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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座

制度不必管得太细

□杨思卓

不管是大企业， 还是小企业，

都需要制度，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但是， 很多企业在刚起步的时候，

是没有制度的，以致于什么都不好

办，管理乱，企业更乱。 所以，当这

些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都会

制定制度。 毕竟制定一套适合自己

实际情况的管理制度，是一切管理

工作的前提。

是不是有了制度就可以管理

好了呢？也未必。有一个企业，制定

了一本《制度行动指南》，规定非常

详细，大约有

20

多万字，几乎覆盖

了所有员工的每一项活动，大到工

作流程，小到衣食住行，应有尽有。

比方说发票制度，每一张发票报销

的时候，都要注明时间、地点、去哪

里、见谁、报销的原因等等，还有人

专门检查。 制度非常详细，原以为

以后再遇到问题就可以好办事了，

可最后的结果是员工们在逃避制

度，甚至是害怕制度。为什么？因为

制度规定得太细了。

的确，

20

多万字的制度， 那得

多厚啊，像一本大词典。 制度里面

什么都规定，什么都限制、规定得

很死，这样一来，员工的积极性很

难发挥，那是要出问题的。 就像最

近新闻里报道的，一个记者到一个

企业去做卧底，发现那里的员工连

上厕所都要请示领导， 还要登记，

批准以后才能去，然后还有时间限

制。 结果怎么样呢？ 员工的精神崩

溃了。 如果连上个厕所都要限制，

那这制度就是有问题了，起码不是

一个好的制度。

企业应该要什么样的制度呢？

我的答案是： 制度不能包打天下，

有些细节， 要交给不成文的制度，

交给文化来管，交给科技来管。

企业运营要依靠制度， 但是，

我们又不能把所有事情都用制度

来框定，更不能事无大小都规定得

太细。 制度太细的后果，可能给员

工造成比较大的思想压力，让他们

无所适从，从而失去创造性和创新

能力，这样以来，再好的员工也会

被管得碌碌无为。

与此同时，制度太细管理成本

太高。 制度管理和其他管理一样，

也是要讲效益的， 如果超出了限

度，太多太细，管理起来不但烦琐，

且成本很高，还低效无用。

有人说，没有制度不行，有制

度太细了又不行， 到底怎样才叫

好？ 其实，为什么要制定制度，目的

就是为了企业能够建立起简洁、高

效的运行秩序。 从这个角度来讲，

好制度要把握两个方面，一是严格

管理，也就是说，制定制度时要严

谨，执行制度时要严格。 但严不等

于细， 制度不细不代表不严谨、不

严格。 二是合理合适，也就是说制

度要偏重大的方向性问题，要符合

市场竞争的规律、企业运营的实际

情况。

同时， 制度也要遵循天理人

性。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企业

的管理制度应充满人情味。 不能给

员工压力，不能让员工有不理解或

者遥不可及的感觉。 应该让他们感

到制度的必要性和可实现性，从心

理切实接受这个管理制度。 所以，

制度过细，过犹不及，尤其是新制

度，先粗一点，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循序渐进为好。

制度是硬性的， 也是可执行

的，但是，在实际管理中，也有一些

问题是无法用制度来规定的，这个

时候怎么办？ 由人来控制，用文化

来指引，用文化的感召力解决制度

的死角。

文摘

“世界第一牛”

还是“第一囧”

□练洪洋

在国家级贫困县湖北郧西县七

夕广场上， 有一座 “世界第一牛”铜

雕。 这座于

2010

年

8

月安置在广场上

的铜雕，由

12

吨纯铜铸成，是世界最

大的卧式铜牛，也是该县最具标志性

的雕塑之一，耗资达百余万元。

国家级贫困县，花不起大钱搞“世

界第一高楼”之类的大项目，耗资百万

弄了一头“牛”，争回一顶“世界第一”

