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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就是生命。

在外企，绝对服从是第一，其次创新；在国内，同样的

要求却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老板在考虑员工怎么想

的，员工在考虑老板想的对不对。其实，在企业管理的角度，

既然岗位设置已经完毕，剩下的就是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执行力要的就是按时、保质、保量三个达标——按时，

是工作成果在时限上的要求；保质，是工作成果在品质上的

要求，成果至少不低于标准值，不允许假冒伪劣、以次充好；

保量，是工作成果在数量上的要求，至少要达到规定的数量，

不允许偷工减料、缺斤短两。提高执行力的关键，在于每一

名员工真正明确和履行各自的岗位职责，在其位、谋其政，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执行合力。

提高执行力，各级领导要起到“领路人”的作用。 “领

导”的职责无非两条，一个是“领”，一个是“导”。所谓

“领”，就是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不搞特权，充分发挥

领导的模范和带头作用。所谓“导”，就是要在“领”的基

础上，把握方向和大局，及时解决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纠正出现的偏差和错误，积极引导广大员工朝着正确的方向

前进，促进企业的发展。

提高执行力，各级中层干部要切实发挥“桥梁”作用。

中层干部的主要职责就是承上启下、上传下达，既要对上级

负责，又要对下级负责；既要吃透上级精神，把领导的意图

完完整整地向职工传达，又要结合实际，把落实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及时全面地向领导汇报。好的主管人才要能独立思考

及独立行动，只要最少的指示，就能去执行工作。一位主管

的主要责任是，指导他手下员工的活动——他们的工作。指

导就是指示领导，因此好的主管人才，一定要像领导者一样

能统御及思考。

提高执行力，普通员工要充分发扬“蜜蜂”精神。普通

员工的本职就是落实，就是执行。要进一步树立大局意识、

责任意识和学习意识，加强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学习，全面

提高自身素质，充分发扬“蜜蜂”那种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的精神，扎实高效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折不扣地落实

上级精神。

（生产部 国文峰摘）

古希腊神话里，西西弗斯触犯了众

神。作为惩罚，诸神要求他把一块巨石

推上山顶，而那巨石重到每每未上山顶

就又滚下山去。于是他便永无止境地一

直做这事。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

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

了。而他的生命就在这样无效又无望的

劳作中，慢慢消耗殆尽。他的一辈子，

只不过是机械重复的一天。

收到这样一条私信：我是一名大一

学生，没什么理想也没有目标，一天浑

浑噩噩地过。我、不喜欢自己的专业，

不喜欢上课，却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

什么。盲目地过了一个半学期，想想以

后的路不知该怎么走。脑子空空的，就

像行尸走肉一样。还有这样一条私信：

一眨眼，人生的三分之一已经过去了，

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到了这个岁数。年

轻时没有多想，现在压力大得要死。唉，

觉得好多年都没有思考过人生了。

你身边一定也有不少这样的人，麻

别把一辈子一天就过完了

一年一度的元宵节扮玩活动是博山区的传统节日民俗。正月里

春风料峭挡不住百姓热情洋溢的笑脸，演出中男女老少齐上阵，队

员们身着彩妆，敲着喜庆的锣鼓，跳舞又舞狮，扭着秧歌，划着旱

船，赶着小毛驴把喜悦的

“轻量化、模块化、智能化”的

汽车部件集聚地，“集约化、规模化、

精细化”的百亿级新医药产业园，发

动机塑料油底壳项目、车用注塑内饰

活动件项目、博山制药厂新建新药制

剂项目、九州通智慧医药物流项目等，

这些骄人的园区和项目，谱写着白塔

镇聚焦园区转型升级，工业强镇对话

世界的砥砺奋斗新篇章。

白塔镇作为“聚力建设工业强区”

