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点收获：
1.批评不过夜，奖励要及时，学会庆功，胜利举杯
相庆，败则拼死相救；今天的最好表现， 是明天
的最低要求！
2.共同成长，一起登鼎：
3 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需要打造不同的组织能力：从
生存期---稳定期---变革
4.招聘其中留人的四象限：钱， 成长，发展， 情
感/文化 ，挖需求， 懂人心， 识人性，招聘的本
质是营销！
5.Fire：对得起好的人， 对不起不好的人， FIRE
之前先问自己， 我给过他什么帮助？决定之后，内
心要坚定，情理法的沟通，团队的准备与消毒
3点感受：
1. 原本觉得打造团队文化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经
过这三天二夜的切身体会，对这个版块深入领会，
懂得如何落地
2. 领会到361 管理机制的威力，但还是需要根据本
公司初创期现状是不是可采纳的，从这个环节也照
见自己身上太多的缺点
3. 他律的收获大于自律，站在舞台上讲话真太难
了，但要带好团队，一定学会公众讲话！ .我的下
半生精彩有价值的人生，从这次三板斧开始
一点行动：从这次打造一支有战斗力的外贸团队的
其中招人这点落实：招二位业务员

5个感受：    1.时间紧
              2.产品质量高
              3.抗压性强
              4.合作性强
              5.反映快

3个收获：     1.获得了人脉圈
              2. 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
              3.看到了自己的短板

1个落地执行：做好RTS产品铺货   时间轴：9月
之前。

战狼队+王丽
        5个感受:1.认真带好一个团队，公司从0到
1的组织架构，纪律严明，共同成长，彼此成就，考
核是为目标服务，不要让它成为路障，它只是个工
具；2.管理是要以身作则，需躬身入局，当你主观
的认为一个人不行的时候，你为他做过什么，当初
为什么招的他，从需求上讲离开是真的利他吗；3.
去了解同行，找到安全红线和发展方向，有危机
感；4.补短板和差异化，真正的求同存异，求结果
拿过程。5.学会营销自己，初期利用自身的沟通能
力去演绎，找到自己的追随者，一个好汉三个帮。
        3个收获:1.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对好的
要大声说yes,对不好要大声说no,不要模棱两可；2.
不要随大流，要敢于坚持，做到严于律己，也严于
律他；3.是团队发展需要的，要排除万难坚持下
去，不要准是后悔这个没做，那个可以做的更好。
        1个落地:马上展开和员工的聊天，把自己
学到的东西依据员工的不同需求和不同年龄区别开
来聊，不要让员工明显烦感。多形式多方法，如让
同学来助力。

王炸队--周韬：

5点感受：
1.把看不顺眼的人看顺眼是一种修行
2.管理是事前预防，不是事后惩罚
3.销售的两种境界:一. 打动自己，打动别人；
二. 坚定别人的过程，坚定自己
4.公司的文化在于言行举止，虚事实做
5.看人之短，天下无一可交之人；看人之长，世
间一切尽是吾师
3点收获：
1.“借假修真，借事修人”培训中成立的公司是
假的，但不断认知自我、提升自我、修炼内功这
些是真的；借着企业文化展示和PPT 制作的的这
件事真正的历练了你的能力
2.深刻体会361末尾淘汰制度，3个优秀，6个普
通，1个淘汰，这样严酷的制度，会帮助团队蜕
变！
3.识人心，懂人性，视人为人：员工不是工具，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作为人他就会有自己的想
法、喜好和诉求，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想
法和喜好理解员工。
1点落地：
设计一个可落地的外贸团队KPI



