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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办公室工作中理解力、执行
力、公信力的几点体会和感受
何长才

引言
一直以来， 武汉分院领导高度重视机关能力建设。 在多次
分院机关工作研讨会上， 院长朱耀仲都强调， 分院机关要为研
究所科研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 协调解决研究所发展中遇到的困
难 ； 机关各部门在做好常规工作的同时， 要善于总结归纳， 善
于创新性的开展工作。 党组书记、 副院长陈平平要求机关中层
干部要不断学习进取， 提高综合能力， 特别是提高管理水平。
在工作中要有新思路、 新方法、 新举措， 做到吃透上情、 了
解下情， 做好上下衔接、 承上启下， 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协调和处理各种复杂问题。 综合办公室作为分院机关运转的中枢
和对外的窗口， 处于承上启下、 联系左右、 协调各方的关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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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承担着参与政务、 管理事务、 综合服务的重要职责， 加强队伍能力建设
是综合办公室的重要一环。
按照分院领导的要求，综合办公室要在 “吃透上情、了解下情，上下衔接、
承上启下”， 协调处理好各种复杂问题， 就必须在提高办公室工作人员理解力、
执行力、 公信力这 “三力” 上下功夫。

1

强化理解力是提升工作能力的基础

理解力是衡量学习效益的重要指标， 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 ： 整体思
考的能力、 洞察问题的能力、 想象力、 类比力、 直觉力和解释力。 作为办
公室工作人员， 加强理解力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

（一）不断学习是提升理解力的前提
热爱学习的民族往往能够创造惊人的成就。 有资料显示， 从 1901 年到
2005 年， 占世界人口 0.3% 的犹太人竟然获得了 20% 的诺贝尔奖， 成就惊人。
研究发现， 酷爱学习是犹太人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以色列这个只有 700 多万人
口的国家里， 有借书证的人高达 100 万， 人均阅读量常年位居世界前列。
浓厚的阅读风气源于犹太人重视学习的习惯。 据说， 在许多犹太人家里，
当小孩稍微懂事时，大人就会翻开一本书，涂一点蜂蜜在上面，叫小孩子去舔，
其用意不言而喻 ： 读书是甜蜜的。
“学而知不足”， 只有不断地学习， 向书本学、 向网络学、 向领导学、
向同事学、 向身边的每个人学……不断地拓展我们的知识面， 搞懂、 搞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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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学的知识， 才能加强对工作的理解， 正如邓小平所说 “学习是前进的基
础”。
在学习上， 我们要有一种 “归零” 的心态， 时刻将知识归零再出发。
学习的内容包罗万象， 不仅要学习我们所从事工作的规章制度、 专业知识、
岗位技能等， 还要在了解过去的基础上把握现在；在梳理任务的同时明确要求；
在熟悉规范的前提下细化流程；在摸清形势的情况下熟读文件；科学分析现在，
准确把握未来， 这才是加强学习力的精髓之所在。

