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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长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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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常见的班组长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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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长的角色定位

u班组长的角色

Ø 班组长的作用:（1）员工的领头羊；（2）员工思想的梳理人；    

（3）员工安全的管理人；（4）班组的技术指导师；（5）上下

信息的传话筒；（6）上级的左右手。

Ø 班组长是“兵头将尾”，班组长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着班组

的活力、创新力、凝聚力。

Ø 班组长对下代表管理者的立场，对上代表组员的立场，对直接

上司既代表组员的立场，同时又代表上级的辅助人员的立场。        



现场班组长的必备技能



班组长的能力素质

       能力素质，也就是岗位胜任能力。一名优秀的班组长相对一般

员工需要具有更加出色的管理能力。

u业务能力

Ø 能够处理解决班组训练一般的问题；

Ø 对于较大问题，能够正确做出判断并向上级或技术人员提
供建议；

Ø 能够指导和培训员工。

Ø 能够紧跟潮流，把握行业动态。



班组长的能力素质

u自我管理能力

Ø 能够客观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

Ø 有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并为之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Ø 具有正确的角色意识，能履行自己的角色任务；

Ø 能够正确面对挫折、压力，保持乐观积极的工作心态；

Ø 能够合理安排时间，有条不紊

  地安排工作和生活。



班组长的能力素质

u领导艺术

Ø 善于与人沟通，具备协调班组内外关系的能力；

Ø 具备构筑团队，使班组成员上下一心、团结协作的能力；

Ø 善于调动他人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具备把员工的“要我

去做”变成“我要去做”的激励能力；

Ø 有发现问题的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Ø 有打破思维框框，创造性解决问题的

  创新能力。



班组长能力素质

u班组管理能力

Ø 能够根据上级计划编制班组实施方案；

Ø 能够参与与修订改善本班组的作业指导书或操作规范；

Ø 能够组织召开班组各种会议，具有主持会议的能力；

Ø 具有督导员工完成任务的能力；

Ø 具有执行和落实规章制度的能力；

Ø 能够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组织形式多样的班组岗位培训，不

断提高员工技能水平；

Ø 掌握一般应用文写作的方法，能够进行班组常用应用文写作；

Ø 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包括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现场管理。



精益班组管理

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从关注生产现场的Kaizen转变为库

存控制、生产计划管理、流程改进（流程再造）、成本管理、员工

素养养成、供应链协同优化、产品生命周期管理（产品概念设计，

产品开发，生产线设计，工作台设计，作业方法设计和改进）、质

量管理、设备资源和人力资源管理、市场开发及销售管理等企业经

营管理涉及的诸多层面。

精益管理思想：以创造顾客价值为导向，以价值流分析为依据，重

新审视企业内部的运营管理，发现增值环节，剔除或减少非增值环

节，优化价值产出过程，减少不必要的损耗。

精益班组管理：班组组织管理、班组流程管理、作业标准管理、生

产任务管理、生产现场管理、生产质量管理、生产安全控制、班组

绩效与激励管理，班组薪资管理



作业标准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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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分配与协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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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执行力问题

u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为何看似雄心勃勃的计划到最后总是无法实施？——执行力不足     