战狼队：郑柳燕  5个感受
1、真的很累很辛苦，但是非常值得。也发现我们可以有
无限可能。
2、做事只有真的融入其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所
长，提高自己短板，真正体验过程，达到预期目标，否
则只是过场，浮于表面。
3、团队很重要，但老板更重要，好的兵需要好的将引领
指导，没有好的将，兵再好也容易成为一盘散沙。好的
老板需要善于倾听，乐于沟通，能发现所有成员的优
点，帮助改进缺点。
4、团队需要纪律严明，老板更需要以身作则，起表率作
用；制度一旦制定实施，需要有时间轴，有更新机制，
但不能朝令夕改，太随意。
5、赏罚分明有准则，不能打感情牌，做到公正公开公
平，当场奖惩，不过夜。
3个收获
1、三板斧让我结识了一群很棒很可爱的同学们，希望大
家可以一起走更远。
2、通过3天2夜的培训，更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但每一次的PK，每一次的自我展示及挑战，都是一次次
的自我成长机会，也发现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3、对照老师的分享，对照3天的实操，将自己公司目前
存在的绩效问题梳理得更加清晰，并已经整理出本月内
的主要改进工作，为9月采购节做好充足准备。
1个落地（时间轴）更新员工的访谈记录表，重新制定员
工每月Review制度。

王炸队 吴文禄

五点感受
团队要意识到
1.要有爱，
2.要有责任，
3.目标清晰，
4.跟踪过程，
5.要有价值的结果

三点收获
管理的底层逻辑思维有了，制度是不同阶段有不
同的调整
1.怎么定目标
2.怎么追过程
3.怎么要结果

一点落地
短期奖励机制制定，达成下半年接近5个月新业绩
目标

五点感受
1.累 2.苦 3.无奈 4.觉醒 5.释怀
三点收获
1. 换位思考，真诚的沟通
2. 要敢于处罚，更要敢于奖励
3. 人心在哪里，团队就在哪里

一点落实
尽快改进自己身上发现的诸多短板和不足，完善自
我

火星队 华伟
五点感受
1.不对自己狠一点，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
大；
2.但凡团队成员上下同欲，其利断金；
3.抛开运气成分不说，最终的结果是过程的答
卷；
4.顺风顺水的环境中处理问题在能力不等于在逆
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5.今天的最好成绩只是明天的起跑线，如果没有
足够的危机意识，就会成为下一个被淘汰的。
三点收获
1.管理者的思维框架要清晰，大方向把控好，才
能带领团队少走弯路；
2.目标一旦设定，就要把一定能够完成目标当做
信仰，而不仅仅是口号，向团队成员展示因为相
信所以能够看到的那张蓝图，并将目标细分，设
置目标完成时间轴。
3.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其价值，放到最合适
的岗位才能发挥最大价值。
一点落地
利用三板斧的精髓一年时间打造一支5人的户外用
品内销团队，现实当年销售额1000万人民币的目
标，并实现团队可复制化。



战狼队 邬嘉琪
5个感受：
1.有激情，有感染力的氛围
2.团队齐心的重要性
3.爆发力，潜力的无限可能，没有试试看，只有肯
定行
4.有态度，每个人都全力以赴
5.反转特别多，总是扣人心弦
3个收获：
1.深层次的理解企业文化的魅力
2.自我的认知
3.认识了一群有情有义自驱力非常强大的小伙伴们
1个落地执行：
RTS赛道的规则深度了解和结合运用，花最少的钱拿
最好的效果

火星队汪洪超
五点感受:
1.从所有团队成长迅速感受到学习培训很重要
2.从内部外部竞争激烈的现状感受到领导、个人和团
队不再是优秀就可以，已经到了要追求极致才能打胜
仗
3.任务强度很高，可是所有队伍都很拼。所以不要被
自己一点点的努力而感动，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
。
4.商业市场成败瞬息万变，时刻保持谦逊，听取同
事，专家意见作出持续不断的优化。
5.像做了一场自我修行的梦，从每个团队和老板遇到
的问题中，或多或少找到自己的不足的影子，默默内
修，修己才能安人。
三个收获:
1.懂得时刻要有危机意识，未雨绸缪，重要的事一定
要追求细致，极致。
2.老板和领导一定要以身作则，遵守规则，奖罚分明
3.对每位员工少一些主观评价，多一些数据，多维度
的综合评价。
一个落地执行计划:
接下来两周内，跟每个员工谈话一次，更深入了解他
们的家庭工作现状还有期待，以及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需要公司给予什么支持和调整。为后面工作分
配，资源分配，培训计划提供依据