（二）不断思考是提升理解力的关键

学习的目的不在于学习过程本身， 而更在于帮助我们学会思考， 思考的越
多， 得到的越多。 进一步说， 就是将学到的知识与我们目前或即将开展的工
作结合起来进行深度思考， 并应用于工作。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把思维者的精神誉为“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
人类支撑自己从生物堆里拔地而起， 不仅仅是人类特有的脊柱， 更是人类特有
的思维。 思路决定出路， 没有思维能力就会缺乏行动能力。 正所谓 “学而不
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思考与学习要一同进行， 二者缺一不可。 执行力也要靠思考来不断深化。
在综合办公室大量日常工作中， 领导往往只是点个题， 文章怎么做， 就要看
我们自己用心程度了。 这里谈几点体会 ：
一是从全局的角度思考。 将目前我院开展的重大工作与本职工作联系起来
思考， 去看我们的工作， 就会使自己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想得更深。
二是从职责范围的角度思考。 将自己的工作放到院、 分院重大或中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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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去思考， 就会使我们的工作把握得更全面、 更深入、 更细致。
三是从一项工作的全过程去思考。 将我们从事的工作与分院相关工作联系
起来思考， 就会将我们正在开展的做得更有条理、 更有章法， 更为顺畅。
办公室工作要做到：一是视常为圣。 办公室工作多数时间在做一些程序性、
琐碎性、 重复性工作， 时间长了容易使人放松警惕， 降低标准， 稍有疏忽，
就可能出问题。 因此， 必须将平常工作看作神圣任务去做， 认真对待每一个
工作细节， 严谨而规范 ； 二是视小为大。 小事不能小视， 它连着大事， 关
系全局， 因此， 必须重视小事， 做到举轻若重， 把小事当成大事去做 ； 三
是视平为要。 将看似平常的事情， 放到单位整个事业发展中去考虑， 将平常
的事情做得不平常， 让领导和群众都满意。 同时， 工作中要勤思， 做到经常
思考， 多问几个为什么 ； 要换思， 善于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 是彼此相互
靠近的桥梁。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只有不同角度看法” ， 互相多
一分了解， 少一分猜疑 ； 如果这件事情落在我头上， 我会怎么做 ； 要静思，
经常冷静思考， 越是急着做的事情， 越要静下来考虑考虑， 是否妥当， 三思
而后行 ； 要善思， 学会多维思考， 多从工作的相关性去思考 ； 要深思， 保
持深入思考， 想想事情是不是太简单了， 从工作的深度去思考， 尽量把工作
想得复杂些。 孟子云 ： “心之官则思， 思则得之， 不思则不得也”。 我们
要学会在思考中， 发现工作的真谛和乐趣。

（三）不断沟通是提升理解力的基础

沟通是为了一个设定的目标， 把信息、 思想和情感在个人或群体间传递，
并且达成共同协议的过程。 有资料统计显示， 我们 70% 的时间用在沟通上，
70% 的问题是由于沟通障碍引起的。 无论是开会、 谈话或是作报告， 都是我
们情感、 思想的沟通传达。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思比特曾指出 ： “未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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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管理的竞争， 竞争的焦点在于每个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及其外部组织的有
效沟通上。”
有效的沟通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座桥梁。 对办公室工作人员而言， 勤沟通比
少沟通好、 早沟通比晚沟通好、 深沟通比浅沟通好。 具体而言， 重点做好 3
个维度的沟通。 一是对上沟通以赢得上级的支持。 向上级汇报我们的工作时，
要提前做好沟通汇报的准备， 在工作目标、 措施的可行性、 科学性上， 多做
思考。 二是对下沟通以取得下属的信赖。 与属下沟通时， 多讨论， 多听听他
们的想法， 取得他们对工作的高度认同。 三是同行之间的沟通以取得理解和加
强配合。 提前将我们的即将开展工作思路、 措施与同行沟通， 听取他们的意
见的同时， 提出希望取得配合与支持的想法。
如何沟通呢？我们说沟通是一门艺术， 在沟通中首先就要学会尊重对方。
俗话说 “尊重别人， 也就是尊重自己”。 学会尊重是一种学问， 也是良好沟
通的开端。 其次， 要相互帮助， 真诚合作。 只有互相支持， 才能互相配合，
真诚合作也才能得以实现。 第三， 要善于主动沟通。 尽量选择 “商量式”、
“调剂式”、 “友好式” 语言， 并注意分寸。 交谈中多说 “请”， 多问一
句 “行不行” 或许我们的沟通会通畅许多。

2

强化执行力是提升工作能力的关键

《晏子春秋》 中记载， 齐国大夫梁丘据很崇拜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晏婴，
一天他对晏婴说 ： “（恐怕） 我到死也赶不上先生啊！” 晏子回答说 ： “为
者常成， 行者常至。 婴非有异于人也。 常为而不置， 常行而不休者， 故难
及也？” 意思是说， 努力去做的人一定可以成功， 不倦前行的人一定可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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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的地。 我并没有和别人不同 （的才能）， （我只是一个） 经常做而不放
弃， 前进而不停止的人 （罢了）。 正所谓 “为者常成， 行者常至”， 任何
事情只有执行了， 才有可能成功。
执行是程序和过程， 是实现组织既定目标的能力、 手段和程度， 也是制
度要求。 执行按过程可以分为 3 个阶段 ： 执行前、 执行中和执行后， 在每一
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能力要求。 在执行前， 我们要加强对工作的谋划力 ； 执
行中， 我们要狠抓落实力 ； 在执行后， 我们要强化完善力。

