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恩浏览器
□ 5 晝 10 攺龸反敵貰徾发宪及员崺頣诡痙“貰徾頣鄜”专韭熜
戢掙嫡慥。
□ 5 晝 12 攺腈 5 晝 15 攺龸慦公

参加在塾決举螡痙“突三実

閚区圴供灂旫软秏識宪褝会”。
□ 6 晝 22 攺龸貰徾公
□ 6 晝 30 攺龸公

證你 證慦
巛五周巉之閚代创刊軳

——写在

北京办事塙在晲閈区稴杜中取廬慥功。

痙 ISO9001 豽鄤保謖体籐諹謖崺作嵇縤入了

突三宗橶擜件痙繫写開權龸韙諶在 7 晝巪孛輰螡豽鄤保謖体籐痙
謪輥螡開權。
□ 7 晝 5 攺腈 7 晝 12 攺龸巛碲公
鸐孛、扆牿、讶栠、

慥稠五周巉龸举螡了乒乓獘、

獘窞欩貰。

莸事铔 崻斩

殍軒

1

史痙泝忄

一个癃前巉鑕售韲二、三千万元龸痓余人痙孤企业龸晞毶晞弚裖办一幵内刊鿋輮个动謃在慦弘墉繵縪謍久龸徥
5 晝 12 攺腈 5 晝 15 攺在塾決 宪中弘召幕痙“突三実 閚

