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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枫动态 GRANDWAY NEWS 

 

 鹏霄万里 千仞争锋”国枫晋升三位合伙人 

Grandway Law Offices Promote Three Partners 

近日，经国枫合伙人会议批准，决定晋升刘亚玮律师为事务所一级合伙人，晋

升祝振伟律师为事务所独立二级合伙人，晋升施忞旻律师为事务所二级合伙人，业

务涵盖私募基金、跨境投资与并购、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争议解决等多个领域。

目前，部分合伙人手续正在办理中。 

 

“以人为本，人才兴所”是国枫自 1994 年成立以来一贯秉持的经营理念。在

广纳贤士的同时，国枫也重视对各领域人才的培养，竭力为法律人才搭建多元化平

台，给予他们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次内部晋升的三位合伙人，在各自的业务领域均

取得了卓越业绩，具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出色的执业能力，深受客户青睐与称赞。

未来，他们将继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深耕细作，为客户提供更专业、优质的法律服

务，为事务所新阶段的发展持续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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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动态 SECURITIES INDUSTRY NEWS 

 

 证监会：23 项举措支持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和行业 

CSRC Rolls out 23 Measures to Support Hard-hit Areas and 

Industries 

 

5 月 20 日，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支持受疫情影响严重地

区和行业加快恢复发展的通知》。 

《通知》着眼于加大直接融资支持力度、实施延期展期政策、优化监管工作安排、

发挥行业机构作用等四个方面，在企业申请首发上市、北交所上市、再融资、并购重

组、公司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对需要提交的反馈意见、

问询回复、财务资料时限等作出延期等柔性安排等。《通知》主要针对受疫情影响严

重地区和行业以及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

行业。 

 

 

 证监会修订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交易登记结算业务相关规

定 

CSRC Revises Rules on the Registration and Settlement of 

Domestic Securities by QFIIs 

 

近日，证监会拟修订《关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交易登记结算业务有关

问题的通知》，形成《关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

券交易登记结算业务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至 2022年 6月 19日。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一是根据上位法进行相应调整。更新制定依据，将人民币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纳入适用。二是根据货银对付（DVP）改革要求修订相关

条款。删除原文件中关于托管人或证券公司未能承担超买证券的交收责任时，中国结

算扣划托管人指定的、其托管的合格投资者证券账户中相当于超买金额 120%证券的

规定，改为“中国结算有权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进行交收处理及违约处置”。三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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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交易协议的报备对象。 

 

 

 国家外汇局发布进一步促进外汇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有关措施 

SAFE Releases Measures to Further Play the Role of FX Markets 

in Serving the Real Economy 

 

国家外汇局近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外汇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有关措施的通

知》。 

《通知》提出，对客户外汇市场新增人民币对外汇普通美式期权、亚式期权及其

组合产品。已具备对客户期权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可自行开展上述新产品业务。

《通知》还提出，金融机构为客户办理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业务，可根据客户外汇风

险管理的实际需要，灵活选择反向平仓、全额或差额结算等交易机制。用于确定结算

金额使用的参考价应是境内真实、有效的市场汇率。 

 

 

 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出炉 沪深两市发布适用指引 

Both SSE and SZSE Release Guidelines on Issuance of Bonds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panies 

 

上交所、深交所近日发布并实施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相关规则指引，均自 2022年

5月 20起施行。 

其中，上交所指引一是明确发债主体范围，包括科创企业类、科创升级类、科创

投资类和科创孵化类四类发行人；二是明确支持方式，可通过研发投入、项目建设、

并购、运营及权益出资等多种方式投向科创领域，支持核心科创企业融资反哺产业链

上下游，并允许用于置换前期投资；三是明确信息披露及核查规范，对于不同类型主

体及不同募集资金用途，分别提出详细的信息披露及中介机构核查要求；四是明确配

套支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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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CURRENT ISSUES 

 
 

 浅析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范围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Scope of Subjects Prohibited from Holding 

Share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刘浩杰 

2021 年 2 月，证监会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关于申请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

