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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

乔治·华盛顿被尊称为美国国父，

他是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

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无党派总统。他

是美国的国家象征之一，他的肖像被印

在一美元钞票上，他的浮雕伫立在总统

山，他的名字是美国的首都，他的管理

方式和治国理念至今仍影响着美国和

世界。

慢决策：
给决策第二次讨论的机会

华盛顿有个特点，就是遇事不着

急，天大的事情压下来，他也从来都是

慢条斯理的琢磨对策，很少有紧张情

绪。一般来说，没有杰出才能和超高智

商的管理者比较适合这种管理方式，同

时，谨思慎行也是具有大智慧的稳健管

理者乐于并善于运用的管理方式。

华盛顿管理美国时，从来都不做

快速的决定，他的“慢决策”习惯，对于

他自己的成功和美国 200多年的发展
都产生了重要的意义。美国建国之初，

杰弗逊曾问华盛顿，“为什么国会要成

立一个第二议院———参议院？”华盛顿

反问：“为什么你把咖啡倒进碟子里？”

杰弗逊答：“使它凉下来。”“同样，我们

把立法倒入参议院的碟子里，让它凉

下来。”这正是慢决策的精妙所在，给

决策一个第二次讨论的机会，就是给

管理者一个减少犯错的机会。作为管

理者，要拥有一颗热乎乎的心，但是却

不能顶着一颗发热的脑袋，时间可以

冷却热血沸腾的头脑，可以磨去急功

近利之人的耐性，也可以让某些问题

自行暴露出来。

“他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征，也许是

审慎。他从不在仔细权衡每一个情况、

每一个考虑之前贸然行动；只要有一

丝疑问，他便按兵不动。然而一旦做出

决定，不管阻力有多大，他一定要实现

目标。”拍板之前可以慢慢梳理，一旦决

定，必将坚持到底，拖拖拉拉的决策过

程，恰好为雷厉风行的执行工作提供

了充分的条件。华盛顿这种决策习惯

为世界开创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自由

国度，让美国以如此年轻的身份成为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际组织成为可能。

华盛顿去世的时候是全美国最富

有的人之一，他没有直系亲属继承他

的遗产，他自己没有孩子，他与妻子的

两个孩子都已经过世。但华盛顿的确

有很多非直系的后代。他处理他的遗

产的方式，是把他所有的财产平分成

了 23份，给了这些后代。他的庄园，也
分成了 5份。“如果说遗嘱对奴隶问题
处理是他对自由的看法的话，那么对

于财产的均分，则是他对于机会平等

的一种宣言。”

少干预：
对组织规则的尊重

组织运行需要制定共同的规则，所

有人都认同并且遵守，否则各行其是，

管理就会陷入混乱。华盛顿曾说：我对

于我们自己内部的倾轧，比对敌人在算

计我们时，还觉得可怕。为了避免组织

由内部开始腐坏，科学的管理制度必不

可少。

成为总统之后，华盛顿的行政管理

开始了：首先，他网罗人才，组织内阁，

使各集团意见在政府中都有反映；然

后，建立国家银行以巩固国家信用，稳

定货币，活跃国民经济；第三，改善同英

国的关系，与印第安人签订友好条约，

保证国家和平；最重要的，与担任总统

同步，华盛顿生效了《美利坚合众国宪

法》。根据这部宪法，美国成为一个由各

个拥有主权的州所组成的联邦国家，同

时也有一个联邦政府来为联邦的运作

而服务。该部宪法为庞大的美国组织提

供了最基本的认同，成为维系美国管理

的保障性规则。

作为美国最有权势的人，华盛顿从

不干预政策的执行，要说干预，他只做

了两件事：创立总统否决制度和总统连

任不得超过两届的制度。华盛顿认为，

人性的弱点就是有可能犯错，而制度的

优点就是最大程度地避免犯错，让制度

发挥作用，是华盛顿最经常做的事，平

稳的移交权力，体现他对组织规则深深

的尊重。

作为绝无仅有的一位全票当选的

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对权利的淡漠、

对公平的坚持、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以

及对法律的尊重和维护将他的历史地

位推到后继者无法企及的高度。

华盛顿的管理：让决策“凉下来”
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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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总统任期：1789年 04月 30日—1793年 03月 04日

