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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结合辖区监管实际，周密部署，明确重点，制定

方案。建立辖区电动车销售主体台账，确定海淀区水磨西

街、京藏高速沿线等电动车销售主体密集区域为重点检

查区域。二是加大执法力度，增加巡查频次。严格排查经

销的电动车型号，确保市场上销售的电动车均为北京市

场备案许可目录中的产品。三是加大质量监测力度，及时

控制风险。联合质量检测中心对电动车进行质量抽检，现

已抽取新日、阿迪、捷马、宝岛和美丽行等多个品牌电动

自行车 20余辆。四是督促经营主体履行和落实主体责任，
规范经营行为。要求经营者落实进货检查验收和索证索

票制度，对供货商主体资格和经营商品的品牌、品质、来

源的审核、查验。五是充分发挥工商工作站、12315投诉举
报平台的作用。鼓励群众和经营者积极进行投诉举报，强

化社会监督，共同打击假冒

伪劣商品。

工商海淀分局加大打击
假冒伪劣电动车专项检查力度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杰克逊：将军的坚持和强势管理

安德鲁·杰克逊是美国历史上

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总统，也是最后

一位参加过独立战争的总统。杰克

逊一生未曾受过一贯的教育，他自

13 岁起参军，曾是英军的战俘，后成
为美国的战斗英雄。成为总统后，安

德鲁·杰克逊开始强硬推行民主改

革，史称“民主政治”。

目标就是要坚持到底

最高管理者为组织设定目标，

并带领团队坚持不懈地为实现目标

而前进。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组织

的领导者必须满足的条件是：他的

能力和动机必须被团队成员信任，

他的热情和坚持必须能够感染所有

的人。安德鲁·杰克逊就是这样一位

领袖。

出发点明确、决心强烈是管理

者的成事之基础。安德鲁·杰克逊是

一位出生在贫穷木屋中的总统，父

亲在他出生前去世，母亲在他 14 岁
时去世。安德鲁·杰克逊虽没有接受

过很多正规教育，但他学会了阅读，

他 9 岁时就为边境上不识字的人宣
读《独立宣言》，他年幼的心中，早早

埋下了美国式的理想，决心为自由

而战。13岁开始，他自己也终于成
为独立战争的斗士。

有了前进的方向，就一定坚持

到底，自己意志坚定，才能带领众

人。1812年美英战争期间，杰克逊组
建了一支有 2000 多人的志愿军，并
率部从田纳西前往密西西比的纳齐

兹。不料，中途竟然接到命令说要解

散他的队伍。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可

能都会泄气地离去，但杰克逊毕竟

不是常人，他不以为然地说：我们打

仗是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

土地，我们这支志愿军不是为了某

个长官组建的，不能解散。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志愿军真

正领教了杰克逊的“坚硬”———在这

次条件极为艰苦的长途跋涉中，他

不仅始终走在前面，而且说笑着化

解了士兵的疑惑，让军队感觉到这

是一次光荣的进军，从那时起，人们

开始亲切地称他为“老核桃树”，以

象征他的坚韧和顽强。杰克逊坚持

的结果就是———一个有着强大个人

感召力的统帅带领的军队变得团结

勇敢、斗志旺盛，1815年打出了美英
战争中最漂亮也被视为决定性的一

仗，在新奥尔良，以 1:100 的伤亡代
价击倒了 2000 多名英兵，杰克逊成
为民族英雄。

事情就是要高调的做

高调的管理者处理事情的方法

是：一旦目标明确，就大声宣布给所