   为何好的决策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付之东流？——执行力不强                                          

   为何企业刚刚做强、做大，贯彻就出现问题了？——执行力流失                                                                                     

   为何付出的比计划的多了10倍，结果却不到计划收益的1/10？

                                             ——执行力黑洞

   为何企业会陷入这样一个怪圈：高层怨中层，中层怪员工，员工

   怨高层？——执行力危机



常见执行力问题

u执行不力的十大症状：

       第一，管理者普遍感觉很累；

    第二，管理者花了太多的时间“救火”；

    第三，企业分工不明，职责不清；

    第四，各个部门各自为政、不配合；

    第五，管理者有技术，但不懂管理；

    第六，有制度，但执行不下去；

    第七，部署任务后，无人追踪、检查；

    第八，工资大锅饭；

    第九，现场管理脏乱差；

    第十，工作质量不稳定。



常见执行力问题

u执行力缺失的十二种表现：
Ø“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抗令不行

Ø“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有禁不止

Ø推诿扯皮，乾坤大挪移——逃避执行

Ø割发代首——歪曲执行

Ø一台电脑搭售一个硬盘——附加执行

Ø拿着鸡毛当令箭——盲目执行

Ø断章取义，为我所用——选择执行

Ø照抄照搬，本本主义——机械执行

Ø“上不推，下不动”——被动执行

Ø越俎代庖——越位执行

Ø表里不一，阳奉阴违——虚假执行

Ø街亭失守，蒋干中计——错误执行

抓执行力，不是从下
往上，而是从上往下，
先抓头，抓关键人物，
抓关键环节



理解执行力

u什么是执行力？

      所谓执行力，指的是贯彻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的操作能

力，是把企业战略、规划转化为效益、成果的关键。执行力包含

完成任务的意愿、完成任务的能力、完成任务的程度。

    执行力：对个人而言，就是办事能力；对团队而言，就是战

斗力；对企业而言，就是经营能力。而衡量执行力的标准，对个

人而言就是按时按质按量完成自己的任务；对企业而言，就是在

预定的时间内完成企业的战略目标。



理解执行力

执行力就是把想干的事干成功——个人

执行力就是将企业战略落实到实处——企业

执行力就是选拔合适的人员到恰当的岗位上——领导

执行：就是不折不扣得到结果。

执行力的特征：系统性、全员性、操作性、坚韧性

          赢者心态
凡事正面积极
凡事巅峰状态
凡事主动出击
凡事全力以赴



理解执行力

u执行力差的表现

       不能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不能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计划性不强，工作效率低

    时间观念差

    事情做不好总有借口，这事不赖我

    工作无激情，混日子

    错误率高

    不愿做有风险、有挑战性的工作

    接受任务总是强调困难，经常抱怨

    缺少创新意识



理解执行力

对二百多家“正常活着”的中国民营企业调查发现：

       5%的人看不出来是在工作，而是在制造矛盾，无事必生非——破

坏性的做

    10%的人正在等待着什么——不想做

    20%的人正在为增加库存而工作——“蛮做”、“盲做”、“胡

做”

    10%的人由于没有对公司做出贡献——在做，而是负效劳动

    40%的人正在按照低效的标准或方法工作——想做，而不会做

    15%的人属于正常范围，但绩效仍不高——做不好，做事不到位



理解执行力

u执行力不强的原因分析
       表面原因：工作能力所限，客观条件影响

    深层原因：对执行力的认识模糊

    根本原因：对待工作的态度有问题，人生目标不明确，没有追

              求和梦想。



理解执行力

u执行力的本质内涵
       执行力的最本质的内涵就是一个字：“做”

