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篇六
““过程过程””和和““结果结果””到底哪个更重要到底哪个更重要？？这这

也是一个困扰我很长时间的问题，聆听完王
建和老师的《企业拿结果战略》直播课程
后，我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所
谓的“苛求过程，释怀结果”，就是我们要在
日常各项工作中，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切
实保证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保质、保量进
行，那样随之而来的结果也不会差强人意，
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即使最终结果不尽如
人意，但是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也会教给我
们很多的东西，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成长。这
样看来，我们就要好好把控过程，养成过程
习惯，形成正向反馈闭环。

结合目前自己的工作来看，对于自身工
作过程的把控，其实从每天的工作日报就可
以体现出来，这样每天的工作日报就显得很
重要了。

记得最开始被要求每日下班前报当日
的工作日报时，我是有一定抵触心理的，觉
得每天干的事情都是正常本职工作，工作日
报没有什么写的东西，很没有必要，而且偶
尔会出现忘记报送的现象。现在看来，真的
不能小看一个小小的工作日报，要想写一份
完整的、有质量的工作日报，真的不简单。
课程里王建和老师展示了他的团队成员每
日报送的日报内容，通过excel表格形式，将
一整天的各项工作都以数字形式量化，重点
完成工作，重点跟进对象都明确标注，未完
成的工作也写清楚了未完成的原因，并且明
确确定自己第二天的工作计划和目标，条条
框框标注清晰，用老师的话说，看他们的日
报其实是一种享受，从他们的日报内容里就
可以看出这个人今天的工作是不是真的尽

了全力，而不是在浑水摸鱼。再返过头来看
看我自己每天报送的工作日报，其实就是日
常工作的简单描述，就像上学时期老师所说
的“流水账”，现在细想，这样“流水账”般的
日报真的没有必要报送，除了是一种文字的
堆砌，还浪费10几分钟的打字时间。

圣人孔子语“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
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其实就是在教导他的弟子，人每天都要对自
己这一天的经历做一个小结，反省自己这一
天当中，有没有表现突出的情形，从而形成
模板经验，在日后类似的事件当中加以运
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没有什么做的
不到位的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件事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如果没
有，是不是需要向别人请教、求助。如果每
一天，我们把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按照这
样的流程进行梳理、反思、整改，形成一个
正向闭环，那每天的收获一定不小。日日为
功，水滴石穿，每天进步一点点，一年下来，
自身的进步也许真的会很惊人！

人总是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完成成长的
蜕变，当你觉得自己在日常工作中总是没有
进步的时候，不妨从自身找找原因，那就从
一篇小小的工作日报开始改变吧，每天在结
束一天工作后，静下心来，好好反思一下这
一整天的工作，做不到真正的“三省吾身”，
也可以想想哪些东西是可以进一步优化改
进的，每天坚持 0.5 个小时，一年下来就是
183 个小时，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
流无以成江海，成长的蜕变也是从一点一滴
的小改进积累起来的，长此以往，“小”日报
也有“大”作用。

“小”日报，“大”作用

综合服务公司 任淑媛

篇五

篇四
结果即目标结果即目标，，目标的达成需要过程的目标的达成需要过程的

支撑，结果与过程一样重要。
定目标：需要确定明确的目标，将目

标量化后分解，细化至年目标、月目标、周
目标甚至日目标。

做计划：围绕目标制定完善的工作计
划，确定执行方案，明确执行流程及标准，
公示制度，明了目标完成与否的奖与罚。

控过程：严格把控过程，每日对过程进
行严格把控，对不足之处进行改进，提升员
工业务能力，养成过程习惯，确保每个工作
过程能够按照计划及流程完美落实。

看结果：通过过程的完成情况对结果
进行深度评估，查找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积累经验，总结规律，查漏补缺。