蠀人諺为閙帍頣阚龸逄遍媻檺龸但赡跜再三龸輭斄决嫯鿆办。

区圴供灂旫软秏識宪褝会”上龸慦公

为什么鿋其嫳廝竕单。人陕裖交沖龸陕裖毴软龸只晞交沖了龸毴软了龸憢聒廬到獛褸龸憢聒輓到共講龸憢聒众

拽出痙 IC 卡韙付貎灂諶鄤

螽幪賌了撔己嫭员、专嬋及众塯嫷憌痙沨厚兴賸。狠弌怵副嵗铔、

弬慥圣龸憢聒事业慥功。恤义鄢裖痙廝龭

嵗幏天狠嬋喻主任、嵗供灂办屩弬序主任在宪位前龸亲切謷镃了
灂諶鄤螽痙謻縛怚况龸縮予了充分耄嫯和騭巻痙謙价。

2
为什么取刊

为《貰徾人》
龸瑽欰汒东痙謲謇叫"决嫯一切痙因籵斄人"龸瑽 MBA 企业競獛譓祠痙獛彊叫"以人为

暁"。
檸斄迊廿輮一獛彊龸憕以取

秖出人媬龸恤在縮公

事晞謅痙地攎龸謲晞證痙地攎龸彽晞
慥为公

仁幕軴一个园地龸围縪皕公

痙地攎龸歩晞揧痙地攎。庨炋龸作为公

臅舻墠擬 殗癴务嫳
——巛碲公 慥稠五周巉

欤一个人做擜稵。諾塼嬋

晕騭競獛罚龸耄嫯嵡晰輮幵孤懺聒

发宪业績痙塜弭庪、员崺癴眺濑褖痙瑽檻之地、怚录品味痙螽猅秬口窞。 敋龸慦也橷輣癠似泝曖痙恤褖、
7 晝 18 攺斄貰徾公

熷駯龸瑯腈彿謲。
謅廬癠輜輮枌一则懺辨龸謇痙斄裔攎朥塼公

痙五巉华謳。五巉暺龸臅舻憼莬痙拷籷龸钇

便晞一

罡不腢痙轒殗龸倾氽皕貰徾创业罚、决窫罚痙全逽弘螕龸泍轤皕

痙阽輜塾旉痙恴褞龸輮敋人痙怚縿斄禈嫯痙。輮一戰龸癠似渦禒龸其嫳羿散。与其諾彽襕熷駯在员崺中隳

绹体貰徾人痙殬殉和族悼龸凝羯皕碓会各璡痙关熆和撄扖。貰徾

壗曱员崺孎譖晞恤褖龸 以輰宠
礢发氙

耱利痙喜忻橷巛公

龸懟罖曔和騭緼競獛人员痙榶瘃楶因龸掛在一镉孖镂痙宠媥鄡龸

慥稠五周巉緿彊攺。全体貰徾人渶录

孎榶瘃楶因塼憨出憠龸以褸弘墉之徽、之彽。憨塴了、駗塴了龸再出宠

檸嶍传搂龸廆响崺作龸不壗懓个檸褙地攎諾他倒出暺龸拃證弘獛医瑴宆扑命启发甚人諾他謇出暺。倾謞斄廝鄢裖痙龸

璆一个“巑儿祯稺”慥铔为“隧敺学巉”龸隵痙宆斄“臅舻墠擬龸

一

殗癴务嫳”痙貰徾簓碳。

为彀嘛。晉何况恤褖熷駯中龸輭晞晞瘟痙东裔龸晉聒孎罖曔孎巇逽晞制緻瘦皸作瑽、促輰作瑽。憕以挥謃塼嬋

縮内刊写禔龸什么遒

以證龸不织

也 以龸不懪縮繫軦逽也

臅舻墠擬斄企业兴敏发輓痙枎暁。貰徾斄隵臅舻墠擬賌嬋

以龸 癉拺懪撓在莸事铔信笆龸輮枌攷嫞全龸又禈

痙龸也斄隵臅舻墠擬发宪、塃塼痙。貰徾人从决窫罚、競獛罚到

壺。

欤一个旃软员崺龸遒晞一礢痓懭不扵、殍不襕豺、韒序戯捤痙臅
舻墠擬簓碳龸輮礢簓碳嵇慥为貰徾人燎晞痙歩豽。庨巉龸一些緷

3
猅在公幕发螡痙懺刊曬曬徐徐龸壗裖竬上塼塼孤孤痙内逽交沖瑽懺刊龸 譨不諶其擅。壗何諾貰徾员崺脿嵆喜

曖一敋痙武荺企业猅在賅下坡资瑯腈倒镂痙撮謂龸从反隷告謞慦

橷癠龸輮斄慦们痙突一癃杜龸晉铔輱證龸巩力争諾眺辨一瀎貰徾痙人塀龸欩攎證嫷憌、撔己主競逽锽痙嫭员龸攎攎

们鿆臅舻墠擬輮礢簓碳不聒丢龸嫘斄武荺企业痙癠嬋暁韛。宒競

隷隷痙晠友遒悔恤癠一癠龸迸宆晉壒龸壗曱諾一位不眺貰徾何熾痙人塀龸扔輮幵孤懺癠一会龸褞廬晞譐墉龸迸癴斄

貰徾嵇不斄五巉前痙貰徾龸但慦们毶晞任何獛璆謇拧场、掛镩歩、
享受。即使孛暺晞晉塼痙发宪龸仍炋不聒弭謅“墷侈之貎瑯于

裖下瀎功墀了。
謅廬敺臗
回了公

龸慦在晑讌頳廕北京痙獂暏上龸癠到中

腿秏公

慦嵻

塾濓”痙古謂。慦们裖敋刻告譀脿嵆鿆貰徾藒炋取廬了初檺痙慥

譐彼序。謅廬去巉在南京龸慦和攅镐璡

功龸但与慦们痙輱塼痙癃杜癍欩龸輭媭在廝塼痙嵃贲龸輭陕裖慦

办痙孤懺龸 擜巋艗龸隳嶍壒癠龸下頳暏

龸交縮了企競逽龸因为迸上隷晞痙擜稵值廬保璮慫軁軒龸輮宆叫

痙几个晠友龸与万软阛团痙莸事宕主嶂冯仑在邧巬痙咖啡厅一癉羟到凌施三、四瀎龸塼嬋遒褞廬輜疓龸但分憠