    执行力就是"知行合一"。

    荀况：“知之不若行之，知之不行，虽敦必困”。

    朱熹：“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说了≠做了≠做到位了

    今天做到位了≠明天做到位了≠永远做到位了

    做了×100=0分

    做到位了×1=100分



理解执行力

u怎样提高执行力

       1、想做：要有完成任务的意愿——敬业

             态度决定执行、没有任何借口、做一个职业员工。

    2、会做：要有完成任务的能力——本领

             行行出状元、做一个不可替代的人、你感到“本领恐

             慌”了吗？

    3、做好：要有完成任务的程度——结果

             事事求结果、结果有不同、

             争取最好的结果。



理解执行力

执行力五个定律：

     1、每天三件事：必须做的事，应该做的事，可以做的事。

   2、成功者常改变方法而不改变目标，失败者常改变目标而不改
变方法。

   3、管理是盯出来的，办法是想出来的，潜力是逼出来的。

   4、多想一遍，少错一句话；多看一遍，少错一件事。

   5、执行力不讲如果，只讲结果。



理解执行力

• 通过对班组人员结构、运营流程、技术应用等因素的优化重组，

建立以下机制，可以使班组建设充满活力与生机。

• 建立“参与式”管理机制，促进80、90后新进员工的能力发挥

• 建立“互动式”学习机制，充分激发班组的学习氛围。

• 建立“交叉式”培养机制，增加员工的多岗位历练机会

• 建立”虚拟式“交流机制，增进班组管理者与员工的情感交流

• 建立“帮带式”工作机制，通过工作示范等方式，实现共同进步

• 建立“激励式”考核机制，让员工有激情。



理解执行力

u任务与结果

                            任务≠结果

                                走过程      做结果

                                找借口      主动性

                                负习惯      正习惯



理解执行力

1、任务与结果的区别

      任务：只是说明这个事我做了，但有没有结果，是别人的事，是因
为别人不配合、条件不具备、落实有困难等多种原因。

    结果：是指在工作中遇到许多困难，但通过自己的努力，想尽千方
百计克服困难最后做出的成绩。

    做任务与做结果最大的区别在于：做任务的人会以为事情做不好是
别人的事，做结果的人会认为事情做不好是自己的事。

2、员工与企业的关系

      员工与企业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买卖关系——企业付你工资和薪酬，
你提供相应的结果。企业购买的是结果，也就是劳动的结果，而不是劳
动，劳动不值钱。只有劳动的结果才值钱。苦劳没有价值，只有功劳才
有价值。企业不赚钱是犯罪，员工不提供结果是盗窃。

3、讨论：每天按时上下班是不是结果？



理解执行力

什么是结果？可量化、有价值，企业想要的才是结果

       栽花是不是结果？（栽活才是结果）

    洗碗是不是结果？（洗干净才是结果）

    睡觉是不是结果？（睡着才是结果）

    通知是不是结果？（人员到场才是结果）

    讨论是任务，结论是结果；考核是任务，改进是结果；生产是
任务，按时做出合格的产品才是结果；质检是任务，做出质检报告
是结果；拿通知是任务，拿到是结果；参加培训是任务，有所感悟
和提高是结果；讲课是任务……

    按时上下班不是结果，创造价值才是结果！

    只有每个员工提供的是结果，企业才有钱赚、才能生存。但现
在不少员工却把上班当成结果，以为只要上班就可以领工资，这种
观念大大地扭曲了员工与企业的关系。



简单工作

        简单能带来高效，能带来利润，能带来成就，所以，我们每个

管理者都要把简单作为一项战略、一种常态，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东

西！

        简单高效的“7定律”：
       定律1：思维简化——凡事都从简单的角度去考虑。
    定律2：20/80法则——抓住重点，牵牛只牵牛鼻子
    定律3：制度和流程简化——制度简单了，权责明确，方法简单
易行
    定律4：组织结构简化——管理层级越简单越有效
    定律5：产品和服务简化——把精力投入到创造80%利润的20%的
产品与服务中
    定律6：管理简化——从每一个细节杜绝不必要的消耗
    定律7：环境简化——建立一个整洁的工作环境，养成一种有序
的生活习惯