只要能把过程做的滴水不漏，结果自
然就会水到渠成。

库房管理，说的简单点其实就是管配
件、管人，如何让配件价值最大化，如何让
人员按照制度及流程开展工作，结合公司
培训在工作中提升员工业务能力。

配件的管理，根据库房现状可分为库存
储备配件和铺货配件，库存储备配件按使用
情况又分为新购配件、高频配件、低频配件、
呆滞配件。新购配件经过时间的延续慢慢
归入高频或低频配件，高频配件根据价值按
照月使用量的1-2倍储备，低频配件根据价
值及使用量适当储备，呆滞配件考虑改造使
用或折扣出售处理。尽力把控配件库存，避
免配件积压。铺货配件方面，在保证配件质
量及价格的前提下，扩充铺货商家，扩大铺
货范围，减少库存积压，降低库存成本，规避
配件浪费风险。

配件的采购，根据计划模板数据，合理

计划、按需计划，简单的说和吃饭差不多，少
吃多餐，每顿半饱，不饿就行。

配件的跟踪，跟踪计划配件到库情况，
计划多少、未到库多少、什么时候能到库、到
库符不符要求等，跟踪入库配件出库情况，
入库多少、已出库多少、未出库多少、为什么
不出库、什么时候能出库等，确保计划配件
最大限度出库，提高配件使用率。

人员的管理，要求人员严格按照制
度、章程、流程等开展日常工作，重点把控
配件出入库流程，为后期的库存盘点打好
基础。表彰突出的积极的人物和事迹，分
析典型的错误操作及解决方案，纠正日常
的错误操作，学习高效的办公方法，提升
人员业务能力，培养人才。

计划合理，出入库规范，人员认真负
责，库房管理也不会差在哪。

篇二

篇一

管理者绩效提升的核心内容为管理者绩效提升的核心内容为““定目定目
标、抓过程、拿结果”。目标需要有策略支
撑，不然目标相当于空转，目标空转，比没
目标还可怕，对团队伤害大。因此制定目
标时要做到“二清一抓”，想清楚、讲清楚、
抓重点。

当我们制定目标以后，我们要对目标
进行分解，即加法拆分，策略支撑；乘法拆
解，过程保障。

在业务管理过程中，我们往往忽略了
过程，其实过程与结果并重，因此就要求
我们在管理过程中把控过程、把控结果、
把控人，即苛求过程，释怀结果。量变到

质变过程，在流程保障中通过结果的印证
养成过程习惯。过程习惯两个要素：流
程、制度保障；结果保障，同步个人技能也
有所提升。

流程、制度保障与结果保障两个要素
达成的时候我们便养成了过程习惯，我们
称之为正反馈闭环，当形成正反馈闭环时
会驱使我们努力工作。

抓过程的核心内容为：看数据、挖因
由、补差距、做迭代。结果数据、过程数
据、财务数据是需要我们掌握的基础数
据，当我们掌握了数据后，出现过程好，无
结果现象。那么我们就需要“挖因由”，静

下心来回想无结果的原因，找出问题出在
哪，层层“剥洋葱”，多问自己几个为什
么。当问题的根源与本质找到以后，接下
来就要提升自身技能，扬长补短，寻找可
复制的技能提升自己，最后我们要吸收教
训，总结规律，流程标准化，继续做，改善
做，在实战中应用。

管理者管理力重要的体现“三个检
查”即检查过程、检查技能、检查心
态，因此我们在梳理转化过程中要将颗
粒度，细节度做到极致，总而言之目标
刻在钢板上，计划写在沙滩上，全力以
赴，目标必达。

认真观看认真观看完王建和老师的培训视频
后，我从中深深体会到了自身的不足，在
自身岗位管理过程中，许多问题被忽略从
而导致部分管理工作不畅，很多布置下达
的任务不能“落地”，从而产生“执行力”差
的问题；本次学习后，许多疑难问题得到
解答，个人认为目前导致管理工作阻滞的
情况有以下几方面：