痙《万软》内刊龸镇旜敋慦也悔恤譐龸因为

嫳猅貰徾痙嫤伟癃杜龸不但裖发懁臅舻墠擬痙簓碳龸輭裖晞

以了褸万软痙嫳閚怚况、輥荺、獛謏褗瀎和嫳慭徐縨龸仿佛諾慦宆贴冯仑羟塾一枌。晞了輮礢恴褞龸宆證

务嫳殗癴痙彖巻。貰徾痙发宪韏巩了嵗场縤沣痙滃沖龸代螽了一

各弮各痙龸哪晞迸么塯敋镉羟塾鿋
软輜嫘

们付出十倍、痓倍痙努力。

龸

散万软孤懺与其公

暺龸万软阛团嫯晴縮慦嬙他们公

嫳閚貉螡廝輦龸廝癉拺。

个韛圴痙发宪賠势龸賟暺賟斓碏出敏瘰宆斄慦们貰徾人謇殗痙

譐彼、嫳撝彼龸輮宆斄慦们轒殗痙頣枑。

“癴”和“嫳”
。一个企业痙嫳力巋不斄癠嫘痙体康塼孤龸罡斄

晞人搅擜證龸壗今企业内刊斄懺刊璡一辨亮丽痙頣旄縔龸其嫳廝晞辨獛龸因为龸毶晞瞲瀴痙和巈巉代龸企业璡
发瑴痙撚事晕塯龸孹其斄一些眺

企业龸他们痙縤荺与輥作龸罖徐们痙謏辨与譝縤龸攵不縮慦们晞瘟痙启碏和借釉。

癠嫘痙产品轗巩嵗场陕殗和孎螡业痙拼制祠巻。莸事铔騭眐輱
盾龸在产品嫯

办一幵内刊与嵆与人遒晞瘟龸寗不乐哉龭

、嵗场嫯位上嵇縤買廬了先暏。迸些隵各礢“氶

氀”痙攎氪发宪賌暺痙縤沣癠似怟人却遒斄睂命痙龸輴放会圃拞。

4
七晝十八攺龸孎于貰徾暺證斄一个值廬緿彊痙攺媥龸因为壎五周寖了。

东南亚鄦蛢危暏龸霾

綖弮痙商务崺作龸似乎只晞到了輮个攺媥龸憢諾慦们恈賌了从前。五巉前璊螽稠韎龸迸敋痙怚旄龸慦晞句穦譝

遒不

叫"塼瀑鏷鐖"。瑴产突一懎螽痙敋候龸輳
悽龸諹为公

内不学企业痙瞉产龸

祠巻地媭在上轅因籵龸撮謂斄曖其浆刻痙。殗癴务嫳輭螽

猅在崺作攎氪上。巩謺證龸縲塼塯擅

暏、出縈遒去戼蜏丝。壗今謍塯罖貰徾人譝謏以前痙敋候龸徐斄唏嘘恴

事在貰徾輮些巉暺斄勤忈

赤嫳崺作痙龸但也晞曖学擅人喜橷做謏秏譝龸偏熆舆扈礕胔龸做

发宪到猅在痙枌媥不嬎敨龸痙矃不敨龭但斄壒在慦们塼聦輭竬浚郧龸因为与脿嵆欩值廬駙傲龸壗曱与

螽隷擜稵龸捳康幤主义。輮些遒斄弚韐諹癴加以克晢痙。在公

别人欩龸则巩发墠。
发墠斄什么鿋发墠斄漕怚。賊張確在《寖晝闤恈》鄡證龸一个人鄢裖痙斄漕怚龸壗曱你毶晞漕怚龸迸你宆嫡了。
慦浆眺輮一瀎。企競逽在五周巉

企业痙縤沣渦坡龸

巛之閚龸捳了一个"貰徾龸慦恈孎你證"廖擜沐动龸慦隳嶍撄扖龸因为輮斄个子懓、

发懁慫漕发漕怚痙举拿龸慦嵡晰塼嬋遒参加龸其嫳龸漕怚斄一个灂晕阓聒

貊痙东裔龸壎会使人沐廬"晞劲"。你去

巛廖擜叫《貰徾龸慦恈孎你證》龸輮鄡遒晞一个"證"媬。作

为莸事铔慦先證。一笜"證你、證慦"竬斄创刊軳龸也竬作懰睫幪狞龸嵡晰塼嬋遒在内刊上鿆SAY YOU ,SAY ME ,SAY

地址鿆塾決嵗南幕区华舦产业园区林舦资 18

巇龸癃痙斄裖殗全体员崺不毞郞于以廕痙慥績龸斄裖懓嵃贲、彀
螡动。
臅舻创业龸墷侈丧弬龸务嫳兴企龸秏譝譄

恈吧龸晞毶晞辨獛。
艆擜縤典檡晇鄡晞一飫叫《證你、證慦》龸五周巉

慥稠五周巉之閚龸不借暏塼翛幵懁龸罡斄序識殗癴务嫳龸圠墉舻

约址鿆http://www.newsuntech.com

。慦们裖在不攂

创攅中縼懔发懁臅舻墠擬、殗癴务嫳簓碳龸为创轵晉加軞炡痙貰
徾事业罡不愝努力。

繫軦逽鿆暣俊黮

媮资

狠緷奴

创新 细化 监控 务实

赛恩公司发展的 v 型战略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改革访谈录（一）

董事长兼总经理 左晔
今年八月一日起，公司将实施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案。改革后的制度主要有哪些内容？其
所谓“v”型战略，就是指由三要素组成的“v”字型，或者说是三角形。
“v”
型战略是赛恩公司在近五年的市场磨练中摸索总结出来的。区别于社会上流行