简单工作

定律一：思维简化——简单的开始

             （绿色儿童画）

       我们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时，首先的反应应该是：我们能采

取什么样的简单方法，并轻松地加以执行？而不是向复杂的方向前

进。

    处理事情的思维方式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所有复杂的办法都

是错误的。尝试换—个角度去思考，没有简单的方法宁可不去做。

保持良好的心态，冷静，乐观。

    改变我们的思维惯性，在作任何决策、完成任何任务的时候，

我们应坚持五个原则：了解、感觉、运用、执行、达成任务。



简单工作

（1）枪毙一切复杂的手段（高露洁销量）

          遇到难办的事情，通常的思维模式是：

• 先对事情进行深入的了解——是什么让这件事这么复杂？

• 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能不能把复杂的原因找出来？

• 寻找方法——消除了复杂的原因，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

    如果这些问题还没想清楚，宁愿晚一点动手，如果只有一
种复杂的、难以执行的办法能解决问题，你宁愿把这件事
情先放一放。

              多用脑就可以少用脚。学会切換思维，多换几个角
度去分析问题。把一切复杂的手段枪毙掉吧，你要坚信，
凡事都有简单高效的方法！



简单工作

（2）良好的心态——一切都会简单

       一件事情复杂与否，有时候是由心态决定的。事情是同一件

事，心态消极，就会变得复杂，心态积极，就会变得简单。

    美国成功学院对1000名世界知名的成功人士进行了研究，结

果明：积极的心态决定了成功的85%。

    永远保持积极的心态，是简单高效的保障。积极意味着采取

主动，而不是坐着等别人先行动，然后消极地回应。要做高效的

人，必须保持积极主动！

    事情发生时，我们需要的是：冷静、

乐观、勇气和进取。



简单工作

定律二：20/80法则——牵住牛鼻子
       你的目标在哪里，就应该向哪里去努力，不要有太多的考虑，
这是做人简单的道理。

    做人简单，不是幼稚与肤浅，而是指做人目标的单一和坚持。

    人生在世，要首先想清楚自己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再去为
达这个人生目标而努力奋斗，这样，你的人生会变得简单而高效。
做企业也是相同的道理。

       李彦宏曾把个人成功的核心
理念概括为简单的三大法则。第
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第二，
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第三，专
注到底。



简单工作

（1）选对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卓别林求职）

       人生只有一辈子，不走弯路就是捷径。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不要

轻视一个小小的决定，选错方向走错路，耽误的不是一天、一个月，

而是一生！所幸，我们的喜剧大师最后选对了人生道路。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如果一个管理者不能区分效率和效

果，我们很难想象他能够对企业的业绩负起真正的责任。”所以，要

先考虑效果，再考虑效率。

    企业家不能盲目跟风，要先给企业选择方向、设定清晰的目标，

然后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地去执行。如果执行到位了，你就是简单高

效的。
你的企业是不是在做最擅长的事情？
你有没有在充分利用你的优势和资源？
你所行进的方向是不是你的初衷？



简单工作

（2）集中优势兵力于一点

       刺猬，无论遇到什么天敌和多么复杂的危险状况，总能采取最简
单的策略——把自己蜷缩成一个带刺的圆球，结果屡战屡胜。这种把
复杂世界简单化的基本原则，就是刺猬理念。

    拿破仑说战无不胜的秘诀：“在一点上集中最大的优势兵力。”
这是化繁为简的金科玉律。

    当年柳传志制定战略时，明确谈到：“沒钱赚的事不能干；有钱
赚但是投不起钱的事不能干；有钱赚也投得起钱但是没有可靠的人去
做，这样的事也不能干。”

    简单才能高效。贪大求全，贪多求快，不是公司发展的真谛。明
智的企业，把全部的精力集中在效果最好、回报最大的关键点上，而
且全力以赴！

面面俱到就算付出全力也无济于事。
删繁就简，首先得删！舍弃80%，换来的是整
个世界！



简单工作

定律三：制度和流程简化——打破僵局

（1）废除僵化的制度（11个炮兵）

       灵活的制度才能给企业创造活力和高效。公司的制度需要保持

前后的连续性，但是，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跟随形势而

不断完善。

    流程来源于制度，如果你的制度死板，那么，在工作流程上就

无法剔除那些不必要的环节，企业就无法简单高效地运行。

    所以建议你，对公司的各项制度，马上征求各部门的意见，作

一次调查和完善。
过期不用的制度——废除；
阻碍公司简单化的制度——改进；
所有的规章制度——浓缩到一页纸。



简单工作

（2）流程再造

       流程再造的目的是什么？提高效率，缩减不必要的中间环节，

节省时间和成本。是简单高效的又一种实现手段。

    由于新科技的发明，新思想的创造，给简化工作流程提供了可

能性。几乎所有的现代科技都是为了节省时间，利用它们，可以让

流程更简便。

为何不通过现代手段，让一线人员和设计人员
直接交流呢？
为何不通过现代手段，及时反馈客户意图呢？
为何不尝试通过网络审批文件呢？
为何不利用邮件、视频会议等来及时沟通呢？
为何不选择一套简单的管理软件呢？

