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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生产方式，相信很多同仁 产品或服务，然后我
都会想起“精益生产”这个词。 们才生产出一大堆存
精，即少而精，不投入多余的生产 货，这会是什么样可
要素，只是在适当的时间生产必要 怕的结果！可见“实
数量的市场急需产品（或下道工序 时”是多么的重要！
急需的产品）。益，即所有经营活 “实时”不但能让顾
动都要有益有效，具有经济性。 客得到适时的满足，

其实，精益生产的方式不仅可 也可使我们产生最少
以运用在生产制程，更可以运用在 的浪费。不要忘了，
其他部门的不同工作。主要表现为 是否“实时”也要以
以下三点： 顾客（包括内、外

第一，是区分有附加价值 部）的立场来衡量。
（value）与没有附加价值（non- 第三，是团队合
value）的制程或动作，并且持续不 作。由于整个环境的
断的删除或简化没有附加价值的制 变化及进步太快，我
程或动作。所谓有没有附加价值是 们光靠一些明星成
以顾客（个人工作的下一站即是你 员、明星产品是不够
的顾客）的角度来认定的！我们一 的，而是要靠整个团
切的收入都是来自于顾客，顾客只 队的紧密配合。身为
愿付我们对其有附加价值的工作， 团队的一份子必须贡
而不理会我们到底投入了多少成 献自己对团队的价
本！所以，要以顾客（包括内部及 值。在麦肯锡的精益
外部顾客）的角度去判定我们的每 生产强调，生产线的
一项工作、每一个动作是否为顾客 改善不只是工程师或生产线主管的
产生附加价值，删除或简化没有附 责任，更重要的是靠作业员一起参
加价值的工作。 与整个生产线的改善，作业员提出

第二，是拉系统，这与丰田式 的意见及问题是有价值的且需要得
的JIT（Just In Time，实时生产） 到应有的重视！这样不仅提升生产
系统是一样的！意思是说，唯有当顾 线人员的参与感、认同感及成就
客有需求时，我们才生产；若顾客没 感，也大大加速改善的效果。同样
有需求，我们就算是用多么高效率的 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部门！每一位
方法，生产出很多的产品也只是库 组织成员都应积极参与部门内的改
存而已，还可能变成报废！在各部 善活动，将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发
门的日常工作也是一样，我们不但 挥出来，不要只是消极应付例行的
不做顾客认为没有价值的工作，更 活动，而要主动积极的贡献所长，
要实时提供顾客之所需，太早或太 创造团队的附加价值。
迟提供产品或服务，都会将产品或 审视精益生产的理念，让我们
服务的价值大打折扣造成浪费。试 脑力激荡、敢于向旧思想说不，用
想，当顾客有需求时，我们无法实 此三项原则来检视自己的日常活
时提供其所想要的产品或服务，顾 动，相信无形中就能提升组织效
客反而从竞争者那儿得到其所需的 能，为顾客提供整个部门的价值！

招聘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必要前提是树立正确的选人观 试，制定好围度后在面试前应做
中的重点和难点工作，是企业 念。首先，不要以刻板印象去 好充分的面试准备。在做准备时
吸引应聘者并从中选拔与录用 选人，尽量真实客观，对公司 尤其要发现简历上的疑点，面试
企业所需人才的过程。招聘工 的情况实话实说，准确地介绍 的时候必须通过提问获得疑点的
作的有效性直接影响着企业形 公司情况及岗位职责。其次， 解答。例如：出现工作空档的真
象的树立以及企业的发展。感 在选人方面，避免“寻找超 正原因；频繁换工作的原因；没
谢公司的信赖，将这么重要的 人”的误区，彼得原理提到： 有学习新技能的原因以及离开公
工作交给我。 “每一个职位最终都将会被一 司的真正原因。要了解真正原因

每一次的招聘都像是一场 个不能胜任其工作的职员所占 就必须做到深问，前一家公司为
冒险，据人力资源管理学家进 据。”刚入职时处于一个不胜 什么不好，在哪些方面不能满足
行的数据分析，如果企业招聘 任状态时才会有较大的进步与 应聘者。深问也有技巧，跟应聘
经过简历筛选→面试→录用环 改善空间，符合70%-80%的岗位 者沟通好实话实说是对公司与应
节，这样的流程下来招录的人 要求可能更合适缺编的岗位。 聘者之间的一个双赢结局，通过
才招聘可信度为38%，如果经过 面试是招聘工作最重要的 实话判断公司是否能满足应聘者
简历筛选→面试→心理测评→ 一个环节，有效的面试在招聘过 的职业发展需求。
背景调查→录用，按正规流程 程中至关重要。在考察应聘者的 面试准备完毕后就是进入
都走完，这样的招聘成功率仍 过程中，软性技能比硬性技能更 结构化面试。面试的第一步面试
仅为66%，由此可见招聘工作并 重要。“硬性技能正如冰山浮在 官应先介绍自己，给应聘者阐述
非外行人想的那么简单，除了需 水上的那部分，而软性技能则是 面试时间的长度，程序及要谈的
要广阔的招聘渠道、规范的招聘 冰山在海平面下那部分”，面试 内容。面试过程可以这样设置，
流程、专业的招聘技巧、一定竞 官需要确定面试的围度去分析应 闲聊式+提问简历上的疑点+收集
争力的薪酬福利体系外，还需要 聘者的软性技能。针对每个岗位 行为表现的例子，约四十分钟，
各用人部门和人资部的充分沟 设定五个围度，每个围度设置三 重点是收集应聘者行为表现的信
通、通力协作。 个问题去考察应聘者的基本素 息。运用修改、重述、跳过、发