突出的特点是什么？新的规则如何实施？日前本报记者就大家关心的问题采访了公司人力资源
部经理宋非女士。
问：新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有哪些主要内容？

的各种管理模式，或 MBA 课程上的成型定式。
这三个要素是：新产品开发、市场营销、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建设。

答：新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与员工利益密切相关，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

先谈新产品开发：作为一个生产型的高科技企业，产品是灵魂。我们在新

1、劳动合同。新的劳动合同从公司实际出发，强调细化管理和宏观调控，并增加了担保制

产品的开发上，主要遵循以下几点：一，要有较高的科技含量；二，有较强烈

度，加强了劳动合同对劳资双方的约束力。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所谓担保，是指在本公司工作

的市场需求和市场潜力；三，加工环节尽可能简练，这里面包括加工设备方面

的员工，除总经理外，均需提供至少一名担保人并办理担保手续后方可定编定岗，成为赛恩公

避免投资过大，同时也避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加工；四是，强调工艺的高档次，

司的正式员工。担保人必须是我国成年公民，有天津市正式户口，有正当职业和独立经济能力，

外形设计和包装上强调 CI 设计，在高级境界上讲，最好赋予产品一定的文化色

就好像在银行办理牡丹卡要找人担保一样，其目的是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在竞争机制的市场经

彩和社会心理学内容；五是，遵循“T”型产品开发战略，这个概念不是我们的

济下，防范了风险，就等于把握住胜机。因此，选一个担保人，可以是您和公司共同维系一份

发明，这是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讲的。所谓“T”型就是遵循专业化发展，海尔

责任和义务，只会使您的心和公司贴得更紧。

就是先做了七年的冰箱，然后进入空调领域，二、三年后当他把白色家电产品

2、 激励导向式的薪资方案。公司本着对内具有公平性，对外具有竞争性的薪酬设计原则，

基本搞齐了以后，又进入黑色家电，即彩电、音响、VCD 等，始终没有离开电

确立了激励导向式的薪资策略与薪资发放管理办法，强调了薪资的激励功能。赛恩公司员工的

子行业，说的再准确一些，就是家电行业。这样可以做大限度地发挥技术、设

薪资由四部分构成，即薪资=底薪+考勤奖+职务津贴+奖金，降低底薪，提高职务津贴和奖金在

备、市场、人才等企业原有资源的优势。试想明天商场柜台上突然摆了一个海

薪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并细化了职务津贴分配等级，这就加大了薪资发放的弹性，从而在薪

尔方便面、海尔口红、洗面奶，消费者恐怕要迟疑下才敢买。前一度，大家争

资的设计上纳入绩效与技能等激励性要素，使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获得高报酬，充分体现人

论民营企业在发展中是专业化好，还是多元化好，企业老板、经济学家、新闻

才的价值，发挥了薪资应有的策略性功能。

界高手、甚至政府官员都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其实，海尔已经做出了证明，

3、目标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新的绩效考核方案采取立体考核方式，摆脱了以往仅就态度

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向多元化发展，但不是天女散花，不是十项全能，

或评估的模式，而以员工期初拟定的计划目标为准，定期评估与检察员工的工作表现，使绩销

而应遵循“T”型战略，搞“近亲繁殖”。所以，赛恩公司就是要在住宅能源计

评估更为客观和量化。同时，新的绩销评估实施细则强调建立良好的绩销评估反馈体系，确保

量上下功夫，用最快的时间完善“水、电、企、暖”智能仪表一卡化管理，有

了绩｀销评估的可操作性和实效型。

利配合房地产的蓬勃发展。然后，沿这一领域从建筑保安、消防、综合布线、

问：认为新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有什么特点？

净水装置、停车场管理等等，在智能建筑、高科技住宅方面，把文章做足、企

答：新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有一下四个方面：

业做专、市场做大。

1、创新。新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特点之一突出创新。它突出了以往管理制度的繁文缛节，
特别是引入了担保制，使制度本身更加严谨。

第二个要素是市场营销：
产品是灵魂，营销是保证，就像人的两条腿，鸟的两只翅膀，缺一不可。
赛恩公司之所以能实现成倍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市场营销上下的功夫。市场营