       流程再
造的三要素：
提升知识水
平、计算机
化、标准化



简单工作

v删除与合并（简单工具箱）

      删除——不必要的环节、不必要的应酬、不必要的人和事——

不要留恋，立即放弃。

    合并——性质接近的事情、能在同一条件下解决的事情——不

要分开来做，立即合并。

    刪除很容易，合并也很简单。简单高效是合并来的。东开一小

时会议，西看十分钟文件，时间全部切隔打散，做事情杂乱无章，

效率根本不会理睬你！

       刪除与合并，是
简化流程的一个重要
工具，也是一个简单
而有效的工具。



简单工作

定律四：组织结构简化——轻装上阵
       杰克·韦尔奇出任通用电气公司CEO时，通用电气已创办103年，拥
有34万名员工、350个业务部门、43个战略单元，是个穿着水泥鞋与对
手赛跑的巨人。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画出三个圆圈：三个圈内的业务，
作为核心全力经营；圈外的所有业务，要么剥离，要么出售。三年间，
通用公司出售了150多家企业，解雇了13万名员工，而公司的股票却节
节攀升，业绩蒸蒸日上。

    管理人员越多、层级越多，从传达到执行越容易失真。

    一个公司的层级绝对不能超过三个！你公司的效率是否受到结构不
合理的拖累，你可以问你自己下列问题：我公司的层级超过三个吗？我
是不是每次下达任务，具体的执行部门都能正确理解？我的指令传到具
体的操作者手里，是不是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我是不是越来越多的
时间都花费在沟通、协调和控制、监督上了？



（1）授权？——不要独揽大权

       授权，是效率管理的一个重点，同时也是简单高效的一大解决

方案。

    你只需要做好你该做的，其他的应充分授权！

    授权，让你不再事必躬亲，让你不再受到各种事情的烦扰。

    授权的前提是要有合适的人选，授权的对象不对，结果会错，

反而会更浪费时间。美国贝尔公司董事长查理·波西说：“不要想

一个人独撑大局，要仔细挑选人才，雇用人才，然后授权给他们去

负责，让他们独立作业，并为自己的行动表现负责！”