招聘工作的有效性体现在 质。要确定一个岗位的围度，应 展的问话技巧系统化地探寻这些
招聘过程中的专业化程度，选 充分了解岗位要求，因此，岗位 问题的答案。对现有问题根据实
人观念的正确以及面试步骤的 围度的设定应遵循“谁招人，谁 际情况进行修改；对应聘者没有
规范化与结构化，避免陷入各 设定”的原则，由用人单位经理 听明白的问题进行重述；跳过令
种导致无效面试的误区。招聘 设立工作标准，同职位的所有人 应聘者局促不安的问题，但要注
人员代表着公司的形象，在招 都应采用同样的围度。有效招聘 意的是对于关键围度，不能跳
聘过程中必须专业，而专业的 的另一个关键体现是结构化面 过，只能换个问法；适当地延伸

问题。在面试过程中，行为表现

的提问必须引出应聘者的STAR回

答法则：情境(situation)、任

务(task)、行动(action)、结果

(result)，便于面试官记录与收

集应聘者与工作相关的具体信息

与能力。

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合适

的。在招聘过程中应以职位与围

度比人，而不是以人比人。避免

寻找自己的影子，把应聘者优缺

点放大的晕轮效应，首因效应与

近因效应等误区，遵循二八原

则，用20%的时间提问，80%的时

间倾听，往往可以提高招聘的有

效性，招聘到合适的人选，降低

人员的流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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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Ｅ公司政策、方针、

目标、愿景、价值、理念：

品质政策：

我们不但要满足客户

的要求，而且要超出客户

的要求！

环境方针：

全员参与、客户满

意、循规守法、节能降

耗、预防污染、持续改

进！

品质目标：

让UE成为优质品牌的

象征！

环境目标：

降低水、电、能源消

耗，提高环境保护意识！

公司愿景：

成为世界最具竞争力

的电源供应商！

核心价值：

思源、聚能、创新、

分享！

经营理念：

以人为本、以客为

尊、以信为德、可持续性

发展！

LED驱动电源：适用

于路灯/隧道灯/面板灯

/筒灯/球炮灯/T8条形灯

等室内室外LED灯具。因

为产品特殊性，对产品寿

命要求特别高。

医疗电源：适用于医

疗设备.

通信电源：适用于通

信设备.

音视频设备电源：适

用于音视频设备.

手机充电器：适用于

手机充电用.

锂电池充电器：适用

于锂电池充电用.

车充：适用于汽车上

手机/MP3等充电用.

USB开 关 电 源 充 电

器：适用于USB接口的手

机/MP3等充电用

公司的主要产品

及用途

生活中，一个好的心态，可 功，潜能才能被激发。你到底是 有两杯水，一杯是苦水，一杯是

以使你乐观豁达；一个好的心 想成功还是一定要成功，要成功 甜水，你愿意先喝哪一杯呢？。

态，可以使你战胜面临的苦难； 就立即采取行动。 9、坚持。挑战人生需要百

一个好的心态，可以使你淡泊名 4、企图心。（即是达成自 折不挠的精神：奋斗，失败，再

利，过上真正快乐的生活。人类 己预期目标的成功意愿。）一个 奋斗，再失败，再奋斗……直至

几千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积极 顶尖的推销员最优秀的素质是要 最终的成功，这就是成功的一般

的心态能帮助我们获取健康、幸 有强烈的成交欲望；一个运动员 规律。成功之花靠奋斗者辛勤劳

福和财富。 最优秀的品质是“永争第一”的 动的汗水去浇灌。奋斗与失败的

1、感恩的心。我们要感谢 欲望。先找强烈的动机，后找方 每一次循环，都将人的认识提高

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老师的教 法。动机比方法更重要，当你一 到一个新的水平和高度，都向成

育之恩，感谢朋友的关怀之情， 定要做好某件事时，你就会发挥 功的目标逼近了一步。　　

感谢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阳 你最大的力量去寻找方法。 10、胸怀。所谓胸怀，就