2、细化。新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特点之二是细化管理。做到警告在先，实现自治，使人
人有事做，时时有人管，每件事都有最终责任人。
3、监控力度加大。新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加大了监控力度尤其是将奖励与处罚条例表格化、

销，我们主要遵循以下几点：

使管理人员的工作更顺。

1、市场定位准确，细划市场严谨。
九七年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远交近攻，农村包围城市，做好缝隙市场”，现
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对整个电卡表行业产生了不小的引导作用。

4、务实。新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是从公司的实际出发，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问 ：看来，新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内容详实、具有新意。那么，为什么现在出台这套制度？

2、制定整体营销方案，避免赚眼前的小钱，解决好先要鸡，还是先要蛋的

答：一个组织的素质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聘用和保有的人员素质的一种总括反映。赛恩

问题。在吃透市场情况的同时，整体把握市场，合理配置营销资源，不依赖一

一直本着以人为本的宗旨，非常重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开发和管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时的灵感和点子，强调整体营销方案的实施。营销与点子的根本区别是科学严

得到并保有高素质的员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当然，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完美的，可以预

谨，具有持久性。九八年执行的“C”计划营销法案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测和衡量所有的事务。希望工员工在制度颁行后自觉遵守，并多提建议，逐步完善和规范我们

第三个要素，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即人力资源与企业文化建设，这是做好

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上述两点，或者说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是根基。这个要素，我们强调一点，
即“机制”。没有一个好的“机制”，
“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空谈，紧紧围绕这一
点我们要制定出一整套选人才、留人才、用人才的方法，要具有我们公司明显

赛恩公司管理人员廉洁自律承诺书

特色的用人方案。这个方案最显著特点就是：给人才一个内部创业的机会。
最后是企业文化。我认为组织员工开展一个卡拉 OK 比赛，搞个宣传栏，
充其量是一种最初级的企业文化活动，企业文化的高境界应是精神上的。这是
一门大学问，在经济飞速发展，观念更新，物质发达的今天，如何把企业管理
和人的精神结合起来，使之产生巨大的能量，这是个大智大慧的创造性工程。
我们不敢奢谈企业文化，但我们决心从初级做起，朝这个方向努力：做一个有
思想的企业。

作为公司管理人员，不仅要一心扑在赛恩事业上，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还要在公司
精神文化建设中起模范表率作用。为求取有效监督，特向公司董事会及全体员工作如下承诺：
一、不滥用职权。不利用权力欺上压下、打击报复；排斥异己、培植亲信；拉帮结派、
营造权势；耍弄大牌、争名夺利。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做到相互补台不拆台，工作到位不
越位。
二、不以权谋私。不以公司的名义或工作上的便利搞权钱交易，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谋
取个人私利。不向下属员工、同事、关系单位、客户、供应商等授受或索要人情、吃请、钱

总经理强调进一步加大工作计划考核力度

物或礼品。
三、不损害公司利益。不参加任何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活动。不兼任与公司业务有关或
竞争机关的员工、代表、顾问等；未经公司批准，不兼任其他机构受益的服务。

总经理最近在公司中高层会议上强调，要进一步加大计划考核力度。他指
出：赛恩员工对制定工作计划的观念比较淡薄，对工作计划的考核重视不够，
鉴于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和管理规范的内在要求，必须制定工作计划，必须对
工作计划的实施效果进行考核。人力资源不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为什么要制
定计划，为什么要对工作计划进行考核，主要是为了用最少的人、最短的时间、
最省的费用、最佳的方法，办成最好的事情，用尽可能少的投入取得尽可能好
的效益，计划的核心是科学安排好人、事、物、时，少走弯路，提高工作的效
率和准确性。考核工作计划目的是检验每个部门、每个岗位的工作效果，是否
达到了“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件件都有最终负责人”的要求。考核的绩
效要切实与分配挂钩。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华苑产业园区桂苑路 18 号

四、公道正派不徇私情。不以个人好恶和偏见处理公司的人和事。不违规安插自己的亲
友到公司任职。举荐人才必须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并严格履行招聘、评估、录用等手续。不
袒护在公司工作的亲朋和为亲朋说情打招呼、提拔、增资或调换工种等。
五、节约开支不乱花公司款。不拿公司钱买个人人情；不假开展业务之名，行自己娱乐
性消费之实；不滥用公配手机、车辆；不公物私用、公款私花。
六、模范遵守公司《员工手册》和各项规章制度。要求员工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
求员工不做的，自己决不做。
以上承诺，立书为证，视做个人信用、责任状及考评标准。如有违反，不论发生直接责
任或连带责任，都愿接受公司规章制度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应有处罚。如有违纪者，全体
员工均可向董事长提案箱署名或不署名投诉。