一、管理过程中往往忽略过程，总是
重视结果

本次学习后发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
于任务本身细节方面的不够明确，任务本
身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能及时解决，
从而拖慢工作本身进程，对于下达任务后
关注周期跨度及时间较长，从而导致恶性
循环，任务失败或者工作质量不高，一系
列的过程将会直接导致最后的结果；正如
王建和老师在培训学习视频中的阐述，印
证了管理过程上述的所有推论：“管理需
要把控过程、把控结果、把控人”；作为管
理者而言，所处位置比普通员工要高，这
就意味着你必须看得比他们更长远。所
以，在考虑问题时，就必须面面俱到，避免
因过于单一而造成相应的损失。但是，作
为一个管理者，他的主要职责是“管人和
理事”，他不是具体工作的执行者，而且也
不可能有精力对经手的每一件事情都进
行周全的考虑。这就要求在为下属交代
任务时，对他们提出相应的要求，下属完

成之后，你需要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因
为你要对结果负责。俗话说“万丈高楼平
地起”，只注重最后的结果往往只可能是
空中楼阁，徒有其形，没有其表。

二、抓过程，养成过程习惯，从量变到
质变

作为一个管理者，我们要做到“苛求
过程，释怀结果”，将工作任务比作大树，
树木成长的因素很多，需要良好的土壤、
适宜的环境、定时的松土、浇水、施肥等
等，这是一个缓慢而坚持的过程，但在你
用心的打理呵护下，最终会长成参天大
树，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
期间缺少部分环节，结局定会不同；如果
把成长比作过程，那么定时的养护就是流
程，良好的土壤、适宜的环境、定时的松
土、浇水、施肥就好比制度保障，三项缺一
不可，相辅相成。

三、一切都以结果为导向，过程决定
结果

管理者在任务中承担了结果好坏的
责任，需要确定目标、制定计划、组织实
施。在任务实施期间，为了保证实现预期
结果/效果，管理者必须对下属的实施过
程进行指导和监督，当出现问题时，管理
者应尽快协调解决，不得随意降低目标及
相应标准，以确保任务能够在预期的时间
内达到预期的结果；以“日”为时间节点，
将开展工作进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

跟进解决，才能促进工作进程的效率以及
完成质量的把控。

四、技能提升方面
工作开展的质量，主要在于所辖员工

的积极性，对于不同类型的员工，要有不
同的管理手段，管理过程中需了解每个人
性格、能力，对于高意愿低能力的员工来
说，更需要明确的指令和管理者对过程的
监督，才能得出良好的工作结果（此类员
工性格为说的很好，做的很少），对于高意
愿高能力的员工来说，要结果就行了；实
施过程中要“公平公正 统一标准”，任务协
作时应该合理搭配人员，补足人员间相互
差距，奖罚有度，对于工作完成度高的员
工进行公开表扬，对于工作完成度较低的
员工应该私下批评，找到人员差距原因，
利用培训等方式弥补人员技能差距。

综上所述，想要做为一个合格的管理
者，应该清楚自己的职责，清楚下属的能
力，用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情，及时了解
员工动态，多观察，多了解，布置任务工作
时明确内容，细节决定成败；为了保障工
作顺利开展，管理团队时应该统一思想认
知，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以结果
为导向，以过程为重点，勤参与、多监督，
第一时间解决遇到问题，以贯彻执行力为
首要因素，让工作任务“落地”才是一名合
格的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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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专 题

“管理者绩效提升”
心得体会系列自习室 宣讲

综合服务公司 李忠

近日有幸学习了王建和老师近日有幸学习了王建和老师讲解的讲解的关
于《管理者绩效提升的五步闭环》视频课
程。对我启发较大的就是目标线及写日报
这两点内容，以下是我的学习心得：

王老师首先讲了目标线。目标是一切
行动的原动力。很多人都会制定目标，有
一部分人能够达成目标，但还有一部分人
常常不能达成，这是因为每个人对目标的
期望强度不同，一个人对目标的期望程度
越大，成功的概率就会越大。例如：2021年
综合服务公司整体目标是考核成绩要在公
交总公司排名第一，为了实现这一愿景，公
司领导在会议中多次强调，最终在全体人
员共同努力下实现了公司既定目标。如果
当初大家对这一目标没有那么强烈的愿
望，也许就不会取得这样好的成绩。

