题解决及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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