卓越队 李畅  5点感悟：
1.企业是自己的样子，我们要活成那个标杆和榜
样，创业者要有执念。
2.管理就是从小而美做起，在用的过程中养人，在
养的过程中用人。
3.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记
得当初为什么出发。
4.：奖罚分明，也要学会开人，对得起好的人，对
不起不好的人，帮助员工成长才能更快的达成公司
目标，唯有爱和责任才是永恒。
5.了解不同年龄阶段的员工特质和需求，才能更好
的管理员工。
3点收获：1.参加三板斧就像是一种磨炼，是一次非
常宝贵的经历，让自己更加了解自身的不足和需要
改进的地方。
2.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逼自己一
把，才能激发无限可能。
3.361机制虽然很残酷，但确实能提高团队的战斗
力，也能让团队的每个人都更好的成长。
1点落地：
重新梳理公司的绩效考核，同时根据目前完成的业
绩情况，做一个员工面谈。

卓越队 励嘉琪
五点感受
1、管理者不能只管我要什么，还是了解员工要什
么，要放下管理者的姿态。
2、一个好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
果。个人再优秀，没有团队的支持都是没有用的
。
3、在拿结果的过程中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付出多
少，就会收获多少。
4、管理者是孤独的。
5、方法比努力更重要
三点收货
1、团队中的沟通非常重要，知人善用首先要做到
“知”，同时也是让员工了解管理者想法的过程
。
2、没有规矩不成方，团队中要强调绩效的严肃
性，严格执行，整个团队才能更有效率。
3、管理者不仅要能对员工知冷暖，更要杀伐果断
。
一点落地
8月进行9月大促的启动会，了解员工想要什么，
确定目标，出台激励制度，强调过程，加入到团
队中一起参与。



战狼队-石佳培
5个感受
1.走出舒适圈,过程虽然很辛苦,但一定不能放弃。
2.屁股决定脑袋。坐在什么位置，就考虑什么问
题，不能向上也不能向下。做决定之前需要有仔细
的调研，需要有充分的理论支持你。
3.无论什么行业，一定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不管你
是公司还是个人。必须对行业有预判，春江水暖鸭
先知。
4.对于管理者来说既需看中结果,也要重视过程,不
能只关注员工怎么做的这么差，别人谁做的怎么这
么好。对于一个管理者，要学会分析问题，指明方
向，这点也很重要。
5. 团队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有时一个人做不到的事
情，一个团队就可以做到，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
重视团队的力量，学会团队合作。
3个收获
1.认识了一群优秀可爱的小伙伴，收获了一段难忘
经历。
2. 做任务的时候不要频繁的看时间，这会让你做题
速度变得很慢，时刻保持自己的紧张感，提高效
率，而不是磨磨蹭蹭的。
3. 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不懂的多向别人请教学习
1个落地执行:不同平台产品细分化更加精确,达成业
绩目标

战狼队   冯  杰

五个感受
1.累并快乐着，很高兴结识一帮积极向上的同学
2.所有的课件内容都已忘记，但非常清晰自己后
面该干嘛
3.不破不立，永远不要躺在成绩簿上，你不破
局，他日破产
4.该收收心，更多点时间放在公司经营上，放在
员工身上
5.每定一个规则，每做一件事，不能粗略，拍脑
袋，科学深入更重要

三个收获
1.招，育，留，用，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2.老板要学习，员工更需要用心培育，员工才是
企业真正的价值所在，管理即修行，修人修事修
己
3.谋局布篇，带队伍，经历这三天两晚，比之前
更清晰明朗些