（一）执行前加强工作的谋划力

执行前我们要加强对执行工作的谋划， 一是在 “5W3H” 上下功夫。 即
明确我们工作的任务是什么 （what）、 了解我们做事的目的 （why）、 明确
我们组织的分工 （who）、 弄清自身工作的切入点 （where）， 把握工作的
进程 （when）， 掌握一定的工作方法 （how）、 调动相关工作资源 （how
much）、 并能产成良好的工作结果 （how do you feel）。 二是在综合办公室工
作层面上下功夫。 综合办公室工作有如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一面是分院机关自
身的工作， 另一面则是面向研究所的工作， 我们不仅需要做好机关各项事务的
综合协调服务工作，还要做好分院层面各单位办公室业务的组织、协调、联络、
推进工作， 两者不可偏废。 就分院层面的办公室工作而言， 重点抓好 3 个方
面的工作， 即 “带队伍、 提能力、 建平台”。 带队伍就是要带好分院各单
位办公室工作人员这只单位， 从工作协作、 组织协调到精神风貌， 凸显分院
层面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能 ； 提能力就是通过培训、 工作交流、 研讨提
升分院整个办公室工作人员工作水平 ； 建平台就是在分院层面搭建办公室工作
人员学习交流与成果展示平台如电子刊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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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行中狠抓工作落实力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 • 德鲁克曾说， 管理是一种实践， 其本质不在于知，
而在于行。 落实力的关键在于行动，而行动的关键在于 “快” “准” “狠”。
“快” 就是要做到对既定的工作计划 “讲速度、 讲反应、 讲效率” ； “准”
就是要高标准严要求， 讲细节， 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 ； “狠” 就是执行要有
力度、 有深度、 有反应， 且有始有终， 最终能抓出成效， 做到 “言必行，
行必果”。 办公室工作中， 快速反应是第一位的， 对上级文件要求、 对领导
的指示， 首先反应要快， 并且在落实指示精神的过程中， 能够抓住关键， 提
出具有科学性、 可行性的建议， 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同时， 在落实上级文
件精神和领导指示过程中， 必须有始有终， 及时向领导汇报工作落实进展、
出现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等情况， 让领导了解和掌握工作落实全貌， 便于领
导及时指导工作。
当然， 工作落实的完美程度至少受到 3 个因素的影响， 那就是执行者的知
识、 态度和技能。 执行中需要我们熟知相关领域的政策法规、 专业知识、 历
史与现状、 管理知识等方面；需要我们对落实的工作有满腔的热忱、 尽职尽责、
勇于担当的精神和以服从组织决定为天职的态度， 要把每项工作都当成事业去
做， 去追求更好 ； 还需要我们具备必要的技能， 就是我们在落实工作过程中
组织协调、 沟通交流、 总结归纳、 心理调节、 信息技能等技能。

（三）执行后强化工作完善力

执行有力、 执行到位， 就会事半功倍 ； 执行不力、 执行不到位， 就会
一事无成。 执行完工作后， 我们要回头看， 看看整个工作执行过程中是否还
有不完善的地方， 对不完善的方面进行分析， 找出进一步完善的措施， 为下