网址：http://www.newsun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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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娟

海尔集团
内有文化 外有市场

谁能抗拒赞美
美国著名的柯达公司创始人伊斯曼成为美国巨富后，不忘社会公益事业，捐赠巨

青岛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把"内有文化、外有市场"看作"海尔制胜之利器"。赢利是企业的宗
旨，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利"而不知怎么去"赢"，这样的企业就是没文化。没文化的

款建造音乐堂、纪念馆和剧院。为承接这些建筑物内的座椅，许多制造商展开了激烈
的竞争。
但是，找他谈生意的商人无不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毫无所获。

企业要想长久地赢下去、长久占领市场是不可能的。
1984 年,张锐敏走进海尔前身的青岛电冰箱总厂时,该厂亏损已达 147 万元。在家电大站中，
这样的竞争起点是很低的。然而，张瑞敏这位信奉孙中山"要做大事，不做大官"格言的企业家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优美座位公司的经理亚当森来会见他，希望能够得到这笔
生意。
秘书在引见前就对亚当森说："我知道您急于想得到这批订货，但如果您占用了

却给企业制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制高点、管理制高点、文化制高点。他到企业后不久，发生了
一起 76 台冰箱检验不合格被退回的事故，张瑞敏含泪命令责任人当众用大锤砸毁了这些冰箱，

伊斯曼先生 5 分钟以上的时间，您就完了。"
亚当森笑着点头称是。

也在员工心中砸出"质量是企业生存之本"的意识。
海尔文化的核心是"追求卓越"：卓越的产品质量、卓越的服务、卓越的企业形象，而这一
切都必须通过卓越的管理来完成。张瑞敏认为，抓管理不像"搞运动"那样，热衷与这个"月"那个

办公室里伊斯曼正埋头于桌上的一堆文件，亚当森于是静静的站在那 仔细地打
量起这间办公室。

"日"，搞的时候是"一阵风"，轰轰烈烈，但很快就回复到原点，冷冷清清。管理的关键是充分到

过了一会儿，伊斯曼抬头发现了亚当森，便问：“先生有何见教?”

位。为此，海尔形成了独特的 OEC 管理模式，也就是全方位地对每天、每人、每事进行清理，
迅速反应，马上行动，做到"日日清、日日高"。所谓"日日清"，就是上至总裁下至清洁工，对每
天甚至每小时的工作目标、绩效、出现的问题、原因和责任都要清楚无误，当日事必须当日毕。
所谓"日日高"，就是从上到下，不断自我超越，自我提高。在海尔，就连一个走道里的电源开
关都有责任人、检查人。在"车间日清栏"里，将每天的质量、劳动纪律、工艺、文明生产、设

简单的介绍后，亚当森没有谈生意，而是说："伊斯曼先生，我仔细地观察了您
的这间办公室。我本人长期从事市内的装修，但从来没见过这么精致的办公室。"
伊斯曼回答说："您提醒了我，这间办公室是我亲自设计的，我喜欢极了。但后
来忙，都没机会仔细欣赏一下这件房间。"
亚当森用手在木板上一擦，说："这是英国橡木，是不是？"

备物耗都进行公布，其中"质量"状况两小时公布一次。
在某种意义上,企业管理的过程是非常枯燥的,张瑞敏常说,"在一个管理优秀的企业里是没
有任何激动人心的故事发生的"，必须有"十年磨一剑"的平常心。

"是的，"伊斯曼高兴地站起身来回答说，
“那是从英国进口的橡木，是我的一位专
门研究室内细木的朋友专程去英国为我定的货。”
伊斯曼心情好极了，带着亚当森仔细地参观起办公室来了。

在海尔，每一个口号的背后都是制度化的实践，是每天都在发生的行动，是员工发自内心
的贯彻。比如"用户永远是对的"，生产车间牢记"下道工序是用户"，科研开发"以用户为师"，售