作为个人同样应该制定工作目标，且
工作目标要根据本岗位的职责去制定。目
前公司各类文件草拟类工作由我负责，在
拟写过程中我发现自身写作水平还需进一
步提升，那如何去提升就是我下一步努力
的目标与方向。接下来，我会多去阅读写
作方面的书籍、多写一些公司方面的宣传
稿件，多去看其他写作能力好的同事所写
的文件内容，取长补短，以此来不断提升自
身写作水平。

其次，王老师还提到了写日报的重要
性。记得第一次写日报大概是2018年，公
司要求每一位行政人员写日报。第一次写
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写，也不知道该写什
么，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意识到写日报的重
要性，后来公司内部组建了日报共享群，
大家将写好的上报统一发到群里相互学
习、共同分享，同时还能起到监督作用，
监督大家明日的工作计划按时完成。通过
学习，自己的日报内容更加丰富了而不是
简单的三言两语。同时对写日报有了全新
的认识。

对我个人而言，目前写日报已成为我每
日工作完结的最后一道程序，甚至在每天
睡前都要看一眼日报上传了没有。写日报
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收获的过程，可以清晰
一天的工作内容并加以反思，同时在月底
工作总结时，日报中的工作总结、工作计划
以及未完成的事项可以一目了然。通过近
四年的积累，写日报对我写作能力的提升
也起到一定作用。

“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把平
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希望大家可
以将“定目标、写日报”这些简单而又平凡
的事情一直持续下去，并将它做好，坚持到
最后一定会有收获。

综合服务公司 王静

综合服务公司 钱宇

篇三
通过学习通过学习““管理者绩效提升的管理者绩效提升的 55 步闭步闭

环”让我更加明确了在以后的工作中该如
何去做，在工作中该怎么去避免一些不必
要的错误。

定目标：目标是一切工作的龙头，一
切没有目标的工作都是盲目的工作。而
作为一个基层管理者如果在工作中没有
一个明确的目标就会导致所辖人员的盲
目工作，最终就会偏离领导、甚至是公司
的中心思想。所以在工作中必须为自己
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在定目标的同时须根
据自身以及工作的实际情况设立一个切
实可行的目标。当我们有了目标以后在

日常管理工作中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追过程：当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以后

就是如何去达到、实现目标，也就是所说的
过程。追过程不仅仅是简单的为了去达到
目标而使用的一切手段，而是解决在目标执
行过程中的困难，让其一直处于工作的正常
轨道上。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注重细节，只有
细节落实到位，并且按时保质的完成目标，
也就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结果。

拿结果：就是当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
目标后，在我们一步一步的实现目标后就
达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当我们在一步
步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有偏离目标的情况

时，能够及时发现并进行调整。从而达到
我们想要的结果。也正如我们企业文化
中所讲的“过程与结果并重”。

作为一个基层管理者，目标明确是一
个最重要和最起码的前提，在管理的过程
中，要苛求以结果为导向的过程，只有苛
求过程才能更加有把握地得到好的结果，
假如结果不太好，那也应该保持好心态，
要释怀，而不是耿耿于怀。也就是所说的

“苛求过程，释怀结果”。
最后我们通过“定目标、追过程、拿结

果”来提升工作效率，从而让目标达成从
不确定到确定，从不可能到可能。

综合服务公司 祁宇

综合服务公司 王喜勇

影响公交驾驶员情绪的主要因素:

一、交通环境:道路状况、交通行为

二、工作环境:岗位特性、企业管理、驾乘关系、人际关系

三、家庭环境:家庭关系、亲子关系

四、心理因素:侥幸心理、赌气心理、恐慌心理和自我表现心

理、注意力不集中。

公交驾驶员如何对自己的情绪进行管理？

一、心理暗示法

二、自我压力释放

三、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

四、要学会闭口倾听

五、多从对方角度换位思考

六、掌握自我息怒技巧

知
识
百
科

公交驾驶员情绪管理的
重要性及如何进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