的帽子戴戴，体验一番“世界第一”带

来的愉悦，很划算嘛。 不管美丑，被媒

体爆炒一下，知名度随之就上来了，就

等着八方游客送钱上门了。

这些年来，争“第一”之风不止，

不能“世界第一”、“亚洲无双”，最不

济也要“全国领先”。 经济发达地区弄

一弄也就算了，他们有钱，折腾得起，

可尴尬的事实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

区甚至是国家级贫困地区，追求“第

一” 的热情并不亚于经济发达地区，

这就让人很费解了。

一旦与“贫困县”联系，那些动

辄斥资百万、千万元建所谓的“世界

第一”、“亚洲第一” 就显得非常愚

蠢。 在群众温饱、孩子上学等等问题

还没解决的情况下， 动用大量公共

财政资金去争中看不中用的虚名，

不分轻重，不知先后，不辨虚实，不

是政治智慧不足么？ 非但公众要骂

娘，同僚也会当作笑话看。 对此，那

些主导官员在想什么？ 怪象背后，究

竟有着怎样的心理？ 除了追求宏大

叙事的政治美学观外， 其心理因素

也不可忽视。

过去，吃不饱的穷人，总会在出

门前在唇边涂点油， 嘴里叼着牙签，

偶尔打打饱嗝，让外人感觉这人刚吃

饱，心理学认为这种行为出于“补偿

心理”。 这种补偿，其实就是一种“移

位”，即为克服自己生理、心理缺陷或

其他不足，而发展自己其他方面的长

处， 以超过他人的一种心理适应机

制。 补偿心理可以让自卑者发愤图

强、超越自我，前提是用恰当的方式

实现。 而贫困县争“世界第一”的心理

补偿行为，败笔恰恰在此，方法不对

头，让人贻笑大方。 假如，穷县也能搞

“全民免费医疗”，社会效果就完全不

同了。

（摘自《广州日报》12月25日）

投资潮流

银行年末冲存款 信托借机做规模

□本报记者 高改芳 上海报道

据用益信托工作室不完全

统计， 从

12

月

17

日至

23

日一周

内， 共有

26

家银行和

5

家信托公

司参与发行了

261

款银信理财产

品， 发行数量比上周减少

38

款。

预计发行规模为

407.94

亿元，比

上周少了

25.85

亿元。

借着银行年末揽存款的

冲动，信托公司产品发行量也

水涨船高。 今年信托资产突破

7

万亿元大关似乎已是板上钉

钉的事。

年末大冲刺

向周围的朋友打听了一圈

之后临近年关，小郭最终把父母

的

200

万资金买了一款

2

年期、预

期年化收益率

12%

的房地产信

托产品。“方便打理，能够拿到高

于大多数投资品种的稳定收益，

而且是一家我熟悉的上海的信

托公司发的产品。 就它了，我不

贪心。 ”小郭这样解释最终选择

这款信托产品的原因。

小郭的做法恐怕代表了大

多数投资者的心声。而临近年底，

信托计划也已进入发行旺季。

据用益信托工作室不完全

统计，从

12

月

17

日到

23

日的一周

内，共成立

62

款产品，成立规模

约为

72.76

亿元。 实际上，最近三

周，集合产品的成立数量和成立

规模均呈现出稳步上涨的趋势。

这也说明信托行业进入年底冲

刺阶段，集合产品的成立进度有

所加快。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目前投入集合信托募集

的资金也较充裕。

一般来说， 四季度是信托

业的旺季， 从集合产品成立趋

势图可以看出，进入十一月后，

单周产品成立规模基本在

60

亿

元以上。另外，本周发行的产品

投资领域分布上， 房地产信托

发行规模位居首位， 远远领先

于其他类型的产品。 房地产信

托产品发行的

12

款产品共募集

资金

36.40

亿元，占总发行规模

的

60.69%

。

今年二季度、三季度，房地

产信托平稳度过了兑付高峰期。

另一方面，根据信托业协会公布

的数据，今年三季度房地产余额

为

6765.12

亿元， 环比增加

15

亿

元。 这样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房