他把办公室所有的装饰向亚当森介绍，又详细介绍了他设计的经过。此时，亚当

后服务"解除用户的烦恼为零"，"先卖信誉，再卖产品"，真正把文化落实为行动中的自觉。又比

森笑着聆听，饶有兴致。亚当森看到伊斯曼谈兴正浓，便好奇的问起他的经历。伊斯

如海尔的用人机制，张瑞敏提出海尔用人的原则是"赛马"而非"相马"，"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

曼便向他讲述了自己苦难的青少年时代，以及自己打算位社会所做的巨额的捐赠……

你的任务不是去发现人才，今天看看培养一下张三，明天考虑一下培养李四，你的职责应该是

亚当森由衷的赞扬他的功德心。结果，亚当森和伊斯曼谈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

建立一个可以出人才的机制，这种机制比领导具有敏锐的发掘能力更重要"。海尔选拔人才的透

时，直到中午。最后，伊斯曼对亚当森说："上次我在日本买了几张椅子，由于日晒，

明度极高，选用标准和程度都贴在食堂里，而且在用人过程中贯彻"在位要受控、升迁靠竞争、

都脱了漆。昨天我打算自己把他们重新油好，您有兴趣看看我的表演吗？好了，到我

届满要轮岗"的原则。

家里和我一起吃午饭，再看看我的手艺。"

正是由于一整套海尔文化的确立，当海尔近年来踏上资本经营之路、先后兼并了 15 家外

午饭后，伊斯曼便动手把椅子漆好，并深感自豪。

部企业之时，海尔总是先将自己的"文化基因"植入被兼并企业，无一不取得成功。滑坡严重的

直到亚当森告别的时候，两人都未谈及生意。

青岛红星电器公司被划入海尔集团后不足两年，便成为中国洗衣机行业的骄子；海尔控股顺德

最后，亚当森不但得到大批的订单，而且和伊斯曼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爱德洗衣机厂后不足三个月，就形成批量生产、重新挂牌。也正是出于对海尔文化和海尔品牌
的自信，张瑞敏敢于踏入彩电领域，他说："企业规模大不一定代表竞争力强，大和强是两个概
念，只有拥有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市场、一流的质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和大。问题不在于企

亚当森的诀窍，就是在于他了解谈判对象，巧妙的赞扬了伊斯曼的成就，是伊斯
曼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把他视为知己。这笔生意当然非亚当森莫属了。

业需不需要搞多元化。我们的原则是进入一个新的行业，做到一定规模之后，一定要做这个企
业的‘前三名'。"
日本松下公司的管理人员参观海尔后，到海尔大嫂面馆吃工作午餐。这一连锁型的面馆目
前在青岛已开了 9 间。日本客人捧起一碗面品尝后，说了这样一席话："这面是用心做出来的，
一吃就知道。日本的快餐只快不好吃，大嫂子面又快又好吃。"当日本人得知大嫂面馆开业之初，
嫂子们为做好一碗面，都拿自家的东西在家做好了带来让客人品尝提意见时，感动地说："松下
公司就提倡这种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工作、千方百计想办法把他做好的精神。海尔已经做到了，

难忘的香港之行

怎能不发展？"
"文化不变原地转，文化一变天地宽。"从 1984 年到 1997 年，13 个年头，一个亏损 147
万元的企业发展成销售额达 108 亿元的大型军团。面对这样一个连一碗面都用心去做的企业，
松下人感慨地说"在海尔这样的好企业谈文化，我感到紧张和缺乏信心…"

香港的地铁是自动售票无人管理，人们通过一个机器购票后便可通过一个约六
十公分高的闸口，大家都自觉的购票进入闸口，虽然闸口很低一抬腿就可以迈过去，
但我们始终没有看到一个人没有购票就通过闸口。
这一件件事虽然很小，但都体现了香港人高度的自觉性、责任感和爱港精神。

民企管理三要素

试想，如果，如我们公司的每一位员工都能具备这样的精神，从小事做起，能处处
为公司的利益着想，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自觉性，那么我们的博大发展将指日可待。