1793年 03月 04日—1797年 03月 04日

政党：无

位数：第 1位

届数：第 1届、第 2届

任数：第 1任

出生地：弗吉尼亚州

出生日期：1732年 2 月 22日

逝世日期：1799年 12月 14日

毕业院校：威廉玛丽学院

济南综合保税区由济南出口加

工区转型升级而成，为全国第 21个、
山东第 2个综合保税区。

据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张端

武介绍：按照总体规划，济南综合保税

区规划面积扩展为 15平方公里，其中

近 10平方公里为配套区，保税区将引
进半导体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

和新能源及现代物流项目，确保按时

实现封关验收，力争到 2017 年，每年
各项经济指标增速 50%以上，打造成
辐射山东省中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

展示范区、国际高端产业聚集区，跻身

全国同类园区前十强。

济南综合保税区：五大产业撬动千亿资金
李斌

目前，济南中外运保税仓储物流、

山东远洋祥丰物流、济南易安达国际

货运代理等十几家物流企业成为支撑

起保税物流的主力军，进口自用设备

及维修零部件免税、国外货物入区保

税、国内货物入区退税和国内企业不

征增值税等优惠政策推动这些企业的

快速发展。在格局方面，除了原来济南

内陆港与青岛港口的相连作为基础之

外，山东遥墙国际机场和济南火车东

站也将加入联动，将空港功能延伸到

保税区，实现了货物的快速通关。

此外，奥特莱斯也将入驻综合保

税区，通过交易中心的形式与济南市民

见面。在保税物流的实惠政策下，济南

市民也将以最优惠的价格买到国外产

品。“以外地的经验判断，像橄榄油、葡

萄酒、奶粉、糖果等，可能都会比较受欢

迎。”有业内人士表示，济南综合保税区

交易中心将会给济南及周边消费者带

来更多的国际化购物选择，让大家不出

国门就能买到世界各地的商品。

据有关部门预测，5.22 平方公里
的济南综合保税区，将带动周边数十

平方公里的发展，再蔓延带活更大半

径的上下游配套企业，带动区外十倍

于区内数量的企业发展，形成整个产

业发展的“放大器”。

“下一步，工作重点放在招商引资

上”。张端武披露，目前入驻企业已达 80
多家，外资企业有 10家左右。园区将重
点吸引五大产业，形成年收入 500亿元
产业规模的光机电产业。具体为 100亿
元规模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中国药

谷”，300亿元规模的国际服务外包基
地，100亿元规模的国际物流产业链。
同时，将在园区周边规划建设国际化高

端住宅、国际学校等服务产业。

随着园区建设的快马加鞭, 更多
人将目光投向了这片经济热土。

今年上半年 ,保税区签约 16个项
目 ,总投资超过了 100 亿元 ,投资强度
达到每亩 550万元 ,全部达产后 ,年销

售收入可突破 500亿元。其中,OGS项
目下半年启动二期建设 , 再投资 8亿
元 ,形成 30亿元的年产能。投资 1亿
美元的高端集成电路测试封装生产

线即将完成厂房建设 , 下半年开始设

位于济南综合保税区的山东兴

和进出口 (集团 )有限公司去年击败众
多对手,独家拿到了 2012年伦敦奥运
陶瓷杯的订单。自 2012年 8月 18日 ,
这家公司斥资亿元在保税区建设的

产业园区投入使用后, 陶瓷产能大大
提升,预计今年将出口陶瓷杯 1400万
只。公司负责人告诉笔者，济南综合

保税区确实是一个理想的发展平台。

“进入综合保税区 , 所有进口自用机
器、设备都可免税。此外 ,保税区内用
的生产原料等也可享受税收优惠 ,为
企业省了不少成本。”

综合保税区是集保税加工、保

税物流、金融服务、进出口贸易、国

际中转等功能于一体的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依照国家有关出口退税规

定，出口加工区升级为综合保税区

后，对入区企业最直接的影响是可

以减少其运输、储存成本，在开放层

次、政策优惠、产业政策方面可得到

更多实惠。

依照国家有关出口退税规定，国

内货物入区视同出口享受退税。在综

合保税区域内，还能开展口岸作业业

务。海关、商检等部门在园区内查验

货物后，可在任何口岸 (海港或空港 )