一个落地
一周内，梳理一遍，后续逐一落地

王炸队 邱徐君
五点感受:
1.我们的能量超乎我们的想象，潜能在特定的环境中是
可以被无限激发的，
2.目标上纯粹，行动上极致，才能造就个人，成就团
队！
3.更能理解了作为老板，作为管理层的孤独，无奈以及
选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自然而然。
4.格局要打开，向优秀者学习，不断进取，提高自身
5.简单相信，傻傻坚持。确定一个目标，就要朝着它勇
往直前，无所畏惧任何困难。
三个收获:
1.我们要时刻有危机意识，不思进取，不建立合理有效
的管理制度，只会面临原地解散的局面，遭受被市场淘
汰的命运。
2.明白了要管理团队，就要深入了解团队中的每个人，
清楚他们的短板跟长板，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优势，
实现他们的价值。
3.KPI作为一种管理的手段，作为游戏规则，应该事先交
代团队的每个人，让大家都清楚该怎么做，怎么玩，哪
怕有人末位淘汰了，也一定是有收获的，就像照镜子，
能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向更好的自己发展，迈进。
一个落地执行计划:
我会分享我在三板斧的感悟，我的所见所闻给我的团
队，建立可落地的目标，将目标分解并落实到个人。

火星队 胡云 五点感受：
1，我经历过几次公司或者项目破产，现实中等待老板
的 很可能是仲裁官司，而不是这次类似这次一样的友
善的重组，现实中重组没有那么容易。即使重组了，
老板可能也轮不到创始人了
2，多数的分歧来自事先没有明确任务和责任以及对应
的奖罚，等到去留和钱的时候矛盾就出来了
3，领导在管理者真的不容易，真正的公平很难，现实
中真的不带一点个人主观情感来管事用人很少，总有
一二个心腹的，作为心腹获得的肯定比非心腹多，要
做到喜欢不喜欢的人，忍住或者解决有技能的人才的
不足的一面，又要去平衡其他员工 老板需要真的有一
定的格局
4 对PKI 的印象更加深刻了，双刃剑，活动中老板员
工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就在361的时候，KIP管理的 好
与不足，冲突的激烈能看出一二
5更加感受到了企业文化对公司的重要性，价值观的重
要，老板是最大的企业文化的源泉老板的个人魅力 ，
做事风格处世之道对员工忠诚干劲影响极大
3点收获
1，收货的一帮朋友，今后多相互学习 一起提升
2，对KPI有更加系统的感悟，其他的收获比较虚，这
个就已经很实在的在我身上了
3又收获了一次破产经历，就突然间第二变第四，警醒
我时刻保持高危状态，破产随时会到来
1点落实  好好琢磨琢磨KPI，改进完善一下，让他成
为救人的剑，不是杀人的



5点感受
1通过高强度的培训，从始至终绷着一根弦，不断挑
战，激发潜能。
2职场不是人情社会，既看结果也看过程.
3沟通的重要性，及时的沟通与帮助或许能改变结果
4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不断学习提高自己。
5跳出舒适圈，一定要逼一逼自己

3个收获
1学习到了很多职场理念，提高了认知，发现自身很
多不足之处。
2对kpi的了解和运用。
3三板斧整个模拟的过程，从不同视角去观察，体会
。

1个落地计划
采购团队kpi计划落地，提升自驱力，工作效率。

卓越队 冯丽丽
五点感受
1.揪头发，走出舒适圈，才能激发潜能。高强度
的培训迫使心理生理从抗拒-接受-改变。
2.一个团队要有目标，所以的努力是为了这个目
标服务，虽然中间会有不一样的声音，但要做到
迅速调整，充分契合。
3.管理者要有麦穗心态，为了团队的成长需要弯
腰低头。
4.知人善用，个人能力再强也是要服务于团队，
管理者不能只看团队的长板，也要关注短板，给
予帮助促使成长，即使被1，也是好聚好散，不仅
避免隐患，也能激励现有团队。
5.看到危，才有机，坚守目标，才有逆风翻盘的
可能性。
收获
1.收获一群可爱的小伙伴，听到真实的声音
2.目标分解必须有高效的执行力和明确时间轴，
过程中需要不断复盘推进目标达成。
3.激励团队要打造企业文化，还要奖惩机制的支
撑，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落地：
1.组织一场培训，让员工更深入了解KPI，调整现
有KPI并试运行3个月

