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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什么也不做，而是
“以无为”达到“无不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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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使命

身造血功能不足，没有足够的管理人才，无法实现跨地

领导者要选好人才信任下属，管理中要授之以权负之

域或者长远发展。

以责，实行有效领导，既要信任又不放任，对他们的工

古往今来，
许多出色的管理者都是大权独揽，小权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应该有运筹帷幄，决

分散。用一句通俗的话就是：
“ 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就

胜千里的大气风范，如果为了一些琐碎的小事而影响

时激发下属的自尊心和责任感，从而产生一种向心力，

让别人去管。”

整个企业或团队的发展，
实在是有些得不偿失了。

和谐一致的行动。

“无为而治”
是道家管理哲学的核心思想。老子曰：

然而在现实管理中，很多企业领导和高管容易自
觉或不自觉地被企业琐事纠缠住，有的甚至事无巨细

“无为则无不为。欲将取天下者，
恒以无事。及其有事

作除了进行必要的指导和检查以外，不要随意干涉，适

第三、集中精力，抓重点工作，做领导者该做的事，
抓大放小，
有效利用宝贵时间创造更大的价值。作为领

事必躬亲，越俎代庖事事插手把下属或其他职能部门

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这里的
“无为”
不是无所作为，

导者要抓住全盘工作的关键，
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

该管的事情也管了，这样做不仅打乱了企业或团队的

而是“以无为”达到
什么也不做，
“无不治”
的效果。既然

总览全局就要站在全局工作上抓重点，
题就迎刃而解，

“无为”不是不为，所以领导者就应该分清楚哪些“为

政策性，全局性的工作必须一览到底，事务性、一般性

之”，哪些
“不为之”。
领导有为有不为，就是说不要事无

包
的工作要适当放手。同时要不断提高自身的领导力，

界远远胜过下属，但是一个领导或高管如果深陷琐

巨细抓住不放，而要抓大事，
无非一是决策，二是用人。

括教练技术，培育部署提升他们的能力和综合素质；
激

事，事必躬亲，即使他再能干也将事倍功半，对整个企

这就是所谓
“君道无为，臣道有为”。所以，领导或高管

励技术，挖掘下属的潜能，充分调动到家的积极性，形

业或者团队也带来严重危害。第一，那些本该由下属

在管理上应该要有跟其职位相匹配的层次和高度，有

成一个团队；
授权技术，
特别是怎么授权，
向谁授权，步

或其他职能部门处理的事情被高管包揽以后，下属或

所取舍，要知道自己的职责，明白哪些该管，哪些不该

骤，原则，如何才能使工作效率提高等领导艺术。企业

其他职能部门长期得不到锻炼和成长，能力结构出现

管，而不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领导者本身的素质和领导能力就是对企业的拉力，对

管理结构，同时也失去了领导该有的高度。
不可否认，
很多企业领导或高管的经验、能力和眼

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严重影响公司的发展。同时下属

如何抓住工作重点？
那么，
领导该怎么当，

企业的运营影响占 20%，只有推力和拉力结合起来，才

和职能部门如果被置于管理链条之外，无法决策无权

第一，从企业和团队层面，应该完善制度体系，强

能实现企业的长足发展，永续经营。

拍板对事情处理也只能消极应付或者给一个模棱两

抓执行落实；根据 20:80 原则，企业运作 80%的工作要

领导，不仅是门科学，是门艺术，更是实践。在在企

可的意见来等领导拿主意，结果领导者发现手下的意

制度化、标准化的管理体系来推动，靠机制
靠规范化、

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领导力，领导艺

见水平都这么低之后又不得不继续身先士卒，恶性循

来约束人，
激励人，
而非人管人，使企业实现良性循环。

术，才能带领大家走向辉煌，
为社会。企业和员工创造

环；第二，领导或高管思维方式是问题导向而非系统

科学的领导方法就是根据分级管理原则，各司其职监

出更大的价值，不负领导者的使命。

导向，所有人都关心细枝末节的问题，企业的竞争优

理符合公司实际的组织架构，建立健全科学的岗位职

势培养、组织能力提升、管理机制建设等这些决定企

责，具体事物通过部门得以落实。管理思路要清晰，层

因势利导，有为有不为，掌握科学的方式方法，才能运

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工作得不到关注，企业运营机制

次分明。

筹帷幄，决胜千里，让企业和团队更上一层楼。

长期得不到完善，企业运营极其不稳定；第三，团队力

领导和管理者就是一个组织的灵魂，应尊重规律，

第二、增强员工凝聚力，提高员工满意度和忠诚
度，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提高团队素质和工作能力。

