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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工作感悟

“
妄议”的错误和危害

假如我是一名店长
■泰山新合作配送中心
几日来， 通过对公司所有门店的观摩
和督导， 我深刻体会到了店长对门店经营
发展的重要性。 假如我是一名店长， 我会
怎样做呢？ 因为没有店长的经历， 诸种想
法可能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请同行们批评
指正。
假如我是一名店长， 首先我会遵守公
司的各项规章制度， 组织实施公司统一安
排的各项工作，与公司保持高度一致。其次
我要努力学习店长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
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官”。一名优秀的“指
挥官”就要实现人、财、物的合理调配，尤其
“人”是门店经营之本，店长就是门店的“人
力资源”部，店长要了解每位员工的特长及
优缺点，充分挖掘其能力，调动其积极性，
做到人尽其才。 我会努力完善门店团队建
设，培养自已的得力助手，集团队之智慧，
完成公司下达的各项经营指标。
假如我是一名店长， 我要充分了解门
店所在的商圈，时刻关注商圈内的消费者，
了解他们的收入、爱好、消费习惯等，以确

阴燕

定我店的主力消费群及其所需， 选择更加
适销对路的商品。 我也会时刻关注商圈内
竞争对手，关注他们的商品组合、促销活动
及敏感商品的价格， 以确保我店在当地市
场的竞争优势。
假如我是一名店长，除了员工是我“战
斗”的法宝外，商品分工明确是也提高销售
的法宝。我会将公司下达的销售、毛利指标
合理分配于不同品类的商品， 绝不是年度
任务、月季计划的平均，也不是所有品类的
平均。不同品类分工不同， 承担不同的任
务指标， 如民生类商品承担的销售额任务
要多些， 百货类商品承担的毛利额任务要
多些，让不同商品在不同的月份唱“主角”，
有了明确目标，才能有的放矢。时刻关注目
标的完成情况，随时与团队商讨应对措施，
确保完成率。
假如我是一名店长， 我要让每位员工
知道缺货对门店销售是致命伤， 所以我会
关注补货及收货， 让主管成为缺货的第一
责任人， 让录入员提供指导科学补货的相

关数据， 由主管负责根据相关数据明确补
货品种及数量，减少缺货率。让收货员成为
商品验收第一责任人，把好进货关，杜绝不
合格商品进场。关注商品动销率，加大对问
题商品的排查力度，及时与采购部沟通，处
理问题商品。 保持门店库存合理， 加快周
转，减少资金占用。
假如我是一名店长， 我要让每位员工
明白，自已的收入与商品的销售有关，商品
销售的多少是个人能力的体现。 按品类应
该完成的指标对理货员实行绩效考核，我
会要求理货员在坚持陈列原则基础上，按
小分类陈列并做好关联性陈列， 好的陈列
除了让商品自已推销自已外， 还能让消费
者更快捷的找到自已所需要的， 从而提升
销售。
假如我是一名店长， 我要将泰山新合
作做为品牌推扩，做好当地客情，客情包括
对提高门店的便民服务项目， 加强与当地
各政府职能部门的沟通等， 提高门店的聚
客能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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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顾客之所想

急顾客之所急

——
—记河南新合作丰庆店客服中心
■河南新合作丰庆店 郭秀英

河南新合作丰庆店地处省会郑州市金
水区丰庆路与银河路交汇处，交通便利，是
一家集生鲜、食品、洗化、针织、家用百货、
美食、精品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卖场，经营面
积 1.3 万平方米，拥有会员 3.5 万人。 新合
作丰庆店有一个角落， 它对内协助着各部
门的工作， 对外把顾客和商家紧紧地连在
一起，为顾客解惑答疑，耐心服务，及时地
解除顾客的后顾之忧，这就是客服中心。客
服中心始终秉承“诚信、服务、高效、创新”
的企业精神， 为顾客提供市话三分钟、充
气、开水、寄存、包装商品、广播寻人、失物
招领、 急救药箱等众多人性化免费服务以
及拉卡拉便民缴费、雷锋轮椅等便民项目。
时间伴随着早上开店前的准备、 播放
迎宾曲、开店后的开具发票、办理退换货、
巡视寄包柜有无异常、为顾客指引道路、解
答疑惑、 到闭店后的结账、 清柜而悄悄流
逝， 忙碌而又繁琐的工作就这样一天又一
天，一年又一年的重复着，转眼间客服中心
服务于顾客已三个春秋，其中的酸、甜、苦、
辣、咸只有我们客服人员自己最清楚。
当看到丢失寄存小票的顾客焦虑不安