       授权的四个简单要点：明确什么是你的工作，
什么该授权；找对合适的人，把该授权的分派出
去；明确权责，明确绩效指标与期限；适度支持



简单工作

（2）责任唯一（小孩子的裤子）

       在有些公司里，因为责权的不明确，使事情人为复杂起来。要么谁

都不管，要么谁都来管，结果就是一团糟。

    让企业简单高效的另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定责定编。

    第—步定岗、定部门——明确企业所需要的岗位、所需要的部门。

    第二步定员——明确每个部门所需要的员工数和每个岗位需要的员

工数。

    第三步定责——明确每个部门的职责与每个岗位的职责。

    当这些都明确后，分派任务就会变得非常简单，一件事情由谁来完

成，谁具体做哪些事情，每一个环节都责任到人，非常清晰的权责分配

，沒有推诿，沒有重复，你再也不用花大量时间去处理部门之间的纠纷

、员工之间的纠纷。



简单工作

定律五：产品简化——避免顾此失彼

         需要31种海飞丝香波，或52个佳洁士牙膏呢？宝洁公司不这么认

为。宝洁开始“缩减”。美国本土产品已减少了1/3，单是头发护理

用品一项就砍掉了近一半的品种。

    对高效管理来说，简化产品有以下三大好处：

    减少浪费——宝洁发现，7.6%的个人护理和家用产品占据了全部

销售额的84.5%，商店常常充斥着那些人们从未购买的商品，这造成

了惊人的浪费。

    减少复杂——复杂的产品队列和定价，给生产和零售都造成许多

麻烦，往往顾此失彼。

    适应变化——世界正在更快地变化，简化变得更为重要。



简单工作

定律六：管理简化——简化到每一个细节

（1）考核什么得到什么（动物选美）

       不用针对每个人制订考核方案，考核方案也要简化：

    把一些与业绩无关的指标通通拋弃。分析出每个岗位的关键业绩

指标。根据20/80法则，20%的指标决定了80%的业绩，我们只需考核

那些决定80%业绩的1～2个关键指标即可。

    将考核的一些形容词，如及时性、准确性等，变成动词、量词。

比如考核回款额这个指标的时候，

描述为：在五天内完成应收账款

10万元。而不是：及时地收回账款。



简单工作

考核的具体操作方法

收入的比例中，只有20%是工资，80%都是绩效

不仅是营销人员，生产和后勤人员也必须制订量化目标

部门 考核指标

行政部门 以成本控制为目标，每月减少一万元费用

采购部门
以价值转化为目标，看采购的一万元物品是否创造了高于一万元
的价值

后勤部门 收入乘以公司绩效

设定最低完成指标：三次绩效不合格——离职

末位淘汰：四次以上绩效排在末位的，也必须离职



简单工作

（2）文案工作简化——消灭吸血的“文字”

       文案工作，越短越好，只要能表达清楚意思就行。几乎每个公

司、每个人，都曾为繁杂的文案困扰过，时间和效率就这样被侵蚀

了。

    世界上不只有蚊子是吸血的，有时文字也会变成“吸血鬼”。

词不达意的文字、冗长的报告、故弄玄虛的理论……吞噬的是我们

的时间和生命！

    你的公司要想变得简单高效起来，就要先从简化文案下手。你

要给你的下属制订一个文案工作的铁律！

一页纸能说清楚的，绝不用一叠纸；
一句话能说清楚的，绝不用一页纸；
口头表达能说清楚，绝不用文字；
能用短句表达的，绝不用长句。



简单工作

（3）会议简化——制伏企业头号“时间杀手”

        一位有20000名员工企业的总经理曾坦白承认：我们把员工的时

间当成空白支票一样挥霍。

    仔细想来，最不把员工时间当回事的，就是冗长的会议了！会

议往往有几十人、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参加，每耽误一分钟，拖沓一

分钟，都是巨大的浪费！

    请看这么一个公式：

    会议成本=每小时平均工资的3倍×开会人数×会议时间

 代价如此昂贵，不简化还等什么？



高效会议要点

• 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坚决不开，可选择电话、网络等快捷形式；
• 开会一定要有目的性，有明确计划好的主题，主题之外的内容一
律免谈；
• 会议能站着开就不坐着开，不预备茶水等物品；
• 会议必须做出决定，要避免无谓的讨论；
• 相同议题绝不召开第二次会议；
• 确定需要发言的人员，每个人发言的时间不超过两分钟；
• 事先做好准备，用书面发言，严禁东拉西扯，信口开河；
• 要开小会，不要开大会，到场人数越少越好；
• 会议的决策、重要信息和精神，以E-mail、短信等形式通知有关
人员；
• 安排专门人员掌控发言时间、会议总长，到时限立刻结束，绝不
拖沓；
• 会上做出的决议，会后必须追踪检查，落实到位；



会议进行检查表

• 是否准时开会、准时散会？                                                            
• 议题的说明是否精简？                                                                    
• 是否有迟到、早退等违反会议纪律的行为？                                    
• 是否告知出席者会议进行程序，并请求协助？                                
• 讨论题目是否公平地接受质疑？                                                      
• 是否批评某人的发言？                                                                    
• 发言者是否有自卖自夸的倾向？
• 是否有感情用事的发言倾向？
• 是否有特定某人独自发言的情况？
• 是否有很多闲谈、私语的情形？
• 是否有人自始至终保持沉默？
• 是否能在既定的时间内得出结论？
• 意见不同时，是否有解决的对策？
• 是否也尊重少数意见？