地产市场的阶段性回暖。根据用

益信托工作室对于集合产品发

行的不完全统计，四季度，尤其

是进入十一月之后，房地产信托

发行与之前相比有了略微升温

的势头，单周发行规模曾一度突

破百亿元。这也说明房地产企业

依靠信托方式融资的需求依然

强烈。

此前，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曾

表示，房贷整体风险可控。 而国

土资源部也在近日表示，对于房

地产市场异常波动，将毫不动摇

保持从严、从紧调控基调。 用益

信托工作室表示，明年房地产信

托将再次迎来兑付高峰，无论如

何，房地产信托仍需要警惕系统

性风险的产生。

银信合作产品大增

除了包括房地产信托在内

的信托产品在年底进入销售旺

季外，银行年底“揽储大战”的打

响也间接增加了银信合作产品

的发行数量。

张女士发现目前的理财产

品虽然表面上预期收益率略

升，但期限明显缩短，而且一

般要等到元旦假期之后才开

始计息。 “我错过了

12

月中旬

最好的购买时机。 ”李女士颇

为遗憾。

据用益信托工作室不完全

统计，从

12

月

17

日至

23

日的一周

内，三个月期限的银信产品发行

了

67

款，仍是发行数量最多的产

品；其次是一个月期限的银信产

品，发行了

66

款；半年期限产品

以

46

款的发行数量位居第三位。

发行量最少的是二年以上期限

产品，仅发行了

1

款。从银信产品

的预期收益方面看，本周银信产

品的预期收益率为

4.50%

，继续

小幅攀升。

稍微计算一下就能理解该

周发行的银信理财产品为什么

以

3

个月为主。 如果从

12

月中旬

记起， 三个月的时间正好横跨

元旦、春节。 理财产品以此为期

限， 不仅能达到银行岁末 “揽

储”的目的，而且在春节长假后

到期， 还能保证银行来年存款

“开门红”。

而观察一下

12

月的最后一

个星期内发行的银信理财产

品就可以发现，很多产品是从

12

月

27

、

28

日开始销售，

1

月

4

日才起息， 而这段时间内，银

行募集的理财资金是作为“活

期存款” 趴在银行账上的，能

够帮助银行顺利通过年底的

“存贷比”考核。

“但是我担心春节假期过

后，理财产品到期了，但没有合

适的理财产品接上去，那我的收

益率肯定没有账面那么高。 ”李

女士抱怨。她决定和身边的亲朋

凑钱购买信托产品。“期限长，收

益固定。 ”

通道业务造就“影子银行”

前文所说的小郭， 把父母

的

200

万资金买了信托产品

后，内心还是打鼓的，“以前家

里的钱都是存银行，虽然收益

低，但不用担心钱没了。 现在

我做主把存款变成了什么信

托计划受益权，我爸妈根本不

知道啥叫受益权。 我其实也很

担心会不会亏钱。 ”小郭私下

和记者“交底”。

的确，年内出问题的信托产

品不少，覆盖了证券、房地产、矿

产、黄金、股权等几乎所有信托

业务领域，而且金额巨大，多个

项目规模达

10

亿元以上。

用益信托工作室研究员王

利表示，四季度一贯是信托行业

的传统旺季，从今年信托行业数

据看，各季度信托资产规模均在

不断攀升， 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着。而信托资产规模

11

月底将突

破

7

万亿，也在意料之中。 然而，

信托行业飞速发展的背后，存在

着“发展质量明显滞后和风险逐

步积累”的问题。

银监会副主席蔡锷生指

出，维护信托业持续稳健运行，

是我们下一年工作的重中之

重。具体从各投资领域看，今年

发行主力军之一的基础产业类

信托， 在年末发行势头仍未减

弱， 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

问题却需警惕； 明年房地产信

托将再次迎来兑付高峰， 另外

还有矿产信托、 艺术品信托等

问题， 防控风险仍将是信托公

司的首要课题。

一代身份证元旦“退休”