感亲切，有的微笑甜美、活泼热情，有的沉
地来到客服中心， 我们用备用钥匙打开柜
门顾客露出满意的微笑时； 当看到泪流满
着稳重， 做事一丝不苟， 大家脾气有急有
面的孩子跑到服务中心寻找妈妈， 我们快
慢，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速地通过广播服务及时找到大人， 看着母
随着电子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 客服
子相拥团聚时； 当看到顾客拿着小票满脸
工作也会不断地更新变化， 客服中心会一
如既往、共同努力，更加全面地服务于顾客
疑惑，经过我们客服人员耐心解释原因，顾
朋友。相信通过我们的优质服务，一定会吸
客恍然大悟连声道谢时， 我们就会感到一
种服务他人快乐自己的满足感， 就有一种
引更多的顾客走进新合作超市， 成为新合
自我价值得到体现的自豪感。 但也有遇到
作忠实的会员。 我们相信新合作的明天会
刁蛮的客户前来因人为因素客服无法办理
更美好！ 河南新合作公司会越来越强大！
退换货， 大声斥责我们来
宣泄不满无理取闹的时
T 图片欣赏
候， 我们曾气愤过， 委屈
过，甚至流泪过，但我们会
把委屈强压在心底， 在心
中默念我是一名客服人
员， 我的一言一行代表着
公司的形象， 我们会控制
住自己的情绪， 耐心给顾
客讲明公司的相关规定，
尽最大可能满足顾客的一
些需求。
我们深知， 一滴水的
力量微乎其微， 它只有汇
入江河才能滋润万物，个
人只有归属团队才能体现
其工作价值， 我们客服中
心就是一个配合紧密、相
互协作的现代版西游记高
效管理团队， 紧抱目标不
放松， 想尽一切办法保质
保量完成公司下达任务。
我觉得王主管就是执著取
经的唐僧， 而我们四个成
秋光（新合作瑞通公司 尹爱滨摄）
员有的头脑灵活、 说话倍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
确把“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
集中统一”作为违纪行为。 对此，绝
大多数党员干部是拥护赞成的，但
也不乏其他声音。 有人认为这是“闭
塞言路”，有人认为这是“压制言论
自由”，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否定党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损害党内民主”。 这些观点颇能迷惑
一些不明就里的人， 但实际上存在
明显的偏颇和漏洞，是错误的。 我们
要正本清源、明辨是非，认清这些观
点的错误和危害。
这些观点错误的原因在于没有
认识到“妄议”之错误所在。 其一，以
妄议取代批评意见。 批评和自我批
评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和
解决党内矛盾的基本方法， 与之相
伴的是治病救人的原则， 亦即批评
是建 设 性的 。 而 妄 议 则 是 破 坏 性
的、 不负责任的， 甚至是别有用心
的， 是动机不纯、 方法不当的批
评， 而不是追求真理、 惩前毖后的
批评， 更谈不上自我批评。 其二，
以妄议偷换言论自由。 宪法规定公
民有言论、 出版、 集会等自由， 但
任何自由都应以遵守法律为前提。
党纪严于国法， 党员领导干部更不
能放纵自己的“言论自由”。 对中央
大政方针的批评和建议， 有正当的
表达渠道和表达方式， 决不可将党
组织视为可以任意发泄个人情绪的
私人俱乐部。 其三， 以妄议冒充党
内 民主 。 我 们 党 高 度 重 视 党 内 民
主， 但党内民主并不是个人主义和
自由主义的民主， 党内民主建设不
能脱离党章， 更不能违背党章。 妄
议者往往当面不说、 背后乱说， 会
上不说、 会后乱说， 其所谓的民主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也违背民
主集中制原则。
实践中， 妄议中央大政方针造
成的危害不容忽视。 其一，破坏党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 新形势下，我们党
肩负着崇高的历史使命， 必须更加
严明党纪。 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导致
党内纪律涣散、人心动摇，久而久之
还会产生小圈子、小派系，严重破坏
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其二，削弱党
的权威和领导地位。 一些人在贯彻
执行中央决策部署时打折扣、 搞变
通，形成“上 有政 策、下 有 对策 ”和
“上下不贯通、政令中梗阻”的不良
局面， 损害了中央权威和党的执政
能力。
习近平同志强调：“对批评和自
我批评这个武器， 我们要大胆使用、
经常使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
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使这个武
器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果。”我们党
一贯高度重视党内民主，高度重视发
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对中
央大政方针的批评和建议必须遵守
党纪国法，通过正当的表达渠道和表
达方式提出。凡
妄议中央大政
方针的，必然受
到党纪国法的
惩处。
（纪检督察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