火星队 朱雨钧   五点感受：
1. 不能只关注业绩，也要关于价值观，纪律等方面。
2. 要有居安思危的思想，不到最后一瞬间，就不能有一
丝一毫的松懈，不然容易被取而代之。
3. 在遇到困境或是交流遇上障碍的时候，一定要放平心
态，不能被情绪影响到理性，需要摆平心态，以有条理
有依据地去解决。
4. 在执行361时，需要关注1的情况，多与他沟通，了解
他的情况，并给他支持和帮助。
5. 在同等努力的情况下，团队中细节的关注，思想的深
浅以及人员的调配会起到绝对性作用。
三点收获：1. 绩效考核是为了规范团队成员的行为，并
帮助员工的成长，从而达到团队目标，而并不是仅仅为
了达到目标而将他们作为工具人压榨。因此，绩效考核
需要量化，明确，并为了能够更好的使绩效考核的内容
在实施中有效，因此在定制之前需要和他们进行沟通。
绩效考核也需要人情味，而不是冷冰冰的数字，在团队
成员出现竭尽全力或因身体抱恙，未能完美地完成目标
也需要进行帮助和奖励。2. 老板需要以身作则，以自己
的梦想，价值观，个人魅力，工作态度等方面向下兼容
影响团队的每一个人。但同样，在绩效考核中，不能掺
杂过多的个人情感，要以可量化的标准来评定。而且无
论是绩效还是承诺等等，不能凭自己喜好或实际情况随
意更改否则容易失去公信力  3. 在团队的绩效考核中，
需要明确团队中的每个人工作的重心，提高重心的在绩
效考核中的权重，而不应将一些次要的、不能使他充分
发挥实现团队目标的工作的绩效权重设置得很高。

王炸队 郑洪勇
五点感受
1.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不努力你就不会发现
2. 要相信团队的力量
3. 过程和结果一样重要
4. 累的时候多想想，你身后承载着多少家庭
5. KPI是把双刃剑，一定要充分沟通
三点收获
1. 对拿结果的一整套过程，有更深入的认识
2. 公司管理的过程中，情和法缺一不可，也不可
混用
3. 规则制定以后，切不可朝令夕改
一点落地
和员工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
重新梳理KPI，激发他们的潜能



火星队 陆曹平
五点感受
1.过程，结果，价值观，其中价值观是很重要的一
环，他虽然是虚的，但是他很重要,他是一种精神导
向，一种信念，甚至是一种自驱力；
2.团队是集体的，不崇尚个人注意，中高层的人一
定要有自驱力带领整个团队去战斗，发觉每个人的
优点，求存同异；
3.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了没有信心，没有期
望，因此要总结经验做好复盘，哪里颠倒哪里爬起
来，时刻保持一股向前冲的拼劲！
4.评判一个人的好与坏，不能全凭借一个人的主观
意识，一定要有量化指标，理性和感性相结合！
5.企业经营就类似本次的四个课题，如何建设团
队，如何通过绩效来促发，如何实现业绩增长，如
何做到行业top！
三点收获
1.人员建设：选，育，用，留，汰！
2.绩效管理：少而美，可量化，可落地，与目标捆
绑！
3.市场分析方法论：天，地，比，我！
一点落地
开展量化指标考核，每月竞赛，拿星星，执行361评
比，实现自己的价值

卓越队+季萍
        5个感受:1.首先觉得老板和管理着需要
自我检查和反思，公司是否有给员工提供保障和
资源？2.管理是需要以身作则，自我能力的提
升，承担责任带好团队，3.去了解同行，找到安
全红线和发展方向，有危机感；4.知人善用，取
长补短，加强团队凝聚力，5.人只要有信念就能
发挥无限潜能.
        3个收获:1.突破自我给公司员工和女儿
做了榜样，2.学习第2天就让运营去分析同行数
据，周1上班对接工作马上落实；3.团队发展需要
不断提升自我，引进人才，落实KPI考核.
        1个落地:马上展开和员工的谈话，组织
公司年中总结会议，落实9月采购节PK制度，分享
这次学习的经历和体验.