转关出口，无须再开箱查验。综合保

税区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物

流园区三者与口岸功能集于一身，实

现“功能整合、政策叠加”目标。

在园区内，离生产车间不足一公

里就可到达保税仓库，货物的封存、

验收等程序施行起来非常方便，生产

加工和保税仓储有的甚至只有一墙

之隔，根本就是一体化作业。而对于

园区内的纺织企业来说，实惠还来自

于原材料的进口。随着如意、岱银、宏

业等企业的入驻，保税区对于棉花的

需求量越来越大，通过大宗货物交易

平台，这些企业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

拿到来自美国、乌兹别克斯坦、澳大

利亚等国家的棉花原材料，并不受国

内配额限制。

笔者看到，就连国内行业“老大”

魏桥集团公司，每天一早也派几辆大

货车停在门口，等待国外棉花的出

关。业内人士称它为“一日游”，但“一

日游”不是白游，企业在办理出口转

内销、出口退税等业务时，除了能更

快地享受出口退税，加速资金周转

外，更重要的是能大幅降低物流成

本，这也正是保税物流中心对济南及

周边外向型企业带来的最大好处。

优惠政策带来实在利益

渐成外向型经济核心引擎

备安装；总投资 5亿美元的如意集团
纺纱项目 ,总投资 15亿元的奥特莱斯
项目已经签约入区,年内将开工建设。

7月 11日, 山东华芯富创大尺寸
OGS触控屏生产线在济南综合保税区
华芯集成电路产业园上线投产,这是我
国第一条专门制造大尺寸 OGS触控屏
的生产线。其采用国际先进 OGS工艺,
产品最大可达 27英寸。预计未来 5年
可带动济南年产值 100亿元产业链。

目前,济南综合保税区已累计引进
80余家企业, 这些项目既有传统的棉
纺、服装加工等产业,更多的是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环保节能、航空零配件、

先进装备制造、商业金融服务业等战

略新兴产业。今年上半年 ,保税区实现
出口创汇 4.2亿美元,完成 51.85%,实现
保税物流进出口总额 3.78亿美元,实现
进出区总额 7.56亿美元。

大批企业的入驻为综合保税区带

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2012年，济南综
合保税区实现主营业务总收入 130亿
元，同比增长 276.77%；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28.5亿元，增加值

4.02亿元，利税 1.99亿元；限额以上贸
易企业业务收入 100.22亿元；重点服
务业主营业务收入 2.20亿元；出口创
汇 6.1亿美元；服务业企业利税 3.68亿
元，固定资产投资 33.8亿元，保税物流
进出口总额 5.1亿美元，进出区总额
10.53亿美元，各项经济指标均实现了
稳步有效增长。

目前 , 济南综合保税区紧紧围绕
“建设成为济南外向型经济的示范区、

山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大基地”

的发展目标, 全面提升综合竞争力、创
新驱动力和辐射带动力。

仅今年上半年，济南综合保税区

便实现保税物流进出口总额 3.78亿美
元，进出区总额 7.56亿美元。作为刚刚
加入“国家队”的新军，已经充分展示了

自身的发展潜力。济南综合保税区管

委会 (筹 )常务副主任张端武曾这样评
价综保区建设：依托济南的区位优势，

突出国家示范区的创新优势，凭借保

税物流的特色服务，将全力打造山东

中西部地区自由贸易“特区”，建设成为

开放型经济新引擎。

带动数十平方公里周边发展

财经书评人

邱恒明 偶然性是商业社会之神奇

1998年 9月，谷歌正式成立。发展过程中，谷歌小子又动
过出售公司的念头，曾想作价 10亿美元卖给微软公司，又一
次交易不成。当时比尔·盖茨有些恼怒地回应：这两个小子是

不是想赚钱想发疯了！谁也没想到，谷歌此后的发展是：市值

很快突破 1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远远地把微软甩在了
身后。商业巨头们起步之初，绝大多数都没想过能改变历史。

上世纪 60年代最知名的科技创业家、传奇华裔企业家王安回
忆说：“我们在 20世纪 40年代末研究计算机时，都拥有那个
时代所赋予的使命感和创造力，但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没有意