的重要承载地，围绕全区“一个目标、

三个聚力”的部署要求，以走在全区

前列为目标，积极推进工业强镇、产

城融合，把集中精力加快推进园区建

设和项目发展作为着力点，把包容开

放积极推进招商引资和创新驱动作为

突破点，把办好民生实事让群众满意

作为落脚点，努力建设与世界对话的

现代化工业强镇。

创新转型，力推项目，因势而谋

打造“高新技术园区”。全力抓好园

区和项目建设，依托山东北汽海华汽

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小微企业创

业创新示范基地，建设中国与世界对

接的汽车部件集聚地；依托九州通医

药集团博山新医药基地，规划建设集

张爱玲写她的弟弟，在饭桌上，父

亲为了一点小事打了他一个耳光。张爱

玲大大地一震，眼泪往下直淌。后母笑

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

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张爱

玲丢下了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

了门，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眼泪滔滔流下

来。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

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了回去。原来，

是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

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早已习以为常。张

爱玲说，她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

的悲哀。没有痛感地活着，真是一件令

人悲哀的事。

有一个争论点是：苦难能否造就人。

我觉得，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会造就你。

只有对经历过的一切去反思并时时铭记

的人，才会从经历中成长。如果只是被

惯性驱使着，明天克隆今天，周而复始

地活着，那么看似活了一辈子，其实只

相当于短短一天罢了。

时时反省，时时清醒，才能把“明

天”活出意义来。共勉。

博山区 2017 年元宵节扮玩进城活动顺利举行

木茫然地生活着。他们活在一种惯性里，

每一天都只是重复着上一天的生活。挫

折和失败不能激起他们的斗志，经历过

耻辱、悲伤、痛苦的情绪后，会选择性

地遗忘，而不是去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

一切。长长一日，短短一生。那些从来

不复盘自己生活的人，就像每天推石上

山的西西弗斯一样，把漫长的一生过成

几万个单调重复的一天。

我发现，身边优秀的朋友都有复盘

的习惯。一天下来，抽出一小段时间，

去反思今天做了些什么，有什么经验和

教训，哪里是值得改善的。我自己也不

例外。以前是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右

边记录待办事项，左边记录总结和反思。

现在是用印象笔记，手机端和电脑端随

时记录下待办事项和一些感想。这样一

年下来，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了

哪些事、取得了哪些成果、踩过哪些雷。

我跟朋友开玩笑说，要是哪段时间没记

下自己的日程，就说明我一定堕落了。

和从不反思一样可怕的，是太会遗

忘。这都是灵魂麻木的表现。

在长期管理与短期管理之间保持平衡是管理的实质。

现代医药、中医药生产、物流及多功能

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百亿级新医药产业

园。积极招商引资，加强资本运作，全

力扶持北汽海华、九州通博山制药厂等

骨干企业引进链上项目、配套项目，围

绕项目建设，抓开工、保进度、促投产。

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支撑，鼓励支持企

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及市区各级科技计划，支持企业加强

与科研院所、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合作。

实施人才集聚工程，加快发展现代服务

业，加快旧村改造进度，建设集购物、

休闲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依托百年老

字号“聚乐村”，打造山东省第一家集

餐饮、陶琉及饮食文化展示为一体的饮

食博物馆。

全面统筹，稳抓生态，应势而动建

设“现代化城镇”。进一步完善基础设

施，着力完善路网。进行污水管网改造，

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实施饮水安全提质

增效工程。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强力推

进治污减排和生态保护工作，加快实施

清洁能源替代工程。突出抓好板簧、化

工等行业治理，加大对企业污染物达标

排放的监管，全面完成生态环保目标任

务。紧扣需求，深化改革，顺势而为发

白塔：用项目做强工业园区

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本