息披露》，要求发行人承诺并披露是否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直接或间

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并要求中介机构针对股权架构为两层以上、无实际经营

业务、入股交易价格异常的公司或有限合伙企业股东层层穿透至最终持有人及对其

股东资格进行核查说明。上交所、深交所随即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关于股东

信息核查中“最终持有人”的理解与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信息核查中“最

终持有人”的理解与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东穿透核查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东穿透核查的通知》，进一步将股东资格核查说

明范围扩大至所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主体。 

实践中，部分发行人为避免影响 IPO 进程，在未完全掌握穿透股权结构甚至未

理解“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包括哪些”的情况下，即盲目承诺披露其不存在

负面持股主体，殊不知因此可能涉及虚假承诺及虚假信息披露情形。 

笔者梳理了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范围，以期共同探讨。 

 

一、自然人主体 

类

别 
主体 规定 

禁

止

持

股 

公务员 

《公务员法》第 59 条第（十六）项，公务员应当遵纪守法，不得违反有

关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

务。 

党政机关干

部、职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

（中发〔1984〕27 号）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党政机关不得使用公款（包括

行政经费、党团费、老干部特需经费等）、贷款以及在职干部自筹资金，

自办企业或与群众合办企业，不得在经济利益上与群众兴办的企业挂在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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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主体 规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

规定》（中发（1986）6 号）第一条规定，党政机关，包括各级党委机关

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隶属这些机关编制

序列的事业单位，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凡违反规定仍在开办的企业包

括应同机关脱钩而未脱钩，或者明脱钩暗不脱钩的，不管原来经过哪一级

批准，都必须立即停办，或者同机关彻底脱钩。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兴办经济实体和党政机

关干部从事经营活动问题的通知》（1992 年 6 月 26 日，中办发（1992）

5 号）第一条规定，县及县以上党政机关（包括党委机关、国家权力机关、

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历来的

规定，不准经商、办企业。 

党和国家机

关（离）休干

部； 

县以上工会、

妇联、共青

团、文联以及

各种协会、学

会等群众组

织的退休干

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退（离）休干

部经商办企业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办发[1988]11 号 1988 年 10 月 3 日）

规定，严禁党和国家机关及机关干部经商办企业，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

贯方针。党和国家机关的退休干部，不得兴办商业性企业，不得到这类企

业任职，不得在商品买卖中居间取酬，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倒卖生产资料

和紧俏商品，不得向有关单位索要国家的物资，不得进行金融活动。本规

定同时适用于县以上工会、妇联、共青团、文联以及各种协会、学会等群

众组织的退休干部。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六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

（离）休后违反有关规定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

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活动，

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后违反有关规定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

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等职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

处分。 

现役军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例》第 114 条规定，军人不得经商,不得从事本

职以外的其他职业和有偿中介活动。 

第 115 条规定，军队单位不得以部队番号、代号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活

动,不得违反有关规定为地方单位或者个人提供不正当的服务和保护。 

《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试行）》第 152 条规定，参与经商或者逃税

漏税，以及参加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广告活动、文艺演出、企业形象代言

和教学科研活动，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记过、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职（级）、降衔（级）、撤

职处分。 

有

条

件

已离职公务

员 

《公务员法》第 107 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

员、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

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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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主体 规定 

禁

止

持

股 

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

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由其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

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

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对领导成员如何定义，《公务员法》第 111 条规定，所称领导成员，是指

机关的领导人员，不包括机关内设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 

领导干部配

偶、子女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

规定》（中发（1986）6 号）第五条规定，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在党

政机关及所属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工作的，一律不得离职经商、办企业；

不在党政机关及所属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工作的，不准利用领导干部的

影响和关系经商、办企业，非法牟利。对违反规定的，要严肃处理。非法

所得，一律没收。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几个问题的说明》

（中办发[1986]9 号 1986 年 3 月 29 日）第六条明确，《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中所说的领

导干部子女、配偶，是指在职和退居二线的县、团级（含县团级）以上干

部的子女、配偶。 

《中共中央纪委关于印发<关于“不准在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

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的解释>和<省(部)级领

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或在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任职