量发挥不出来，企业的梯队建设也会出问题，企业自

集团工会慰问一线职工

一公司 张五杰

战略规划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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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9 日上午，集团“1515 战略规划”重
8 月 7 日，集团工会主席

要 对自身 发 展 进行 合 理 的 定

孙晓在综合办工作人员的陪同

位，做好规划，主动学习，以干

下先后来到工贸学校综合楼、

成事为准则，最终实现人生目

天 盺大厦、悦民公租房等项目

标；3、对 1515 战略规划方案进

部看望和慰问正在施工的广大

行深入的学习理解，
坚定信念，

职工。

勇于行动，促使企业快速发展。

职工的关怀和爱护，一定不辜

小组的组成和分工进行了明确，同时详细解

糖等防暑降温用品。在慰问中，

负领导的关怀和期望，努力学

读了 《河北天昕建设集团战略规划落地重点

孙 主席对 员工 提 出 了几 点 要

习、扎实工作，以实际行动为愿

并强调了当前战略规划工作
工作推进方案》，

求：1、扎实工作的同时更要注

景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的重点内容：1、各单位要认真解读集团发展
体系中的经营目标、市场目标、管理目标、能
力目标，
掌握每年度集团规划的量化目标值，
将本部门各项工作与实现量化目标紧密挂
接，
2、深刻理解集团发展目标体系中关键举
措和保障机制，认真思考为确保各量化目标
的实现，本单位在内控流程和学习发展中的
具体举措，3、
各单位要召开专题会议，结合实
际情况研讨集团发展规划在本单位如何落
形成与本单位职责相关的管理提升方案。
地，
最后由推进小组组长张冬雪同志对会议
进行了总结性发言：集团“1515 战略规划”是

动员工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深入剖析公司实际、对未来市场综合分析得

公司关于召开组织生活会的

内心话，道出了自己理想明确

出的适合集团未来发展得总纲领，它描绘出

文件精神要求 ，
8 月 10 日上

今后努力的方向，纷纷表示愿

了集团未来 5 年、
10 年、15 年的发展蓝图，集

午由四公司、五公司、地基公

意将以集团“1515 战略规划”

团全体员工要进一步认真学习，对规划的精

司全体党员及部分群众参加

为自己工作、奋斗目标，为实

髓要掌握好、理解好、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推

的谈心交心活动，在五公司会

现这一伟大目标坚持解放思

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

议室召开。

想、钻研业务，完善自身。

围，把集 团“1515 战略 规划”
作为今后工作中的行动指南，

进自身工作中存在不足的方

加强学习、扎实工作，为公司

法与大家进行了分享，此次活

发展做出贡献。

五公司 马金旺
地址：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交通北街 100 号

邮编：0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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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照，扪心自问，看看自己属于哪一