持证取钱将遭拒

□本报记者 张朝晖 实习记者 陈琴

明年起，我国第一代居民身份

证将彻底“退市”。 银行业内人士指

出，元旦以后，如果客户仍持有一

代身份证去银行办理业务，银行将

会对客户说“不”。 他表示，仍在使

用一代身份证的公民，应抓紧时间

更换身份证，以免在银行取款时造

成麻烦。

持证银行取钱将被拒

停用一代身份证， 意味着从

2013

年开始，要求出示身份证的地

方，都需要二代身份证来完成。

在工商银行新街口支行， 个人

客户经理宋祯告诉记者， 到银行办

理理财业务，人民币

5

万元或者外币

1

万美元以上的存取款业务都需出

示身份证，而明年元旦后， 出示一

代身份证将不再适用于此类业务。

他指出，除此之外，目前需要

出示身份证的个人银行业务包括

传统业务中的银行开销户和挂失

业务。 此外，一代身份证也将不再

适用办理结售汇、 账户密码重置、

银行保险业务、 开立存款证明、电

子银行账户（手机银行、电话银行、

网上银行）的开销户及变更业务以

及借贷业务等。

中国银行一营业网点的大堂

经理说，目前该营业网点每天约接

待一到两位使用一代身份证的顾

客，另外，部分存款多年没有变动，

甚至还有实施存款实名制之前的

存款账户。

她说：“这些储户如果在

2013

年之后取现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麻

烦。 ”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她预计

对于储户在

7

、

8

年甚至更久以前所

存的款项，银行将根据不同情况设

法解决，“他们可能已经忘了密码，

不仅是在一些大城市，偏远地区就

更多了。 ”

对于明年可能会出现“一代证

作废，二代证没有”的情况，银行业

内人士表示，将不会对存款取现等

业务进行“一刀切”操作，可根据储

户的具体情况变通，比如由派出所

开立户口证明。

虽然离一代身份证的大限还有

不到一周的时间， 记者走访多家银

行发现， 银行目前并未禁用一代身

份证， 但在使用上有所限制。 农行

称， 未联网的一代身份证只能持银

行卡在开户行办理相关业务， 若想

在其他支行办理， 可以先申请临时

身份证，再补办二代身份证。而工行

表示， 若发现银行系统内仍有持一

代身份证的客户将会通知更换。

二代身份证更安全

宋祯介绍，第一代居民身份证

制作工艺简单， 存储个人信息有

限，容易被伪造。 与一代身份证易

被伪造的缺陷性相比，二代身份证

的科技含量更高，对公民自身的安

全也是一种保障。

因为办卡等业务需审核信息，

银行与公安身份认证系统内显示的

是二代身份证

(

简称二代证

)

信息，部

分一代证未联网。据了解，联网核查

系统由人民银行信息转接系统和公

安部信息共享系统两个核心系统组

成， 主要具有对个人身份信息进行

单笔核对、批量核对、日志查询、统

计分析等功能， 为各银行机构提供

7×12

小时的联网核查服务。

业内人士表示，联网核查系统

的建成的确对身份证造假的犯罪

具有威慑作用。 业内人士举例说，

比如曾经有客户拿着假身份证件

去办业务，从证件表面来看，姓名、

照片与身份证号码都是相符的。 但

一经联网系统核对，系统反馈的照

片和身份证上的照片是不一致的，

从证件表面看不出来是假证件，但

一核对就查出来了。

收藏

玉玺 顶级宝物收藏

□萧蔷

12

月

17

日， 尽管受到欧

洲一些收藏机构的撤拍警

告， 法国艾德拍卖行还是坚

持拍卖了一枚中国清朝的乾

隆玉玺。 这枚玉玺最终被一

名神秘的电话竞拍者以

112

万欧元

(

约合

921

万元人民币）

的价格拍得。

在中国古代，玺之寓意为

受命于天，至尊无上；世代基

业，兴隆昌盛。据史书记载

,

“自

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

群臣莫敢也。 ”玺就是印，但只

有皇帝的印才能称为玺。 自公

元前

221

年， 秦王嬴政统一中

国始称皇帝，初制宝玺，到清

末溥仪退位， 历经

2000

多年，

中国历史上共有

494

位皇帝，

都把玺作为皇权和国家威严

的象征。

拍卖风波

玉玺是中国的国宝。

12

月

17

日现身法国艾德拍卖行

的这枚玉玺， 据说是清朝乾

隆皇帝的玉制印章。 玉玺高

2

厘米、 长

4.5

厘米、 宽

3

厘米，

整体呈墨绿色， 印章上刻有

“御书房鉴藏宝”