识到其实自己正在创造历史。”偶然性是商业社会之神奇，宇

宙之神奇。

企业战略专家

宋新宇 抓住“汇报”的机会

“布置工作”是上级让下级了解他的想法的机会，“汇报工

作”则是下级让上级了解情况和了解自己的机会。作为管理

者，如果我们学会了“正确汇报”，那么我们就找到了在企业里

生存的法宝。在创业之前我做过十年左右的底层、中层和高层

经理，我相信“汇报”是我们作为下级管理者最好的解决问题

的机会，是得到我们想要资源的机会，也是我们学习成长最好

的机会。相信很多“过来人”都能印证我的这句话：如果我们掌

握了“正确汇报”的做法，汇报会给我们个人带来一次次晋升

的机会。但如果我们不会汇报工作，我们可能就是企业里最容

易被误解和委屈的人。

企业管理者

蒋锡培 传统产业要与现代互联网相结合

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是互相关联的，传统产业在互联网

的支撑下，才会有更迅猛的发展和未来；传统产业如果还是延

续老路，将很难生存和发展。传统企业被新的公司替代有很多

的原因：首先是新公司制度更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竞争环境，

第二是新公司制度更容易被 80、90后年轻人接受和适应，第
三是新公司更容易应用新的技术，商业模式也更优秀。另外，

还有管理相对传统企业更加到位等，所有这些因素都支持新

公司更容易创新。

品牌战略与营销广告专家

翁向东 差异化定位没有你想象那么难

谁都知道差异化是营销和品牌的灵魂，没有差异化的营

销一般都是失败的营销。但绝大多数中国企业都在搞同质化

竞争，甚至很多企业说由于自己没有领先技术，所以也无法差

异化。其实，营销卖的不是实体价值，而是感知价值，只要能让

消费者对产品和品牌的感知价值产生变化，就实现了差异化。

THINKPAD手提电脑黑金刚的造型、红点点是一个独特的符
号，是品牌的基因，提升了消费者对品牌的情感认同，其实也

是非常有价值的差异化。即连外观和符号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差异化，可见很多企业觉得找不到品牌的差异化，是因为我们

没有开窍，没有扩展差异化的丰维度。

企业管理专家

王荣增 执行力等于意愿乘以技能

管理者应该懂得在“尊重”和“激励”上下功夫，了解员工

的需求，然后满足他，员工无非三个需要：一、收入；二、成长；

三、工作氛围。企业只有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才能激起员工对

企业和工作的认同，激发起他们的自律意识、自觉性、自愿性，

实现公司的轻松管理。最有效的管理不是强制性的，而是激发

员工个人在内的自律意识，促进被管理者的自我管理。员工的

自我管理增强了就可以大大提高管理的效率。如果处处从员

工利益出发，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给他们提供发展自己的机

会，给他们以尊重，营造愉快的工作氛围。做到了这些，员工自

然就和公司融为一体了，也就达到了员工自我管理的目的，提

升员工的责任心、做好事的意愿。

中商国际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

杨思卓 能量决定领导力

在一个组织里，领导者的能量低于被领导者能量的总和，

就会产生涣散；等于被领导者能量的总和，就会产生抵制；而

当公式变成“略高于”，就会产生嫉妒；“甚高于”则会产生敬

佩；领导者的能量到了被领导者能量无法企及的地步，才会形

成追随。每个人都会倾向于放大自己的能量。本来自己是十万

级能量的人，他会认为自己有百万级的能量。这也是为什么有

些领导者根本管不住下属，因为被领导者并不觉得自己与领

导者有多大的差距，甚至他们还会想：“你凭什么领导我，我还

想领导你呢！”所以，领导者必须要不停地超越，不断地拉开自

己与下属之间的距离。如果只是超越下属一点点，领导者得到

的一定不会是服从，而是嫉妒。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项保华 多方博弈易陷困局

索罗斯认为，正因为参与者和事件互相影响，才形成了个

人偏好及经济泡沫的自我强化机制，导致了整个经济体系的

内在波动性。当决策问题涉及多方互动时，决策者需要对其他

相关决策者的意图与行为进行正确的预测，有时做到这一点

非常不容易：决策者有时以为自己是超人，而其他各方相对低

能，结果就会在无意中导致盲目冒进；人际互动可能引发即时

的情绪反应，并导致令人事后追悔的决策；等等。当涉及多方

博弈时，人们易陷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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