王炸队-俞旭飞
五点感受
1.不要抗拒争端，那是有效沟通的标志
2.竞争对手往往是最好的老师
3.健康长远的团队往往不追求完美
4.取长补短的才能事半功倍
5.虽说是煎熬，但出来的都是精华

三点收获
1.项目PPT展示演说获得经验值
2.学习了目标如何设立和完成的各要点
3.团队搭建基本要素

一点落实
制定带有时间轴的目标细化表

战狼队 何伟 五点感受
1、感受到经营一家公司，时刻就像如履薄冰，随时都
有可能倒闭，不管过往有多少丰功伟业，不学习、不
进步、不加倍的努力，最终的结果就是被超越，甚至
灭亡！
2、感受到阿里“客户第一”的核心价值观，用心良苦
、真诚拥抱，帮助每一位客户去学习、成长，共同拥
抱变化，拥抱美好的明天。
3、从所有的学员、老师和教官身上看到了他们的优
秀，反省到自己身上诸多的不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压力。
4、感动！触碰到自己的内心，去问自己经营一家公司
的初衷该是什么让我坚信建设公司的灵魂重要性
5、感受到家人永远是自己最坚实的后盾，一个默默支
持、最关心、最可爱，给予你最大的爱和不断向前的
力量。
三点收获 1、收获了能够一起积极向上、无私互助、
学习榜样的同学情。
2、三天的时间像一面镜子，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个自己
从未认识到的自己，找到了怎样提升自己的思路
3、学习到了非常实用的理论知识点，或是说非常实用
和必须去做的实用经营办法，种下了一颗学习的种
子，不仅是自己要学习，要带领着整个团队学习和进
步。
一个落地  1、3个月内将目前三个平台的询盘数番翻
。



5点感受
1 首先觉得自己的短板缺点有很多，真的要好好改
进，再不学习就更落后，就要挨更多的打。
2 一定要有目标，否则就没有方向，没方向路就很
难走
3  团队必须要建立分明的奖罚机制，还要注重每个
人的内心情感的变化，这样才能起到激励和鞭策！
4  选择有时候真的是大于努力，做一个好的选择，
会少走很多弯路
5  行动最重要，明白再多 不去做都是扯。
三点收货
1  很欣慰通过培训结识了一帮朋友，
2  人要有自信，要学会自我鼓励，
3 要有感恩的心，不要在小事上计较，虽然都是平
凡的人，胸怀尽可能要大一点，

一点落地
工作中落实好周报的总结分析。

火星队 余宇

五点感受
1.累，困，但一定要走出舒适圈，和小伙们一起
继续去奋斗
2.要时刻保持危机感，在高压，高强度，恶劣环
境下，不能偏离，需要不停复盘分析，保持初心.
3.目标确立的同时，需要文化建设去保驾护航，
个人能力强的同时，团队要协同一心为目标，需
要用企业文化为辅去打造强凝聚的团队
4.疲软期更需要超强执行力，尤其不能松懈，
5.对着镜子的看到很多自身问题，需要好好的思
考在现实中的折射，并调整

三个收获
1.把文化这个虚的东西建在实处，活学活用，关
注个体感受，在工作中让每个人能在希望里工
作，帮助实现个人工作价值感和期望值
2.加强执行力，合理拆分块面任务
3.一定要持续的以身作则。

一个执行
构思明年规划，花10天时间，用这三天学习收获
到的重新梳理，30天后再复盘。

5点感受
1这么高强度的训练是第一次经历，第一天的时候以
为自己坚持不到最后
2机会是平等的，机会失去不会再有，要积极争取，
不靠给予。
3评判标准公平多面化，领导者以身作则，不拉帮结
派，不徇私舞弊。领导者自身不检讨，企业必定失
败
4就算后悔做了错误的决定和犹豫的态度，也没有退
路，自己为自己买单
5发挥自己的强项，也要学会接受新的挑战