6

个汉字。 艾

德拍卖行在其目录上称，“该

玉玺来自一个法国家庭的私

人收藏， 是一枚从

19

世纪末

保存至今的家族藏品。 ”据报

道，玉玺拍卖前接到“欧洲保

护中华艺术协会” 的多次警

告。 该协会称，“这枚英法联

军

1860

年从圆明园盗取的玉

玺， 是中国皇帝御书房的珍

贵文物，如果艾德不撤拍，将

对其提出偷盗罪和掩藏偷盗

罪的起诉”。 艾德拍卖行老板

贝拉尔则称，“玉玺上的刻字

证明它来自乾隆和嘉庆皇帝

的私人御书房， 这个御书房

在紫禁城，不在圆明园。 ”

“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

会” 由法国著名亚洲文物鉴

定专家高美斯创办， 旨在帮

助中国收回流失在世界各地

的文物。

17

日晚，艾德拍卖行

就此事发表公告称：“玉玺成

功拍卖为这场由欧洲保护中

华艺术协会引发的误导和争

论画上了句号。 该协会一直

拒绝正式委托诉讼人而自行

交涉， 且错误地将玉玺的来

源定为对圆明园的掠夺。 虽

然协会主席高美斯先生提出

私下收购， 但这不是我们拍

卖行的惯例。 ”

业内人士称，玉玺拍卖风

波再次引发人们对于流失海

外的中国国宝的关注。 近年

来，我国跨洋追索文物小有成

功，但仍困难重重。

2009

年，法

国佳士得拍卖两尊圆明园兽

首，引发争议。 今年

11

月，英国

宝龙拍卖行原计划拍卖两件

圆明园流失文物，在中国有关

方面的交涉下，最终撤拍。

国宝前生

进入本世纪以来，皇帝用

过的印玺始现于拍场，价格由

数百万元涨至数千万元，甚而

飙升过亿，个中原因，除了材

质上乘、雕工一流、存世稀少，

且是神权王权的象征等诸多

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古

代，玺还有吉祥的寓意。

传说王莽在建立新王朝

时， 首先做的就是向他的姑

母孝平皇后索要象征权力的

汉传国玺， 他相信谁得到前

代皇帝的玺印， 谁就能得天

下。 三国时代，豫州刺史孙坚

讨伐董卓，在洛阳“甄官井”

中找到汉传国玺， 玺上文曰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大军

阀袁术听说孙坚得到传国玉

玺，就扣留孙坚夫人，孙坚只

得以玺赎之， 国玺到了袁术

手中。 当时汉献帝征召东海

郡相徐璆入许昌， 徐璆半途

为袁术劫持，软禁在军中，及

袁术败，徐璆得其玺，到许昌

献给皇帝。 司徒赵温问他：

“君遭大难， 还能扣存此物

吗？ ”徐璆回答说：“苏武当年

被困于匈奴而不失节， 更何

况此方寸之玺印呢？ ”

然而， 历代皇帝所用的

御玺大都下落不明。 秦始皇

刻制的“皇帝之玺”、“皇帝信

玺 ”、“皇帝行玺 ”、“天子之

玺 ”、“天子信玺 ”、“天子行

玺” 等六方玉玺的去向比较

明确， 直到南北朝时在南朝

相传，侯景之乱时传到北方，

后又传到隋唐， 被武则天改

刻为宝，并增刻“传国宝”和

“镇国宝”，形成“八宝”制度。

唐朝八宝在五代十国时不知

去向。 宋朝皇帝根据唐朝的

八宝制度自刻了一套八宝，

北宋亡，八宝为金朝缴获，南

宋又刻制一套。 元朝灭金、南

宋御宝不知去向。 元朝亡，史

载明朝尽获元朝御玺， 却不

知后来是怎样处理的。 朱元

璋建立明王朝后， 曾刻制

17

枚御玺御宝， 建文帝增刻一

枚， 永乐皇帝再增刻

7

枚，共

25

宝。 明亡，御宝入清。 清帝

入关前就以满文刻制御宝，

乾隆继位时， 宫中有御玺御

宝

35

枚。 乾隆十一年

(

公元

1746

年

)