有人，并勇往直前。

对于安德鲁·杰克逊来说，他认

定的事情，从不低调处理。杰克逊在

婚姻大事上的表现绝对是男人中的

男人。为保护妻子，杰克逊曾在决斗

中杀死了一个他认为侮辱了他妻子

的人，为了捍卫妻子尊严，杰克逊的

手枪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长达 37
年，直到妻子去世。事实证明，这种

为了爱情而敢于亮剑的精神，往往

会带给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

1824 年，田纳西州的民众提名
杰克逊为总统，可能那时的杰克逊

真的不想当选，但是自从安德鲁·杰

克逊认定竞选对手约翰·昆西·亚当

斯以肮脏的手段获选后，他便决心

打败亚当斯。1824年竞选一结束，他
就开始了大动作，他利用自己作为

战时英雄的威望和声誉，在马丁·范

布伦等人的支持下围绕反对亚当斯

的斗争，成立了一个美国历史上前

所未有的全国性政治联合体，最初

自称“杰克逊之友”，后改名“民主共

和党”，最终定名为“民主党”，即现

在美国民主党的前身。

为了赢得与亚当斯的战役，杰

克逊不仅成立了新党，还动员一切

舆论力量抨击亚当斯政府。媒体是

发声的扩音器，支持杰克逊的报纸

一方面尽己所能地为难亚当斯政

府，另一方面深入宣传杰克逊，从

“新奥尔良的英雄”、“人民的候选

人”到“田纳西的农民”，并使千百万

普通人相信，“老核桃树”的事业就

是普通美国人的事业。声势浩大、遍

布各处的“老核桃树”让亚当斯派们

摸不到头脑，等他们反应过来已经

为时晚矣，到处插上的核桃树旗杆，

宣布了杰克逊的胜利。

管理就是要强势进行

能够推进艰难改革的管理者，

都是强势的管理者。太平盛世时，管

理者需要无为而治，组织危难时，管

理者需要挺身而出。

由于觉得与现有内阁政见不

合，杰克逊就职不久便停止了内阁

的定期会议，一切大政方针都不与

内阁阁员商议，而是依靠一批心腹

为自己出谋划策，他同这些人在白

宫的厨房里共餐时就把一切决定

了，因此被人称为“厨房内阁”。杰克

逊十分自信地以“全体人民”的代表

自居，在他任内，他否决了比以往历

届总统加在一起都要多的议案（12
次）。与此同时，他还催促国会通过

他认可的法律，他说：“如果有什么

工作民主党不能做，那么就废除它

吧。”

杰克逊猛烈攻击贵族权利制

度，强势反对银行寡头，他带领的民

主党被看做强力的政治生力军，基

地在西部和南方。杰克逊是反对银

行垄断、反对压榨农民的高利贷资

本的斗士；对于南方人，种植园主杰

克逊是一个永远也不会反对奴隶制

的政界强人。

由于杰克逊诚实、正直，他所做

的事情都是他觉得正确的事情并且

不遗余力，他真心的自认为是人民

的朋友，也在实际行动中证明了代

表人民的诚意，因此，杰克逊随时愿

意让自己的行动接受人民的评判，

并愿意为了坚持信仰不惜牺牲政治

前途。不喜欢杰克逊的人说，他像个

霸道的国王，但是大部分民众，特别

是西部的民众，却十分认可并拥护

他的所作所为，这也正是杰克逊的

权力基础，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底气，

杰克逊才建立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强势的政府。

安德鲁·杰克逊不仅是驰骋沙

场的将军，更是精明的政治家。在他

的领导下，美国“权贵”时代的开始

与结束，民主的历史进程开始建立，

杰克逊式的民主整整影响了美国政

治 30年之久，史学家将 19 世纪 20
年代末到 40 年代中期称为“杰克逊
时代”。

梁隽妤

【向美国总统学习高端管理之四】

姓名：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总统任期：1829年 3月 4日—1837年 3月 4日