我觉得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外部环境问题要去呼吁，去改进，但更为重

香港是座美丽的城市，回归祖国后的香港更加美好。在香港虽然只是短暂的逗

要的是，要发展成为一个大企业，就必须认真研究企业发展的规律和周边的环境情况，要有一

留，然而，她美丽、繁荣及港人的热情、高素质、讲卫生、有秩序……都给我们留

个系统的分析。我们听到不少企业家谈其成功与失败，我感到，他们谈的在某一点上很深入，

下了非常深刻、非常美好的印象。这一难忘的旅行，使我受益非浅。

但不系统、不全面，注意了某一点，而没有注意其它。

（原市场部 米宗华）

我们感到，要想做一个长期发展的企业，必须在管理上有更深透的了解。我们制定了一个

男人真累

管理三要素。第一，是建班子。要把企业做大，即使家族企业也要有班子。班子怎么建，第一
把手、第二把手怎么选择等等问题，这一套东西应该形成科学化的分析。第二条是定战略。公
司总体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联想想作一个长期有规模的高科技企业，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有目
标，有了目标还要有实现目标的战略路线，再把目标分解、实施，进行检查，各个部门都有这

对于女人来说，
“结婚，就像下馆子，她要的是她喜欢的，而当她看到别人点的
东西时，她又觉得应该选择别人选择的。”

一套东西。第三条是带队伍。这包括了企业的组织架构、激励方式、规章制度、企业文化等。
我们在过去公司小的时候是“大船结构”，要把权力都集中到上面，而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以

这山望着那山高是人的共性。尤其是婚姻，总感觉自己拥有的不是最好的，别
人手里的才是心中渴望的。

后，在财力监控成熟了，企业文化形成了，成熟的领军人物出现了的时候，我们就要实行“舰

所以对我们男人来说，要求多多，标准高高。

队模式”，比如下面设事业部，由年轻人掌帅印。各个企业的情况虽然不同，但一定要有自已
的管理理念，不然做不大，做大了也会散，我们对这个问题特别重视。
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是个有希望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有共产党的有力领导，现在政

作为男人，要会赚钱，这样含金量高，有稳定感；要谈吐幽默，生活才有情趣；
要会在生活上体贴人，关心人，最好也能在家务活上露一手，让女孩子倍感家庭的
温馨。
有情无金，女孩就会对你说，对不起，生活是实际的，爱莫能助，好一点的，

府务实、团结有力量，这点相当重要。第二点是民营企业家的出现和中国老百姓的潜力之大。
关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我想今后这几年会不停地往好的方面走。中国劳动力便宜，潜力也是非

就痛洒分别泪吧！

常之大，今后经济会大幅度往前发展。我们要把自身规律研究透，这样才能发展得更好。（作
者系联想集团总裁。标题编者另加。）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华苑产业园区桂苑路 18 号

有金无情，那就吃你用你宰你没商量！
男人要会的实在是太多了，否则一不小心，就被列为若干等外，沦落孤家寡人。
哎，男人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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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恩人剪影

赛恩 我想对你说
在炎炎夏日，我们怀着同骄阳一般火热的心迎来你的生日。在
此我由衷的说一句：生日快乐。
细想起来，今天应该是我和赛恩共同的生日，两年前，当庆祝
你的生日的时候，我加入了你，成为了赛恩公司的一员。那时候，
我刚走出校门，手中攥着几乎是零的工作经验和社会经历叩开了你
的大门，而你欣然的接纳了我，给予我新的生命，让我惊喜之余，
对你凭添了几分好感和敬意。从此，我们的命运就连在了一起。
两年来，我在工作中学到很多新知识，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而
赛恩也有着很大的发展变化，记得那时赛恩只是一个有几十个人的
作坊式的小公司，生产力水平还停留在手工操作阶段，产品销路也
不理想，而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就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一百多名员
工，三条生产线，日产电表几百具，年销售千万元以上的中型企业，
产品也从单一的 IC 卡电表发展到 IC 卡系列智能表，这些都是全体
赛恩人团结努力，携手共创的。企业的效益和凝聚力成正比，而员
工的利益和企业的效益也是成正比的。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虽然我们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但我们有着同样的目标和心愿，那就
是希望公司能发展的更快、更好。
我相信在公司的决策者的正确领导和全体赛恩人的共同努力
下，不久的将来会向世人展现一个更加强大、团结的赛恩公司，永
远屹立于市场经济的潮头。

姓名：马靖
个人展望：一名称职软件工程师
籍贯：辽宁营口
人生信条：问心无愧
出生年月：1975.2.6
最喜欢的运动：羽毛球
职务：研发部工程师
最喜欢读的书：《三国演义》
专业兴趣：计算机
最喜欢的颜色：黑色
最喜欢的艺术：流行音乐
最难忘的时光：大学时代
勉自我的座右铭：三人同行，必有我师
一支动人的歌曲：《yesterday once more》
一部很好看的影视：《狮子王》

（原售后部 俞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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