来对待的人，往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

但更应该
作当然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种。

钟，只求“过得去”
，不求“过得硬”，只

是有志者实现人生价值和理想的舞

求“无过”，不求“有功”
，斤斤计较个

台，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如果

三种不同的工作态度，反映了不同的

人的利益得失，满足于不出错、不出

把有限的工作时间投入到无限的事

人生观、价值观，折射出高低分明的

局，
工作上难有大起色、大作为。而把

业中去，这样的工作意义深远，这样

思想境界和精神状态。

工作当副业来对待的人，公事“磨洋

的人生价值非凡。把工作当事业，就

把工作当成一种事业的人，不是

工”、私事“打冲锋”，工作中慵懒散

是对工作始终保持热情、充满感情、

为工作而工作，而是通过努力工作实

漫，
敷衍了事，
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

怀有激情，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

现为国分忧、为民谋利的理想抱负。

为，结果误己误事更误人。

风貌，让工作成为自己割舍不下的一

把工作当作一份职业的人，则完全是

大量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告诉我

为工作而工作，工作是为了糊口养

们，大凡有大作为者都视工作为事

家，上班是为了稻粱谋，在他们眼里

业，甚至视工作胜于生命，他们的人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 乎

份牵挂，让事业成为人生风景中最绚
丽多彩的部分。

工作只是谋生之道、安身之术、立命

生也因事业有成而精彩纷呈，富有意

中，斯风下矣”。究竟把工作是当成事

之所。而把工作当作一门副业的人，

义和价值；
而大凡平淡无为者多因只

业，还是权当职业，甚至是只当副业，

工作仅仅是一个招牌、一个幌子，他

为工作而工作，结果工作完了，人生

检验着我们的人生状态、生命质量。

们心不在焉，把心思和精力都放在本

也到头了，退休便褪了色，退位便失

自己目前的工作状态，属于哪一种？

职之外，有的甚至利用公职、公权揽

了志；至于那些把工作当副业的，不

应该成为哪一种？值得我们每个人深

私活、
谋私利。

但会因为“不务正业”而砸了“饭碗”
，

切思之、好自为之。

态度折射品质，态度影响成败。

而且常常会因为一己私利而误入歧

四公司 陈梦娇

综合办公室
网址：
http://www.hbtxj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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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昕走过的五年里，从最初的选一份工作，到如今
的干一份事业，风雨中一路走来，坚定了对天昕文化的认
同与地追随。在中国梦的大背景下，相信挥洒在天昕的汗
水定会积淀为精华，相信一批批的的天昕人定会在这个
平台上创建更多的精品工程，
为自我筑梦，
为企业添彩。
工地环境苦，时间长，没有节假日，是这个行业的特
点。所以在一开始，作为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我们就必
须克服来自家庭及自身的各种困难，练就自我超强的适
应能力，能在“屋漏偏逢连夜雨”里自嘲地唱征服，能在抢
工期的关键时刻夜以继日，也能在工作得不到甲方和监
大不了从头再来。
理的认可时会心一笑，
这一切都源于对这个行业的认同，对这个企业的热爱，相
信在这方平台上，企业能走向更远，自己也能通过努力实
现梦想。正如有人说过，最好的时光是指日可待，在这样
一个有希望有盼头的企业里，每一天都过得充实，每一次
困难与挑战也都仿佛可爱起来。而这一良性循环，也必然
让我们在这些困难面前生发出千方百计，如同天空飘来
的五个字
“那都不是事”。
犹记得刚毕业进入孟村工地时，领导夸这小伙子长
得白净长得帅，如今这已经成为大家茶余饭后调侃的谈
资，脸上的岁月痕迹伴随着一栋栋大楼拔地而起，每每经
过自己曾经参与过的项目时，一股亲切之情油然而生，在
这个我日夜守候过的地方，这片热土里倾注了我的心血
与热爱,更是我岁月的见证。一年之中，和企业和工地在一
起的时间超越了家人，它就像是我的恋人一样，一起欢喜