政党：民主党

位数：第 7位

届数：第 11届、第 12届

任数：第 7任

出生地：美国南卡罗莱那州

出生日期：1767年 3月 15日

逝世日期：1845年 6月 8日

管理专家

高 扬 授权激励一举两得

所谓授权激励，是指授予当事人更高或更重要的权利，来

激发当事人的潜力，取得更优异的成绩。一般来说，人都有进

取心、成就感。职位越高、权力越大，掌握的资源也越多，也就

越可能做出更优异的成绩。对某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人，可以适

当给予其更高的权利。这样，一旦获得成就感，自然就会投入

更大的热情，调动更多资源做出更优异的成绩。可谓一举两

得。

著名管理学家

寇北辰 别让惯性思维害了你

影响创造性思维的关键因素就是我们的习惯性思维。因

为我们干一件事情，越富创造性，承担的风险就会越大，要改

变以往的习惯性行为也就更多。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很多

特定的时期，如果我们不能打破这种思维定势，那将会陷入更

加危险的境地。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改变，学会灵活应对。所谓

“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应不变”。千万不要让这种不好的习惯

思维，弄丢了我们在职场上的饭票。

专栏作家

史光起 重新定义顾客身份

“顾客至上”是西方营销理论中的一个经营理念，在中国

市场经济初期时被传到了中国，“顾客至上”被我们不知是有

意还是无意地译解为“顾客就是上帝”，这也昭示着买方市场

时代的到来。但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与深入，一般性服务已经普

及，微笑待客、质量担保、售后服务等原来算是“奢求”的服务

已经变成今天企业市场准入的标准门槛后，顾客的“上帝”身

份，似乎就不那么恰当了。

智库

资深品牌营销策划人

苗志坚 电子商务改变市场格局

上半年，原本是服装市场秋冬订货会的黄金时期，但今年

却一泻千里，完全改变了往年火爆的局面。经历 2012年电子
商务的洗礼，几乎所有的代理商、终端商都有一大堆的库存，

对于 2013年的秋冬市场，表现出了极度的迷茫和观望心理，
由此导致了大批的生产企业订货量急剧萎缩。传统媒体打造

品牌，铺渠道，做推广，正在被“互联网营销推广、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物流”的电子商务营销模式所挑战，并有取代之趋势。

2013年 5月 31日，安义县工商
局为江西雄鹰实业集团颁发了《集团

登记证》，这是今年江西省工商局实

行集团委托登记以来，安义县工商局

第一家登记的集团公司，也是县局成

立的第一家规范化的集团公司。

该集团的成立，有助于提升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更好更

快地发展，更是工商部门“以服务促

跨越、以规范促转型”，支持本土经

济发展的又一体现。

江西雄鹰实业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4 年，注册资金 6650 万元，总投
资 7 亿元，占地 450 亩，属南昌市重
点企业，是集铝型材研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2008 年 3 月，该公司开发生产
的“雄鹰牌”隔热型材、隔热门窗通

