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量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试题
考试科目代码：810

考试科目名称：管理学原理

所有答案必须写在报考点提供的答题纸上，答在试卷
或草稿纸上无效。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计 20 分）
1.古典管理理论产生的重要社会背景是（

）。

A 劳资对立

B 工厂制度建立

C 产品质量问题严重

D 生产安全问题突出

2.现代管理认为，管理的核心（实质）是（
A 提高工作效率

B 协调

）。

C 组织

D 优化配置资源

3.在管理实践中，下列各种关系中，在组织中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的是（
A 主管人员与下属的关系

B 组织内一般成员之间的关系

C 组织内群体之间的关系

D 行政部门与业务部门的关系

4.霍桑实验直接为（
A 人际关系

）学说提供了实践论据。
B 决策理论

5.主张进行五项修炼的是（
A 企业再造

C 管理科学

D 经验管理

C 人本管理

D 决策

）理论。

B 学习型组织

6.从根本上说，分权是（

）。

A 职权在不同管理层次上的分配

B 职权在同一组织层次上的分配

C 职权在不同管理部门间的分配

D 职权在横向与纵向上的分配

7.罗伯特.卡茨指出，随着管理者管理阶层的提高，（
A 人际

）。

B 技术

C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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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的重要性随之提高。
D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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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领导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根据（

）选择、调整领导方式。

A 下属成熟程度

B 任务结构化程度

C 组织生命周期理论阶段

D 企业文化特点

9.直线制的主要弊端的是（

）。

A 过分集权、机构重复

B 管理混乱、效率低下

C 容易失控、机构重复

D 过分集权、效率低下

10.“报喜不报忧”是常见的一种不良沟通行为，其直接原因往往是（
A 信息发送者的信息过滤

B 信息接收者的信息过滤

C 噪音干扰

D 沟通方式不当

）。

二、简答题（每小题 8 分，共计 56 分）
1.简述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联系实际谈谈该理论的管理启示。
2.赫伯特∙西蒙创立了行为决策理论，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命题。简述“有限理性”假设
主要观点。
3.简述彼得∙德鲁克的“目标管理”主要思想。
4.什么是权变？在管理实践中为什么要坚持权变原则？
5.简述头脑风暴法的特点及注意事项。
6.什么是组织的扁平化？扁平化作为组织发展的一种趋势，它应具备什么条件？
7.简述领导者影响力的构成及其来源。
三、论述题（每小题 20 分，共计 40 分）
1.列举古典管理阶段代表性管理理论，阐述古典管理理论的历史地位。
2.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必须懂得如何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时间（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
的管理者》），请联系实际分析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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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析题（第 1 小题 10 分，第 2 小题 10 分，第 3 小题 14 分，共 34 分）