活动更好地展现出博山

人民积极向上、加快发展

的精气神；弘扬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

文化，借助传统文化宣传

普及，广泛传播了区“三

会”精神。

（编辑邢雪菲）

展“幸福宜居之乡”。加快发展社会事

业，进一步加强镇域中小学、幼儿园的

规范管理。规划建设镇文化体育及休闲

购物于一体的活动中心。加强社会保

障，全面落实社会养老、医疗、迁占补

偿等关系群众利益的社会保障制度。进

一步扩大就业，加强与辖区企业对接，

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全面落实“一村

一警务助理”，加强治安综合治理。牢

固树立“红线意识”，毫不放松地抓好

安全生产，营造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突出党建，夯实组织，乘势而行构

建“廉政队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深入开展党员

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教育，营造廉洁为民

的干事创业环境。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打造学习型、阳光型、服务型基层党组

织。着力促进村级班子团结、协作、干

事，提高村级党组织发展集体经济、带

领群众致富的本领。加强干部队伍建

设，完善党员干部教育、管理、考核机

制，打造团结协作、干事创业的党员干

部队伍，以钉钉子的精神促进全镇各项

工作落实。

（摘自博山新闻网）

各位读者：

由于编辑经验甚浅，工作不严谨，未经谨慎校版，

导致《企业的五面镜子》此文大篇幅丢失，两篇文章

署名信息有误。本刊将于《海华通讯》总第 33 期（即

本期）重新刊登《企业的五面镜子》。

在此，为本刊出现的问题向您表示真诚的歉意，

对文章作者及其所属部门致以万分歉意，对《海华通

讯》的每一位读者同样甚感抱歉。本刊不仅代表了海

华人公司内部的工作学习生活，更是对外展示海华人

精神风貌的一面旗帜。未来，本刊将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以更加严谨务实的态度把期刊办得更好。因此，

我们再次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希望未来能继续得到

您的支持。

编辑敬上

白塔镇小庄村《锣鼓》表

致歉声明

浅谈执行力

http://www.so.com/s?q=%E8%9C%9C%E8%9C%82&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so.com/s?q=%E8%B4%A3%E4%BB%BB%E6%84%8F%E8%AF%86&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so.com/s?q=%E4%BC%81%E4%B8%9A%E7%AE%A1%E7%90%86&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so.com/s?q=%E6%89%A7%E8%A1%8C%E5%8A%9B&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so.com/s?q=%E5%B2%97%E4%BD%8D%E8%81%8C%E8%B4%A3&ie=utf-8&src=wenda_link


永远不要满足现状，走得越远，看到的越多。 微笑是公司最有效的商标，比任何广告都有利。

企业的五面镜子

因为觉得很好奇、又年轻，自己应该多出去走走，走

向外省便是第一步，不想让自己对多年来生活的圈子产生

思维定势，毕竟没有什么都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人还是

事。缘分使然，我来到了山东北汽海华，渴望不一样的生

活，不一样的人生。

经过短短一个月的实习，无论是在对人对事方面，都

是收获颇丰。在待人方面，由于自己腼腆的性格很难主动

与人交流，但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一种缺点，只是与外向的

人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而已。但已经走向工作岗位，我还

是应该学着主动与人打招呼，记不住名字称呼的时候，报

以微笑是我唯一能做的。值得欣慰的是，这里的同事人人

都很热情，“好客山东”名不虚传，让人觉得特别温暖，

这也是海华所让我感到惊喜的地方。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工作上，

死板的理论知识总是与实际工作有差距的，要学习的东西

还有很多。作为一名会计人员，首先要有严谨的工作态度。

会计工作是一门很精准的工作，要求会计人员要准确的核

算每一项指标，牢记每一条税法，正确使用每一个公式。

会计不是一件具有创新意识的工作，它是靠一个又一个精

准的数字来反映问题的。所以一定要加强自己对数字的敏

感度，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弥补漏洞。

在领导与同事的耐心指导与帮助下，我学到了很多在

学校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这都为我以后的工作和学习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面对总是出错的问题，要调整好自己的