3个收获
1不要犹豫，抓住机遇
2有危机感，现实很残酷
3企业的失败，领导者需要承受的更多

1个落地计划
一周内梳理并调整现有不可行计划

王炸队- 伍树才
五点感受
1：文化是言行举止，企业文化不是说教，把虚的
事情做实，可以产生无穷和持续的力量。
2：潜能超越自己想象，只要有梦想，就一定可以
无限接近，nothing impossible
3：建立强大的团队，选择和什么样的人一起，等
于选择了最后的结果
4：60岁的前辈还在学习，我们有什么理由待在舒
适区。
5：时刻清醒，潜在的危险才是最大的危险。
三点收获
1：361的实际效果让我豁然开朗，打1的必要性和
有效性让团队更加健康。
2：对KPI的制定实施落实有更深刻的认识，KPI是
必须要实现的，而不是做到哪里是哪里
3：绩效的事中辅导，是我们一直的缺失，要补充
起来
一点落地
1：本季度内完善公司大而全的绩效设计，做到少
而精，可量化，可落地



火星队-尤江强  五点感受：
 1，人生一场，学习是驱动力。学习包括文化学习，

技能学习，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不被淘汰。
 2，，学习要讲究方式方法，好方法就是化最少的时

间学到更多的结果，大大延长了自己的物理时间。
 3，阿里是一家伟大的企业，他把企业做成了生态，

生态是可以无限延续的。那么这个企业也就能无限
的存在。

 4，口号要喊得响，动作要带头示范。
 5，心存感恩，这个世界因爱而存在。

三点收获：
 1，收获了新同学和老师的未来可能。
 2，收获了361的技能和KPI的方法

3，收获了PPT的效用

一点落实：
和同事们分享学习内容，让我们的团队更加明白自
己的使命和未来。

王炸队 洪芳
5点感受
1. 绩效制定后，过程需要跟踪，结果需要复盘才
是有效的绩效，要不然也只是个形式
2.任何项目方案都要有保障措施和时间节点
3.末位淘汰制361很残忍，但是1不代表开除，也
可以给到补救的机会
4.时不时要自我反省和鞭策自己
5.团队里有60后老前辈也有90后新势力，他们都
在努力，自己一个80后没资格躺平
三点收获
1.管理者最大的能力是知人善用
2.认识这么多外贸朋友们
3.团队优秀绝对不是领导者一个人能力，而是整
个团队共同奋斗的结果
一点落地
绩效按照量化，不超过5-7点的建议一个月内进行
优化

5点感受：
1、老板就是这家公司的天花板，你是什么样的老板就会把团队带成什么样。
2、关于感召力，这次有了深刻的体会，为什么优秀的人不来或者会离开，是因为你不够优秀。自然吸引
不了优秀的人来。一个人站在那里，不需要说什么，做什么，就能感觉到TA的某种能量。有太阳的地方，
自然不会黑暗。
3、行为是一个人最好的证明。所谓企业文化，不是你文化墙上贴上多少高大上的标语，也不是口号喊出
来的。企业文化就是老板文化，一言一行能体现出老板的思想，文化来源于老板思想的集合，因此是企业
文化提炼的要素，你的员工也会复制，因此时刻要提醒自己怎么做才更好，为什么要这样做。
4、这次绩效面对面经历的就是人间炼狱，不是借假修真，就是借真修真。借助一句歌词：是多么痛的领
悟…….
5、这次课程好像某位老师说，老板是最没有资格可以爆发控制情绪的人。可是老板也是人，活生生的有
七情六欲，40位在场的老板都哭了，只有身处这个位置的人最知道，有时候是多么无助与可怜，去年我有
次在现场听一个老板发言，宁波某上市公司的老板，每年要在员工面前摔坏好几个手机，多么的无奈。怎
么还不让我们发泄，求解！！！
3点收获：
1、绩效不是为了为难员工，也不是为了扣钱，而是每个岗位上的核心工作要素的量化的标准化。
2、绩效能够让好的人做的更好，让差的人知道差距在哪里。
3、文化看起来是虚的东西，其实是虚实结合的东西，是企业老板带动员工的行为，最后形成的一种风
格，比如马云就代表阿里的文化，而我们看到的阿里的员工的行为也是阿里文化的一种体现。
 
1点落地：
逐步落实好绩效管理。与员工面谈，再合理定好关键指标，最后落实，让员工真正明白绩效考核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