如何绕过“支票陷阱”
支票是经济活动中使用最多的票据，会
计人员在收支票时要提防“支票陷阱”，因为

写，否则，支票无效。

债务的一种具体表示，

对于支票金额应注意以下问题：
1.票面大写金额栏内漏写“元”字的支

当支票退票时，要负起
出票人的责任，偿还支

陷阱”加以说明。

为他们送去了洗衣粉、绿豆、白

于进行深刻的自我剖析，将改

为什么而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讲，工

升、
胡彦宏、
孙晓、
张平出席了会议。

细致的理解，随后副组长程显芳同志对推进

和想法进行了深刻交流，并勇

钻研、立标杆、
当旗帜。把工作当职业

票人栏的位置，盖在其

纷表示，感谢集团工会对一线

志们紧密团结在集团党委周

这种说法，不妨当作一面镜子，揽镜

金额难以确定。

了职工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并

言，就工作、生活方面的经验

现。说到底是树立怎样的人生观。人

支票等。现就实际业务中可能存在的“支票

解读，使参会人员对“1515 战略规划”有了更

同志做出总结性发言：要求同

工作当作一种事业来追求、创造和实

苦为乐，甘于奉献，在工作岗位上肯

持，推进小组副组长程显芳，小组成员崔建

广大职工感到无比的温暖，纷

晓同志引导下，大家畅所欲

作热情，变“要我干”为“我要干”，以

名盖章要盖在支票上出

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详细询问

最后集团党委委员孙晓

当成事业，另一种是把工作当作职
业，
还有一种是把工作当成副业。对

角、分。只有记载数字，而无“元”的记载，其

志再次对“1515 战略规划”核心内容进行了

在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孙

有志者有为，有为者在于把一份

途。

支票、保付支票、记名支票、银行支票、旅行

孙主席的到来，令项目部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集团

发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保持旺盛的工

票上所记载的金额。签

在项目部孙主 席与职 工

——
—集团四、
五、
地基公司联合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把工作当事业来对待的人，往往会激

票，不可收受。我国通用的币制单位有元、

会议首先由推进办公室负责人李明勇同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有这么一种说法，如今人们的工
作态度可以分为三种：
一种是把工作

态度反映境界，态度决定状态。

03

爱这个行业就像跟
她谈恋爱一样

支票可以分为现金支票、不记名支票、划线

议由战略规划推进小组组长张冬雪同志主

意自身安全，确保安全生产；2、

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
斯风下矣
取法乎中，

票据退票会带给企业难以弥补的财务损失。

点工作落地推进会在集团职工会堂召开。会

综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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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发票时间

2. 大写金额经涂改的支票是无效支票，
绝对不能接收。

它地方，就不发生签名
盖章的效力，属于不合

1.没有填写出票年月日的支票，最好不

3.支票上大写金额不应当写零，而多写

收。缺少出票年月日的支票是无效支票，出

零的支票，尽可能不要收受。金额位数连续

实际操作中，相关

票人不必负任何的票据责任。如果出票人授

有几个零时，应只写一个零字。比如 50005

人员应注意以下几点：

权收票人代填日期，收票人在收受支票时，

元，应写成“伍万零五元整”，而不能写成“伍

应要求出票人出具“授权书”作为证明，否则

万零零伍元整”。

有可能吃伪造有价证证券的官司。
2.出票年月日改写后，必须在改写处盖
章。如不盖章，这种支票会被银行退票。
二、关于支票金额
金额是支票必须记载的事项之一，也是
票据债务人员担保范围的指标。支票的金额
应以大写数字来书写，以示慎重，并可以防
止遭人涂改。因此，
金额一经填写，就不能改

4.票面金额填写“拾元整”的支票，不可
收受。银行实务对有关支票金额的写法有特
别的要求，10 元应写为
“壹拾元整”。
5.支票上大写金额写“廿”绝对不能接
收。20 元的正确写法是“贰拾元”，如果写成
“廿”，
银行会以退票方式处理。
三、
关于签名盖章

一个人身在企业，他的价值就体现在对企业的奉献
中。因为对企业的热爱，我们内心才会激发出强烈的拼搏
激情，才会产生源源不断的工作动力，才能有迎难而上的
信心和勇气；因为对公司热爱，从上到下才会团结一致，
各单位、部门之间精诚合作为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携手奋
进。那些融合了酸甜苦辣的岁月已经定格成最美的记忆，
在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会感激在天昕的历练，因
为我们从中不仅积累了工作经验，也磨练了心智，这都是
我们一生受益的财富，还在延续扩大。如今天昕集团仍不
断发展与壮大，我们深感幸运能踏实地为公司的繁荣继
续奉献我们的光和热。
爱这个行业就和她他恋爱吧。

技术质量部 刘振强

1.没有签名盖章的
支票不能收。鉴章空白的支票是“不完全票

所盖的印鉴和银行内原有的印鉴相同，而且

据”
，这种票据无法律效力。必须请出票人补

户头内有足够存款，这张支票是安全的，有

盖印鉴方可接收。

的银行不允许重盖，
视为无效支票。
因此，实际工作中，相关人员在收取支

2.出票签名或盖章模糊不清的支票不能

票时一定要认真查看支票，仔细核对支票内

收。
3.图章颠倒的支票是有效的，
可以收受。

容，
以防收取不合格的支票。

4.盖错印章涂销后，再加盖正确印鉴的
支票，
可以收。出票人在盖错的印鉴上打“X”