心态，用心工作，不要自己先放弃。告诉自己“这次肯定

行”，始终保持该有的工作热情。

言必有践，一切都还刚刚开始，以后的我应更加努力，

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保质保量完成手头任务，不辜

负领导的期望，更不能辜负父母对我的培养与厚望。

（财务实习生 辛晓珊）

实习生 - 不一样的人生

凡有点体面的人，出门前都要先照镜子，梳洗打扮，以

求衣冠楚楚。试镜成为人生之必需，正应了常人所云：人生

如舞台。其实，企业也是舞台。

对于企业，走向舞台去出演的目的性更为明确，功利性

更强，即屹于浪尖，不致覆舟，战胜对手，赢得优势，追求

让领导、客户、员工满意，并“永不倒闭”。

可如何做到呢？如果“成功的企业都是相同的，而失败

的企业各有各的不幸”的话成立，那么行不通的一定是内容。

成功的企业之所以成为市场佼佼者，离不开经常试镜，以此

来“知不足，修己身”。照镜子的方法相同，可镜子里的内

容却不同，表现也不同，这恐怕就是企业成功的不可复制，

失败企业会失败的根源。

生活中，可以有一面镜子；而企业之中，却要复杂的多。

在企业的舞台上，并排放着五面不同的镜子。

望远镜：“着远景，知大局”，用以辨别方向明确路线，

告诉企业如何去做正确的事。透过望远镜，各部门看准产业

的美好远景，然后去实施策略。企业人应凝聚起来，对准统

一的战略目标，时刻着眼于行业的发展，给公司给自己创造

更高更大的平台。

后视镜：后视一体化作用，对于尊重历史，善于总结的

明智人来说，其功用会发挥的更加淋漓尽致。经历就是财富，

知道不足便意味着有改过提高的机会。回头看看，我们在目

标的完成，计划的执行、制度的实施、人员的技能提高上存

在哪些差距，是如何表现的，怎样改进的。然后横着用计划

领导、员工、客户——谁在跑？谁在追？
目标衡量一下，纵跟过去的工作表现和标杆企业比一比，后

视镜的作用显而易见。

平光镜就如同家中衣柜上镶嵌的镜子，反映真实的你，

重要性自不待言。只是需要注意提防劣质平光镜使用后的错

误导向。劣质平光镜要么变为凹试镜，将高大的你压入矮小

的行列，埋没你的才能，抑制你的热情。要么变形为凸视镜，

将原本不高的你拉伸成高大巍峨的地步，让你突然间产生

“胸口荡层云”的感觉。

放大镜和透视镜的存在完全由于企业所处于恶劣复杂

的环境。要想拨开乌云探究真由，追根溯源找准问题产生的

原因进而解决问题，就需要一些方法，一些工具。毛泽东在

1916 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我们的眼力不

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值得就是这个意思，但要

充分发挥前三镜的作用，实现良好的愿望，取决一两个条件：

一是发现了事实的真相，二是找到了导致该事实产生的真

由，因此，就需要借助于放大镜透视镜等手段，去除一切干

扰，发现事实，直捣问题大本营。

于细微中见精神，企业中的问题就藏在与细节中。企业

中有许多体现五镜功能的工具，低到日常工作表格，办公软

件的使用；中如各种设计解决方案，项目管理及实施流程；

高至统一的理念目标，清晰地职业观，成熟的企业领导人风

格和管理模式。由此看来，用好企业的五面镜子的确成了关

键。既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就真正将五镜纳入“工

具箱”武装自己，应于实践吧。

（采购部 周凯）

什么是企业经营的最佳状态？相信这也是大家一直在思

考的一个问题，近日这个答案在我的脑子里逐渐清晰，那就

是：“你在跑，我在追”。

“你在跑，我在追”体现在领导和员工身上。一个企业

的领导者，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够迅速发现商机；有不凡的

胆识，能够勇敢投资项目；有高超的技艺，能够精湛主导项

目；有坚韧的意志，能够执着不畏艰辛；有卓越的领导力，

能够凝聚整个团队。。。他们能够吸引一群人紧跟其后，这

群人就是员工，他们崇拜并信任他们的领导，把领导当为自

己的风向标，紧跟其后追赶着，从而体现了一种领导在跑、

员工在追的格局。这样的团队（企业）战斗力非常强。

“你在跑，我在追”体现在员工和领导身上。一个企业

的员工，忠诚度高、积极性高、计划性强、执行力强，领导

交代的任务都能按时甚至提前完成，不论是工作时间还是非

工作时间都保持一种随时待命的状态。于是员工的优秀，会

让领导越来越卓越，体现了一种员工在跑、领导在追的格局。