简单工作

（4）简化人际关系——对事不对人

       与客户交往，只要能让客户了解公司、了解公司的产品和文化
就可以了。真正的优质客户，最关心的不是这个公司老总的活动能
力，而是与这个公司合作是否能得到利益，是否能共贏，带来商业
价值。

    高尔夫和夜总会带不来商业价值，混迹在交际场上的老总，绝
对不是能缔造出伟大公司、伟大团队的老总，也绝对不是最好的合
作伙伴！

    简化人际关系，有以下四个层次：

    第一，对交际和应酬的对象进行筛选，选择最重要的客户。

    第二，去掉一切不必要的虚荣。

    第三，在交际和应酬时对时间进行控制，讲求效率和结果。

    第四，在企业内部创造简单的人际关系和竞争原则，杜绝办公
室政治。



杜绝办公室政治，简化人际关系

          简化人际关系，创造简单的工作方式、交往方式和沟通方式。    
简化法则：

   （1）鼓励合作，封杀个人英雄主义。

   （2）禁止打小报告、放冷箭。

   （3）严惩隐瞒和粉饰。

   （4）鼓励良性竞争，以效率、业绩说话。

   （5）强调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6）达成目标，奖励高效团队。

   （7）明确每个人的分工和考核标准，明确利益只和绩效挂钩，

        绩效才是硬道理。

   （8）一人不合格，团队整体受罚。

   （9）在员工生日或节假日时，组织团队活动，营造家庭氛围，

        增强兄弟姐妹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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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沟通简化——说结果，越过过程（王永庆午餐汇报制度）

       沟通，并不需要正襟危坐，也不需要促膝长谈，这些只是形式

上的东西。沟通的关键是：怎么样沟通更有效，如何能够通过沟通

达成结果。

    企业内外部的沟通，绝大多数都是信息交流，所以，你没必要

考虑形式上的东西，不管是在电梯里，还是在卫生间，或是在餐厅

里，不管是用书面报告还是口头报告，不管时间长短，只要能达到

沟通想要的结果就可以了。

    简化沟通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越过过程，只说结果。过程固然重

要，但如果什么事情都把过程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时间不允许，机

会也不等你。



沟通简化细则

（1）能口头报告的不要书面报告。

（2）能一句话说清楚的绝不要两句话，更不要一张纸。

（3）要求汇报工作时，开门见山说重点，不说套话、废话、拍马屁的

话。

（4）要求对话时有条理化，一、一、三、四、五……想清楚再发言。

（5）任何的沟通都要紧紧抓住目的。

（6）只说大白话，不要生僻的、华而不实的字眼。

（7）时间、地点、人物、内容、要求，

几个要素交代清楚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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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律七：环境简化——细节决定成功
       细节决定成败。成大事，也要拘小节。环境简化，就是要做到办公区整

洁。这是简单高效的方法之一，也是成功的方法之一。

    放松心情——当你看到干净的桌面、抽屉里有序的文件、摆放规整的物

品，你的心情是愉快的，这能使你更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来。

    节省时间——当你在任何时候都能马上找到你要找的东西，就能节省大

量的时间，而节省下的时间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获得信赖——当你的客户、你的合作伙伴、你的朋友看到你什么都是有

条不紊的时候，他们会更信赖你，会给你创造更多的机会。

    抓住重点——办公环境整洁还能让你马上发现你最该做的是什么，让你

抓住重点，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办公环境是个神圣的地方，只有最重要并且

正在使用的物品才有权利获得一席之地！



精益班组从精益班组长开始！

谢谢您的陪伴

2016年9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