董明珠的管理之道
董明珠 1954 年出生于南京一个普通家庭，兄弟姊妹七人她最小，1994 年出任格
力营业部部长。在董明珠这段任职时期，发生了一件轰动的事，即格力员工被打事件，
董明珠对此事发飙，并对打人方发出非把你废掉不可的言论。而董明珠的管理绝招也
在这个事件中有所体现。
有个 2000 多万的货要发到格力，但这里面有瑕疵，不符合质量标准，格力负责的
员工要求退货，供应商就雇了三个人把这个员工堵在格力门口打了。董明珠知道后对
这个员工说：立马报案，通知安全部，通知你的领导。员工对董明珠说：他报告了，
但副总说现在这个治安不好，让他晚上注意。董明珠直言被打员工晚上天天都要加班，
怎么注意呢，领导说句注意安全就处理完事情了？在第一时间报警后，董明珠就让治
安部的人 24 小时跟到公安后面把这个案子破了为止。董明珠事后做了两件事：第一，
取消这个供应商给格力配套的资格；第二，这个副总被辞退了。
扛得住业绩，保得了员工，这才是真正的董明珠的霸道。然而就是这样霸气、快
言快语的董明珠，却让众多员工对她服服帖帖。社会传言“董明珠每天发飙训员工十几
次”，面对这样凶悍的领导，有格力员工曾表示，“我对这里的感情很复杂。我们的不
满，只能通过骂董大姐来发泄。但如果让我们投票谁来管理格力，相信周围的人还是
会投她。”
1995 年董明珠成为格力的销售总监，在她领导下，格力电器从 1995 年至 2005 年，
连续 11 年空调产销量、销售收入、市场占有率均居全国首位，被空调界同行及新闻媒
体誉为“格力模式”，其独创性的区域销售公司模式还被经济界、理论界誉为“二十一世
纪经济领域的全新革命”，并被评为“广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优秀成果”，竞争对手形容
她“走过的路难长草”。
董明珠是个雷厉风行的女人，她的员工都“怕”她，但又由衷佩服这个上司。员工
回忆当时董明珠立了个规矩，上班时间不能吃东西，早晨不准迟到。董明珠的办公室
是透明玻璃的，每天都会看着她们，所以最开始我们解决了迟到的问题，但不吃东西
的事情，员工都觉得董明珠可能是说说而已；有一天员工正在吃的时候被董明珠看见
了，这时候下班铃声刚好响了，董明珠走过来问她们，你们嘴在吃东西的时候铃还没
有响，所以一人罚款 50 元。那时候在后勤工作的人员，最高的工资也就是 800 块钱（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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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0 块钱对她们来讲还是蛮心痛的，个个都求饶，但董明珠坚决让她们罚款。这
件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一下子就改变了大家；到现在为止，格力公司员工绝对不
会带吃的到公司来。
董明珠不畏权威，非常有原则；她在自传《棋行天下》中，写过这样一句话：“越
是单纯的东西，越需要百倍的努力去捍卫它。” 2007 年，董明珠出任格力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当时格力总经理从广西带来一个人，专门负责开票，想给谁开就给谁开。
董明珠回去后马上对她的账目进行清理，发现了重大问题，董明珠罚她 100 块钱(她的
工资是 800 块钱)，并且在全公司通报。针对这个问题董明珠就立了一个规矩，你开票
的没有权力给谁发货，财务通知你给谁发货你才能开单。这个制度定下来以后无形之
中把她约束了，她就做不了假，也不可能搞关系。董明珠管理上“不近人情”，商战上“霸
道”，家庭上人情冷暖。董明珠表示：“人的心胸有多大，就会做多大事”。企业的一把
手可以决定企业的生存，这很重要”。
董明珠这个与“格力”、“空调”画等号的女人，无论做空调，还是卖空调，都推向
一种极致状态——投入巨资自主研发，自己掌握核心科技。董明珠虽然是搞销售出身
的，但她对技术人员是极度重视的。她表示在格力，技术人员的工资可以比总裁高，
只要你有真本事。现在的格力深深打上了董明珠的烙印，强调核心技术，强调工业精
神。而曾经的格力并非如此。在中国，99%的家电业都有与外资合资的背景，将别人
的技术转化为自己的产品。在格力崛起之前，空调业的核心技术掌握在日本大金公司
手里，格力也曾经上门虚心求教，想出高价购买多联式中央空调的技术，不料日本公
司说，这种技术我们是不会卖的，因为它现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日本人的话让
董明珠深刻意识到：跟外资合作无非是别人将即将淘汰的技术给你，而她们会有更新
的产品、更新的技术与你竞争，而且还能用这些淘汰技术获得另外的收益。“只有走中
国创造之路，才能有中国制造的天下。一个企业要生存必须要有研发，否则就会在竞
争中被淘汰出局。”这让格力在痛定思痛中开展了自主研发之路。
目前格力研发中心有 4 个特殊的实验室，分别研究在微生物、雨打、噪音及模拟
环境中对空调运作的影响，模拟环境设计了从高温 80℃到零下 30℃时空调温度、湿度
及风速的运转情况。正是有了这种前期准备，格力在新疆克拉玛伊市场已经占到了 80%
以上的市场份额。而在前几年的南方炎热天气时，格力空调也经受住了考验。又如，
董明珠的市场嗅觉很灵敏，她经常给技术人员出难题，比如电的价格太贵，可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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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用电的空调吗？经过无数次实验，烧坏了无数电机，最后格力还真研发出来了太
阳能光伏空调。正是有了在技术研发领域疯狂甚至不计成本的投入，才有了格力今天
的市场地位。
董明珠常说，狠不是为难别人，是为难自己，不仅体现在核心技术必须过硬的要
求上，也集中体现在格力关于质量的《十二条禁令》和管理的“八严方针”上。这在格
力内部也经历了几个阶段：最早的是“8 年不回头”，就是 8 年消费者不回头；后来董
明珠又提出了“6 年免费服务”，强调“没有售后服务的服务才是最好的服务”。甚至在格
力的生产车间及实验室里，随处可见体现着“董氏风格”的标语，“工业精神就是要精益
求精”、“绝不拿消费者当实验品”、“创造不需要售后服务的产品才是好产品”、“严禁返
修机进入市场”等等。还有一个例子，珠海的质检机构多次和格力表示会多多支持企业。
董明珠却一口否决：“最大的支持就是质检，哪怕产品有一点点问题，你就给我退回来。
放一马，就是伤害，对我最挑剔，就是对我最爱护。”董明珠对员工的严格要求和对质
量的严厉把控，保证了格力空调的高质量。
董明珠在商业女性领袖之路上一往无前，多次因为她的贡献而获得荣誉。2003 年
1 月，董明珠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2005 年 11 月，再次荣登美国《财富》杂志评
选的“全球 50 名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强人”榜；2006 年 3 月，荣获“2005 年度中国女性
创业经济大奖”；2013 年，当选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14 年，被联合国正式聘为“城市
可持续发展宣传大使”；2015 年，进入全球 50 大最具影响力女性排名。
2019 年 1 月 16 日，董明珠再次当选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和法定代表人，她精
彩的人生奋斗之路还在继续着。
1.评价董明珠任营业部部长期间对员工被打事件的处理方式。
2.根据案例资料，谈谈执行力与企业制度的关系。
3.从董明珠对核心技术的重视和对质量的把控中，可以获得的管理启示有哪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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