7

——中国科学院政研会行政管理分会论文集

一步执行做好铺垫。 同时， 对整个工作进行总结， 好的经验进行归纳提升，
形成阶段性的工作指南。
归纳起来， 强化执行力要注意以下几点 ：
关注细节是提升执行力的关键。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古今事业必成于实。
在工作执行过程中， 要学会左眼看细节 , 右眼观全局。 既要善于从大处着眼，
又要能够从小处入手， 把每项工作都细化为一个个看得见、 摸得着、 能量化、
可操作、 合标准、 符规范的具体环节。
强烈的责任心是提升执行力前提。 岗位的内涵就是责任与能力。 要完成领
导交付的各项任务， 必须具有强烈的责任心， 这样领导对你才放心。 责任是
一种态度， “道虽迩， 不行不至 ； 事虽小， 不为不成。” 干工作， 态度是
前提， 没有端正而积极的态度， 能力再强、 水平再高， 活也干不好、 事也
做不成。
科学规范的流程是提升执行力的基础。 流程就是规矩， 就是制度， 就是
程序， 就是细节。 科学规范的流程可以为执行指明方向推进工作的向前进行。
在某种程度上， 规范的流程比积极性更重要。 倘若我们在工作执行的过程中忽
视流程或者不按流程办事，就可能因小失大，造成工作失误或者是损失。 因此，
科学规范的流程是提高我们工作执行力的前提。
工作激情是提升执行力的源头。 激情是我们人生一种积极向上的追求， 是
一股奋发进取的劲头。 激情源于我们对自身从事工作的热爱、 对我们从事工作
那份的执着。 工作激情是我们工作执行力的助推器 ； 激情是鼓动我们工作船帆
的风， 没有风， 工作的航船就不能破浪前行 ； 激情是推动我们工作不断前行
的引擎， 没有引擘工作就难有灵感难有创新， 就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的要
求。， 难同时， 我们要看到， 团队中激情是可以传染的， 有一个或几个富有
激情的人， 就会使我们整个团队保持高昂的工作激情， 这种激情正是我们在平
常、 平凡、 平淡工作中做出不凡业绩的重要因素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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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信力是提升我们工作履职的保障

公信力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 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公信力已经从专属于单
位团体， 渐渐适用于个人， 特别是单位团体中具有一定公共权力的管理者。 管
理者的公信力是领导干部在领导活动中以个人素质、 工作能力、 团队表现赢得
下属和社会认可与信任的程度。 管理者的公信力大小与领导干部或领导集体的素
质、 能力、 表现呈正向关系。 素质、 能力、 表现好， 领导者的公信力就大；
素质、 能力、 表现差， 公信力则小。 从这个意义上讲， 提升管理者的公信力
是提升我们工作履职的重要保障。
具体到办公室工作， 我们认为可以从做好 “三度” 着手提升公信力 ：

（一）忠诚度

台湾管理学家曾仕强曾说 ： “先求忠诚再求能力， 更加安全”， 这说明了
忠诚对一个组织或一个人的重要性。 作为办公室工作的一员， 要对组织忠诚，
对事业忠诚， 对工作的团队忠诚。 要明确管理就是服务， 而不是享受服务，
应当时刻摆正自己的心态， 明确我们手中即便拥有的那点公权力， 是用来为机
关、 为研究所更好地服务的， 不是用来贪图便宜、 谋取私利的。 “君子有所
为有所不为”， 只有我们尽心尽力为机关、 为研究所服务好了， 才能够说我们
履职了， 才能够说在服务分院工作大局中做出了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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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谨度

严谨度是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一种体现程度。 具体到办
公室工作， 就是我们的一言一行反应的都是分院的形象， 要求我们言行必须符
合规范， 不仅在政治上、 业务上还是在生活上， 都要严肃谨慎， 来不得半点
马虎和懈怠。 对待办公室工作， 要细致严谨， 尤其是公文写作、 发文、 对
外信息宣传等， 要做到字斟句酌， 一丝不苟， 规范严实。

（三）谦和度

谦和度是办公室工作人员综合素养的一种外在表现。 作为办公室工作一员，
我们从事的工作大量是经常性、 重复性、 琐碎性、 辅助性的工作， 要求我们
要耐得住寂寞， hold 平淡， 不论我们是在执行领导指示， 还是在服务机关，
不论得与失， 都应该表现得谦虚平和， 心如止水。 反过来， 良好的个人素养
是提升我们公信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包括个人的政治态度、 思想作风、 理论
素养、 文化知识、 品德操行、 身体条件等等。 在学习型机关建设中， 办公
室工作人员要充当排头兵， 做学习的表率， 保持良好的学习自觉性， 保持知
识不断更新， 争当办公室业务工作的权威， 说专业话、 做专业事， 赢取大家
的信任， 从而提升自身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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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 面对我院 “创新 2020” 好研究所 “一三五” 规划， 需要
我们办公室工作人员不断深化思想认识， 明确职能定位， 强化工作中的理解力、
执行力、 公信力， 坚持统筹兼顾， 注重把握规律， 弘扬武汉分院机关优良传
统和作风， 忠实履行使命， 群策群力、 充满激情， 协同奋进， 为分院机关
服务品牌建设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何长才 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综合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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