过了江西省建设厅组织的科学技术

鉴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填补了江

西省铝合金节能型材的空白，并列

为环保节能推广产品。

江西雄鹰实业集团董事长龚兆汉

表示，集团公司成立后，年产值有望突

破 8亿元，税收达到 2000余万元。

为全力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做

优，在集团公司成立过程中，县工商

局给予大力支持，指定专门人员、专

门部门全程为企业提供服务。

事实上，从该公司提出设立集

团之初，局领导就高度重视。安义县

工商局局长曹志国表示，帮助企业

发展、服务地方经济是工商部门应

尽职责，通过加强与企业之间的联

系，提前介入，专人负责，全程跟踪，

高效服务等举措，积极支持公司组

建企业集团，帮助企业解决办理企

业集团登记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和困难。

据了解，安义县工商局为此专

门成立了“雄鹰集团登记服务团”，

为设立江西雄鹰实业集团提供全程

指导服务。

首先，企业到注册局查阅了集

团登记的相关法律法规，并派专人

到省局跟踪学习集团登记办事流

程，将集团登记流程、要点、注意事

项汇编成册。积极与企业沟通，细致

完整地解释了集团登记的整个流

程。同时，跟税务部门沟通，因股权

转让数额较大，商量减免股权变更

税额，减少在股权转让方面的税费

支出，减轻企业财政负担。

然后，企业注册局上门服务，现

场办理股权变更，并根据市局实质

性审查的要求，对十余名涉及股权

转让的股东进行了现场确认，完成

江西雄鹰实业有限公司对 5 家子公
司的控股事宜，现场指导填写集团

设立表格，包括名称核准、设立登

记、章程制定。

5 月 9 日，企业注册局通过远程
核准，传真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及相

关材料至省局，获得企业名称预先核

准通知书，成功迈出了雄鹰集团设立

的第一步。而后，积极与企业沟通，指

导材料准备，遇到困难 24 小时电话
联系，保证设立材料规范完整，不断

与省局联系，将疑点难点解决到位，

确保雄鹰集团的设立依法合法。

最后，陪同企业一起至省局报

审集团设立整套材料，并在最短时

间内通过了审核，领取集团登记证。

在实践中，安义县工商局深刻

领悟到，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要

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

头，必须把支持和帮助企业克服困

难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牢固

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意

识，扎扎实实推进打造南昌核心增

长极活动深入开展。

要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彻底

破除“官本位”意识，牢固树立“企业

第一”思想，从思想上真正把企业当

作服务对象，不断增强为企业服务

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要做“有心”人，办“用心”事，既

要“身入”，更要“心入”，从工商职能

出发，多站在企业的角度考虑问题，

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办企业所

盼，解企业所难，从不同角度、以不

同方式关心企业、爱护企业，真正做

到想服务、会服务、服好务。

要进一步转变职能，提高服务效

率，不断增强为企业服务的本领，变

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坐等服务”

为“上门服务”，变滞后服务为超前服

务，对企业的诉求第一时间处理，对

企业的困难第一时间解决，最大限度

地主动关心支持企业，帮企业渡过难

关，扶企业爬坡过坎，让企业真正感

受到政府部门在为他们服务，切身体

会到关怀与温暖。增强服务企业意

识，改进服务企业态度，既是安义工

商局当前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未来

发展的必然选择。

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易小迪 善良比聪明更重要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小时候十分调皮，十岁时一次

外出恶作剧后，外公没有惩罚他，而是对他说：“杰夫，仅有聪

明是不够的，将来你会知道，做一个善良的人比做一个聪明的

人要困难得多，也重要得多。”贝佐斯说这句话改变了他的一

生，因为他从此下决心做一名善良的人。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

其实就是选择了一个自己应该坚守的道德底线，这在今天这

个唯利是图、世风日下的商业社会里是不容易的。从短期来

看，往往会放弃一些利益，但从长期来看，这种选择会决定一

个人的命运。

管理专家

黄先仁 流程是管理高手的神功秘笈

武功秘笈绝非凭空幻想而来，而是不断观察、思考、实践、

总结的结果。武林人士能从观察飞禽走兽的动作中创造出武

术套路就是最好的例子。鹰爪功、五形拳、螳螂拳堪称典型的

代表。企业设计流程如同创造武术套路。在企业的实践活动

中，员工不断总结管理和生产操作经验，形成最有效的办事程

序，浮现图示化即为流程图，这是企业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总

结，是企业的“武功秘笈”。

龚红卫

———江西省安义县工商局支持成立江西雄鹰集团纪实
品牌理论与管理专家

徐浩然 茅台为何被贴上“腐败”标签

一直以来茅台定位官酒，价格虚高，没有几个老百姓喝得

起茅台，成为一种特权酒。正所谓买茅台的人不喝茅台，喝茅

台的人不买茅台。人们对于腐败的厌恶直接嫁接到茅台品牌

身上，使消费者产生“茅台=腐败”的联想茅台品牌应该重新定
位消费群体，重建白酒消费文化，抛弃高高在上的官本位。在

历史上，喝酒是一件很高雅的情感文化过程，但现在，商业化

生产和畸形的政府采购使得内涵丰厚的白酒品牌只剩下酒

精、塑化剂、广告、造假、虚高和腐败等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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