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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学院联袂山东大信率先启动
MDP 卓越经理人“转身计划”项目

（海大学院  杨经勇）

 为满足集团业务持续成长发展及中期
战略规划对管理干部人才队伍培养要求，推
动中层管理干部培养体系化、标准化和批量
化。海大学院 2020 年与各大区 / 事业部联
合组织 MDP 卓越经理人“转身计划”，共
同探索中层管理能力快速培养模式，充实和
有序输入集团人才资源池。

本管理技能》、《经理人与组织》启发学员
对管理的系统认知和技能提升。

学习模式上，采用线上线下结合， 更加
突出学员管理行为转化和组织业务绩效关联
度， 学员结合今年某项重点工作任务，以《八
项基本管理技能》德鲁克管理思想和内容统
领学习转化，改善工作质量，置于真实工作
任务中来完成能力提升。海大学院协助大区
/ 事业部建立干部资源池，探索一套可复制
的中层管理能力快速培养模式，其先行的意
义在于：

1、对于大区是优秀人才选拔、挖掘和
培养的项目，训练有素的思想，训练有素的
行为，训练有素的管理干部，人员有提升，
组织有绩效。

2、与大区合作模式，相对于以往抽调
人员回总部培训，特别是导师模式的实施，
在管理层形成思想同频、学习同步，统一管
理言语，掀起学习的浪潮。

3、通过学院点对点的精准帮扶，对于
大区人才培养能力是一次巨大提升的机会。 

人的引导下，把学员与导师带入一个安全的、
敞开的、冥想的环境，面向大海敞开心扉，
分享自己和团队管理的问题和成长期望，促
使学员与导师、领导者之间产生链接和共鸣，
为未来 3 个月项目学习奠定基础，初步营造
班级敢于分享、乐于分享和敞开分享的学习
氛围、安全氛围。

经过前期组织筹备，6 月 14-16 日，海
大学院与山东大信首先启动了 MDP 卓越经
理人“转身计划”项目，并进行了线下第一
期课程集训，项目周期 3 个月，采取线上课
程与线下集训相结合方式。

6 月 14 日晚上，山东大信“转身计划”
正式启动，山东大信总经理刘建兵、海大学
院院长丁振红以及 38 名学员、14 名导师共
同出席了开班启动会。启动仪式中，各位领
导在致辞中寄予了期望和学习要求。

刘建兵总经理从自身参加集团 EDP“未
来领航人计划”项目学习经历的分享，启发
学员对管理本质和管理者职责的思考，触动
学员认知自身管理的问题和欠缺，期望通过
此次项目推动山东大信人才培养工作朝着有
目标、有体系方向去规划和实施， 孵化更
多人才培养项目，挖掘一批优秀管理人才。

丁院长在开班启动会上，引导学员对管
理的反思，务必要三个“转身”：对管理认
知和思维转变，思维转身；从优秀的业务员
转身基层团队管理者；学习与工作任务的联
系，敢于实践转身。对学员和导师提出了三
个要求：与本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改善相结合，
体现组织绩效；辅导下属，摆正管理者角色
认知；相互学习分享，开放接纳的心态。

6 月 15 日晚上，导师与各自带教的学
员分别进行了“导师时间”活动，在培训会
场、酒店房间、海边夜风、茶歇长谈等不同
的场景，交流自身管理问题和制定学习计划，
引导学员思想入位，师生建立感情，大家纷
纷在“海味”MDP 卓越经理人“转身计划”
线上活动区分享与导师交流的心得，从当晚
话题组发布到第二天早晨短短几个小时就获
得超过 3000 的阅读量，随着未来更多大区
启动“转身计划”，将形成一个学习生态圈。

导师通过 3 天与学员同步学习和讨论、
练习，对他们自身管理也是提升，教学相长，
以导师制模式培养管理者的管理者。

项目中为每一名学员都安排了导师，并
细化了导师在每一个学习阶段的具体辅导行
为，14 名导师承担着学员 70% 实践工作的
辅导责任，是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通
过学习同步、思想辅导、行为转化和作业点
评的“导师四件事”，以导师与学员成长进
步融为一体方式，推动学员的学习进度，帮
扶转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员工职务犯
罪问题也愈加频繁，不仅给公司带来经济损 （集团法务部供稿）

一、“转身计划”启动

二、“烛光夜话”
师生畅谈管理问题

开班启动会别出心裁设计了“烛光夜话”
的畅谈活动，摇曳的烛光中，悠扬的音乐，
仿佛置身于夜晚的海滩，倾听海浪，在主持

三、导师与学员
成长进步融为一体

四、 线上线下课程融合，
达到知行合一

五、管理正本清源，
学员收获满满

MDP 卓越经理人“转身计划”项目是
海大学院与大区 / 事业部联袂打造的线上线
下结合的人才培养项目。在线课程涵盖了角
色认知、目标管理、授权、激励下属、指导
工作、评估反馈、有效沟通、持续进步，八
项关键能力动态提升。线下课程以《八项基