万盛商贸 马海英

出票人在支票上签名盖章，是负担票据

涂销，这枚印鉴视为没有记载，只要第二次

的，互相扯皮、争斗，只能是两

过了几天，下了几场雨后，空气湿润了，果仁

的宴席来招待它。于是小狗准备了一桌上好

败俱伤，唯有互相配合，团队协

又涨成满满的一巢。这时雄鸟十分后悔地

的排骨，结果小羊一口也吃不下去。

作，方能共同繁荣！

说：
“是我错怪了雌鸟！”

一个完美的团队必备的五个基

观点：老板、同事之间要相互信任，很多幸福

凡事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同事，遇到问

团结的团队就毁于怀疑和猜忌。所以，对同

题的时候多进行一下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

事、
员工要保持信任，
不要让猜疑毁了团队。

角度上想想，这样，你会更好地理解同事、员

完美的团队
一日，锁对钥匙埋怨道：
“我每天辛辛苦

格支票。

一起忧，见证我的成长。

信任、
本要素：
慎重、沟通、换位、快乐

苦为主人看守家门，而主人喜欢的却是你，

一、沟通

总是每天把你带在身边。”而钥匙也不满地

狮子和老虎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

三、慎重

观点：有时候，已之所欲，也勿施于人。

工。

说：
“ 你每天待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多安逸

争，
到了最后，两败俱伤。狮子快要断气的时

啊！我每天跟着主人，日晒雨淋的，多辛苦

候对老虎说：
“ 如果不是你非要抢我的地盘，

凶，越吵越激动，最后一只乌鸦随手捡起一

小猪开始学做蛋糕，但它做出的蛋糕总

啊！”

我们也不会弄成现在这样。”老虎吃惊地说：

样东西向另一只乌鸦打去。那东西击中另一

是不好吃。它问公鸡师傅，公鸡想想，
问它做

一次，钥匙也想过一过锁那种安逸的生活， “我从未想过要抢你的地盘，我一直以为是

只乌鸦后碎裂开来，这时丢东西的乌鸦才发

为了怕浪费，它
蛋糕的原料是什么。小猪说，

于是把自己偷偷藏了起来。主人出门后回

现，自己打出去的东西原来是自己一只尚未

做蛋糕用的全是一些快要坏了的鸡蛋，公鸡

孵化好的蛋。

对小猪说：
“ 记住，只有用好的原料才能做出

家，不见了开锁的钥匙，气急之下，把锁给砸
了，并把锁扔进了垃圾堆里。

你要侵略我！”
观点：相互沟通是维系同事、老板之间

两只乌鸦在树上对骂起来，它们越骂越

五、快乐

的一个关键要素。有什么话不要憋在肚子

观点：遇到事情要冷静对待，尤其是遇

里，多同同事、员工交流，也让同事、员工多

到问题和矛盾时，要保持理智，不可冲动，冲

观点：是的，只有用好的原料才能做出

说：
“锁也砸了，现在留着你还有什么用呢？”

了解自己，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误会和

动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

好的蛋糕，同样地，只有用快乐的心情才能

说完，把钥匙也扔进了垃圾堆里。

矛盾。

糟，
最后受损失的还是整个团队。

构建起幸福的团队。所以，进门之前，
请把在

主人进屋后，找到了那把钥匙，气愤地

好的蛋糕。”

在垃圾堆里相遇的锁和钥匙，不由感叹起

二、信任

四、换位

外面的烦恼通通抛掉，带一张笑脸进来。如

来：
“ 今天我们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都是因

两只鸟在一起生活，雄鸟采集了满满一

小羊请小狗吃饭，它准备了一桌鲜嫩的

果所有的团队都能这样做，那麽这个团队一

为过去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是相互配

巢果仁让雌鸟保存，由于天气干燥，果仁脱

青草，结果小狗勉强吃了两口就再也吃不下

合，而是相互妒忌和猜疑啊！”

水变小，一巢果仁看上去只剩下原来的一

去了。过了几天，小狗请小羊吃饭，小狗想：

半。雄鸟以为是雌鸟偷吃了，就把它啄死了，

我不能像小羊那样小气，我一定要用最丰盛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交通北街 100 号

邮编：061000

电话：0317-5301212

定是最幸福的。
没有完美地个人，
只有完美的团队。

盐山公司 徐志红
网址：http://www.hbtxj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