，确定清朝御宝

25

枚，

藏于交泰殿，并编写《交泰殿

宝谱》，另外

10

枚藏于盛京故

宫。 乾隆十三年， 命改刻诸

宝， 为左满篆右汉篆， 其中

“皇帝之宝 ”、“皇帝奉天之

宝”、“大清嗣天之宝”、“大清

受命之宝”未改。 这些御玺御

宝有的藏于北京故宫， 有的

藏于台北故宫， 有的在辽宁

省博物院， 有的则现身海外

拍卖市场。

“闲章” 过亿

皇帝所用的御玺御宝，除

了上述那些象征国家权力的

国玺之外， 还有很多闲杂印，

如“自强不息”、“太上皇帝”之

类。 闲杂印又分若干种：用来

表示收藏鉴赏的称为收藏印，

如 “乾隆御览”、“石渠宝笈”

等；刻有某宫某阁的称为楼台

馆阁印，如“养心殿宝”、“文渊

阁宝”等。 乾隆皇帝的闲杂印

最多，据《乾隆印薮》著录，竟

有

1800

枚之多。

2009

年秋拍，中国艺术品

跨入亿元时代，皇帝御玺一直

是收藏市场上的重器。

2008

年

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一件

乾隆帝御宝交龙钮白玉玺，成

交价为人民币

5577

万元。

2010

年， 还是香港苏富比秋拍，这

件白玉玺以

1.0617

亿元人民币

成交，另一件“太上皇帝”玉玺

以

9000

多万元成交，一年后又

拍出

1.61

亿元。 这些玉玺都是

清朝皇帝的闲章。

业内人士认为，玉玺价值

受诸多因素影响。 年代越久，

价值越高， 秦汉帝王玉玺，是

印章文化和篆刻艺术的巅峰；

国玺比鉴赏类闲章的价值高，

如清帝治理国家的

25

方宝玺

就比“太上皇帝”、“乾隆御览”

等闲章的价值高；存世越稀少

价值越高；材料越珍贵价值越

高，如玉、金就比木质价值高；

印钮独特、印文清晰、篆刻艺

术水平高的价值高；圆形玉玺

存世量极少，比方形玉玺价值

高； 古玉的沁色越多越美，价

值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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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永明投资连结保险

投 资 单 位 价 格 公 告

本次评估日期：2012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6 日

卖出价

1.7072

1.6866

2.3842

0.8316

1.1270

买入价

1.7400

1.7204

2.4312

0.8384

1.1497

卖出价

1.7059

1.6866

2.3835

0.8219

1.1272

卖出价

1.7060

1.6943

2.3975

0.8185

1.1274

买入价

1.7420

1.7504

2.4958

0.9015

1.1501

卖出价

1.7079

1.7161

2.4469

0.8838

1.1275

投资账户名称

12月 20日

稳健型投资账户

平衡型投资账户

进取型投资账户

指数型投资账户

货币市场投资账户

买入价

1.7414

1.7204

2.4319

0.8482

1.1496

12月 21日 12月 24日

买入价

1.7402

1.7282

2.4454

0.8349

1.1500

12月 25日 12月 26日

买入价

1.7423

1.7597

2.5025

0.8941

1.1502

卖出价

1.7081

1.7252

2.4535

0.8766

1.1276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Sun Life Everbright Life Insurance Co., Ltd.

全国统一咨询热线 Hotline：95105698

www.sunlife-everbrigh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