第一期集训课程《八项基本管理技能》
采取视频案例启发式教学，在研讨中反思自
身管理，练习强化制定计划、行动与检查、
委派、拟定绩效期望、有效沟通、指导、传
达绩效期望、培训员工这八项管理技能。以
下是部分参训学员的学习心得分享：

学员苏辉：
经过一天的学习，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不

足与短板。为弥补不足我将结合所学完成自
身角色的转变。

第一，思想的转变，之前一直处在一线
品管工作，晋升到管理岗位后，思想没有完
成转变，大多还以品管的方式在开展工作，
通过今天系统的学习深刻认识到什么是管理
者，在组织中能够对组织的贡献负有责任，
能够影响该组织达成的成果，那么他就是管
理者。作为管理者，要学会合理的把工作委
派给下属，为他设定好目标，做好指导，排
除他可能遇到的困难，及时跟进工作进度。

第二，计划是思考的工具，未来可以创
造，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事情都需要计划。
比如，要控制生产质量事故率，制定明确目
标，可以是一个月或者半年不出质量事故，
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生产品管配合，每一个
工序做好沟通，做好工作衔接，下一环节检
查上一环节，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排除可
能的风险，保证完成目标达成。

学员常有为：
通过这次学习，感受颇深，更关键的是

通过反思，自我剖析，认清自我，发现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 由业务员转变成经理，虽
然职位发生了变化，但是角色转变的不清晰，
整天忙于救火，没有精力与时间带团队学习
成长，缺乏目标跟进及过程管控。课后将从

本期课题：虚构订单可认定为“职务侵占罪”海 大 法 苑

以下几点积极调整应用：
1、制定清晰的目标，目标要对上负责，

对下达成共识，做好目标分解，分解到业务
员 - 经销商 - 养殖户。

2、每天要做目标管控，列出任务清单，
做好时间管理，避免忙于救火。

3、发挥员工的长处，把合适的客户资
源委派给有胜任力的员工，员工要对事情负
责，对结果负责，引导员工完成目标，让员
工有成就感。

学员赵永明：
我是去年从大客户部转到市场带团队

的，原来是单兵作战，绩效考核都是自己安
排目标，自己设定客户开发，带团队延续以
前的工作方式，对队员要求也是按照自己的
思路来，前期工作开展就非常困难，就充当
了救火队员的工作，效率非常低。

通过学习以后我找到了原因，计划设定、
对下属培养都做得不够好，导致了我与团队
站到了对立面上，结合课程学习知识重新设
定目标，树立目标意识，培养每个兄弟独立
思考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重新定位自己在
管理岗位上的工作，在委派队员工作时改变
强硬的态度，多激励与沟通，让队员有成就
感，从而实现销量目标的完成。

学员任建坤：
作为管理者应该学会有效的激励委派，

有效的利用时间和精力去提高团队的效能和
自身的领导力，不把你的计划给你的下属你
就不能很好的工作（岗位认知是我们欠缺
的），发挥人的最好效率，才能造成自己的
效率，委派员工计划一定要有激励，我们要
给员工帮助、鼓励，成就感是员工最大的激
励，我们在委派的时候要把责任具体到事情，
结果聚焦。

作为一名技术服务工程师，平时工作中
是没有管理的条件的，但是我们确是管理者，
我们在团队中会以第三者的视角看到很多管
理的案例，在未来我们也会有接受管理的机
会，做好自身的学习和提升，在未来面对管
理时可以更好的的驾轻就熟。

导师刘玉华：
身为管理者却不会管理，然后自己还不

清楚，这是营销团队普遍存在的问题。
海大学院和山东大信共同组织的“转身

计划”第一期课程《八项基本管理技能》2
天线下培训，效果斐然。丁院长说“转身”
的前提是“转思”，思维不变，行为不会根
本性的改变。首先很多同学意识到了自己“大
业务员”的定位错位，开始从管理者的角度
来思考自己的工作。这次培训的课堂气氛非
常活跃，“学”与“练”结合，小游戏穿插，
小组 Pk，抢答积极，很多人迫不及待的想
回到工作岗位上开始应用。

失和负面声誉影响，而且员工也会因触犯刑
法而锒铛入狱、悔恨终身。因此，本期课题
选择“职务侵占罪”作为切入点，让各位同
事了解与公司、企业职员有关的刑法常识。

案例：
张某系 A 公司华南片区的销售负责人，

2015 年 4 月张某通过其亲友了解到 B 公司
正采购一批 A 公司主营产品，通过私下沟通，
张某与 B 公司达成一致承诺其按低于市场价
格向 B 公司出售该批产品，后张某通过与当
地代理商虚构客户订单的方式向 A 公司提货

并将货物转卖给 B 公司，从中赚取差价约
15 万元。后经 A 公司发觉并向公安机关报
案，最终通过法院审理，以“职务侵占罪”
判处张某 1 年 3 个月有期徒刑。 

 普法快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

条规定，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
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
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
为。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 ; 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