光、大地、空气，甚至还要感谢 5、热情。热情具有非常大 是一股用尽天下之材、尽天下之

所有使你坚定成就的人——感谢 的感染力，你的热情将感染你的 利的气度，当然，还包括相当程

伤害你的人，是他们使你变得更 朋友和你的家人。没有人愿意跟 度的包容——对异己的包容，对

加的坚强；感谢欺骗你的人，是 一个整天都提不起精神的人打交 陌生的包容，对不如己者的包

他们让你增加了见识；感谢斥责 道，没有哪一个领导愿意提升一 容。只有这样，你才会形成一种

你的人，是他们增长了你的智 个毫无热情的下属。热爱是最好 从广大处觅人生的态度，把生命

慧。我们要以感恩以心来面对每 的老师，疯狂的干自己最想干的 的境界做大，把事业做大。我们

一个人、每一件事，你将活得愈 事，投入100%的热情，把工作当 的心怀应该像大海一样宽广而有

来愈快乐、愈自由！ 成一种娱乐，并享受在其中，这 容，面临大海你的感受？无论遇

2、爱心。内心深处的爱是 样的人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能取得 到多大的挫折和困难，都要处事

你一切行动的源泉。不愿奉献 惊人的成就。 不惊，泰然处之。

的人，缺乏爱心的人，就不太 6、责任心。敢于对自己的 11、平常心。人生不可能

可能得到别人的支持；失去别 生命负100%的责任。 一帆风顺，有成功，也有失

人的支持，离失败就不会太 7、自律。人人崇尚自由， 败；有欢笑，肯定也有痛苦。

远。没有爱心的人，不会有太 然而，自由的代价是自律。自律 如果我们把生活中的这些起起

大的成就。你有多大的爱心， 就是要克制人的劣根性。不能自 落落看得太重，那么生活对于

决定你有多大的成功。 律的人迟早是要失败的。很多人 我们来说永远都不会坦然，永

3、决心。最重要的积极心 成功过，但是昙花一现，根本原 远都没有欢笑。人生应该有所

态，是决心，而不是环境在决定 因就在于他缺乏自我约束。成功 追求，但暂时得不到并不会阻

我们的命运。如果一定要，我们 需要很强的自律能力。 碍日常生活的幸福，因此，拥

一定能够找到方法。决心，表明 8、顽强。在我们追求成功 有一颗平常心，是人生必不可

没有任何借口。改变的力量源自 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许多艰 少的润滑液剂。

于决心，人生就注定于你做出决 难、困苦、挫折与失败。你不打 （人力资源中心/岑益光 

定的那一刻。只有决定一定要成 败它们，它们就会打败你！人生 综合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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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决定一切

花开的时候，我们曾说要一起 们来讲，见到这样纯净的江水尤其
去看大海，去听海潮的声音；我们 觉得稀奇。
要去大草原，骑上骏马奔驰；我们

要去香山，采摘一片最美的枫叶；

我们还要去日本，在樱花绚烂的时

节。随后的九年，我们一路看过很

多风景，无忧无虑且充实。虽然我

们信奉“要么学习，要么旅行，身

体和灵魂应该至少有一个在路

上”。然而这两年工作和学习非常

忙碌，常常把我们的业余时间排的

满满的。此次桂林之行让我们度过  近处山峰间露出远处淡淡的
了一个轻松而惬意的假期，可以总 山峰，再现出更远处隐隐的山峰。
结为：看山、看水、看溶洞，而桂 人们根据山峰的不同形状取了很多
林山青、水秀、洞奇、石美是对所 名字，“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有游客最好的回馈。 桂林山水纯粹是大自然的杰作，我

们将自己的心情融入这美好的山

水，远离城市的喧嚣，放下尘世的

繁杂，快意山水间，忘却得失名

利，让自己的心情美好起来。

桂林山水是轻灵的，古人云

“山如碧玉簪，水如青罗带”，船

行江上简直就是人在画中。桂林山

水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水墨画特质

的，山峰不像是一般的山是连绵

的，而是平地而起断开的，极富层

次感，近处山峰间露出远处淡淡的

山峰，再现出更远处隐隐的山峰，

山峰下漓江欢快地流着，这幅画立

体而生动。

最让我们叹为观止的莫过于银

子岩的奇观了，银子岩旅游景区位

于桂林市荔浦县马岭镇，四周群山

环抱，景区内花香、果香、稻香香

气四溢。山青、水秀、洞奇、石

美，被誉为 “桂林山水之代表”。

银子岩属层楼式溶洞，已开发旅程“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
约2公里，汇集了不同地址年代发育甲桂林”，一路行船漓江的水都是
生长的各种类型的钟乳石。银子岩清澈见底，阳光照射在水面时，由
以雄、奇、幽、美独领风骚，享有 于水的透明度好，江面上幻化出种
“世界岩溶艺术宝库”之美誉。种美妙的水纹，对于久居闹市的我

桂林游记 董事长室 徐玉玲/肖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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