这样的团队（企业）生命力非常强。

“你在跑，我在追”体现在客户和公司身上。公司的客

户业绩蒸蒸日上，品牌知名度也节节攀升，公司为了配合客

户的成长，必须不断提升自我的产品服务质量、提升公司员

工的综合素质、提升公司自我的知名度，体现了一种客户在

跑、公司在追的格局。在这种状态下不断提升，奔向卓越。

“你在跑，我在追”体现在自己和自己身上，或是本公

司和本公司身上。整个价值链中的大部分人都学习能力很

强，不在于把谁比下去，而只是单纯地追求今天的自己比昨

天的自己更好，体现出一种昨天的自己在跑，今天的自己在

追的格局。个人的成长预示着团队的成长，团队的成长预示

着整个价值链的成长，这是一项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

件，这种状态是我们永远的追求，只有自己不断战胜、超越

自己，才能不被别人超越。

“你在跑，我在追”，工作如此、学习如此，生活亦如

此，不为超越别人，只为超越自我。

（销售部 李超）

伙伴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阳春三月，大地回春，万物复苏。枝干抽出了新芽，海

华也渐渐加入了一个个崭新的面孔。2017 扬帆起航，开始了

新的征程，新伙伴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当你们梦想伟大成功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好吃苦的准

备？当你们有野心做领导的时候，你有没有服务于人的谦

恭？我们常常都想有所得，但我们有没有付出的情操。我们

常常只希望改变别人，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改变自己吗？

每一位员工都是优秀的，只要他得到正确的指导与培

训；每一位员工都会对工作付出、负责、用心的，只要他得

到正确的理念；每位员工的薪水都取决于他为企业创造的价

值，只有为企业创造的价值越多，他的薪水才会越高。而提

高价值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态度，二则是技能。

对待工作要有以下四种心态：

1、付出

那些总想着能让自己挣到钱的人，大多数一生却只能在

平庸中度过，而总想着通过自己的工作为企业创造价值的

人，却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一个人只有

为企业为他人、为社会做出奉献，他才会是富有的、富足的。

不要问企业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企业做什么。要明

白我们是在为自己的梦想打工，为自己的远大前途打工。我

们在业绩中提升自己，使工作所产生的价值远远超过所得的

薪水，这样才能得到重用，才能获得机遇！

——解决抱怨的三个心态：①不要祈求工作的完美②不

要祈求绝对的公平③唯一能改变的只有你自己

2、负责

尊重自己的选择。既然大家选择了海华，选择了这份

工作，就要为这份工作的全部负责，拥有权利的同时不要

忘记还有责任。“不要问喜欢不喜欢，而要问应该不应该”。

明确自己的职责。不要归罪于别人事情做的不好，先

问问自己是否负有责任，不要只找外在的原因与借口。

3、卓越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企业要追求卓越，每

个人更要为塑造最优秀的自己而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脚

踏实地，把握细节，用心做好每一件事。

正如鲍威尔所说，尽量让自己成为最好的军人，而其

余的事自然水到渠成。

4、学习

学历高，不代表你将来取得的人生成绩就大。所以，

只有不断学习，才能站的更高、更久。要知道，能承认你

价值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你为企业创造了多少价值。

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

兼程。创新竞进，凝心聚力，伙伴们，让我们一起为打造

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化海华而努力，为创造自己光辉的未来

而奋斗！

（人资部 赵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