情况登记表>的通知》（中纪发〔2000〕4 号）规定，省（部)、地(厅)级

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

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国有企业领

导人员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第 5 条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

应当忠实履行职责。不得有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以及损害本企业利益的下

列行为：（一）个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和有偿中介活动，或者在本企业

的同类经营企业、关联企业和与本企业有业务关系的企业投资入股；（四）

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以其他委托理财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

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六）未经

批准兼任本企业所出资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介机

构的领导职务，或者经批准兼职的，擅自领取薪酬及其他收入； 

《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实施办法》

第三条规定，中央企业各级领导人员决定或办理关系出资人权益的重大

事项，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有关政策、国有资产监管的有关规

定及本企业章程规定，按照《若干规定》要求，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

策制度。不得有滥用职权、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下列行为：（二）违规进

行投资；（五）未经批准或者经批准后未办理保全国有资产的法律手续，

以个人或者其他名义用企业资产在国（境）外注册公司、购买金融产品、

购置不动产或者进行其他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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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主体 规定 

国企领导人

员配偶、子女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

应当正确行使经营管理权，防止可能侵害公共利益、企业利益行为的发

生。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人，在本

企业的关联企业、与本企业有业务关系的企业投资入股。 

国有企业职

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

意见》（国资发改革[2008]139 号）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国有大中型

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鼓励辅业企业的职工持有改制企业股权，但国有

企业主业企业的职工不得持有辅业企业股权。国有大型企业改制，要着眼

于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满足企业发展资金需求、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提高企业竞争力，择优选取投资者，职工持股不得处于控股地位。 

第（四）款规定，严格控制职工持股企业范围。职工入股原则限于持有本

企业股权。国有企业集团公司及其各级子企业改制，经国资监管机构或集

团公司批准，职工可投资参与本企业改制，确有必要的，也可持有上一级

改制企业股权，但不得直接或间接持有本企业所出资各级子企业、参股企

业及本集团公司所出资其他企业股权。科研、设计、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人

员确因特殊情况需要持有子企业股权的，须经同级国资监管机构批准，且

不得作为该子企业的国有股东代表。国有企业中已持有上述不得持有的

企业股权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自本意见印发后 1 年内应转让所持股份，

或者辞去所任职务。在股权转让完成或辞去所任职务之前，不得向其持股

企业增加投资。已持有上述不得持有的企业股权的其他职工晋升为中层

以上管理人员的，须在晋升后 6 个月内转让所持股份。 

第（七）款规定，规范入股资金来源。国有企业不得为职工投资持股提供

借款或垫付款项，不得以国有产权或资产作标的物为职工融资提供保证、

抵押、质押、贴现等；不得要求与本企业有业务往来的其他企业为职工投

资提供借款或帮助融资。 

第三条第（八）款规定，关联企业指与本国有企业有关联关系或业务关联

且无国有股份的企业。严格限制职工投资关联关系企业；禁止职工投资为

本企业提供燃料、原材料、辅料、设备及配件和提供设计、施工、维修、

产品销售、中介服务或与本企业有其他业务关联的企业；禁止职工投资与

本企业经营同类业务的企业。国有企业中已投资上述不得投资的企业的

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自本意见印发后 1 年内转让所持股份，或者辞去所任

职务。在股权转让完成或辞去所任职务之前，不得向其投资企业增加投

资。已投资上述不得投资的企业的其他职工晋升为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

须在晋升后 6 个月内转让所持股份。 

关于国有企业职工持股的规定，主要在于约束国有企业职工持有对应国

有企业及相关辅业企业的股权，对于持有与该国有企业不相关企业的股

权，并无明确限制。 

银行工作人

员 

《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第 10 条规定，从业人员应当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单位有关进行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规定，不得

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资本市场产品；不得挪用本单位资金和客户资金或利

用本人消费贷款买卖资本市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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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主体 规定 

证监会系统

离职人员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2 号》规定： 

二、发行人及中介机构在提交发行申请文件时，应当提交专项说明，专项

说明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否存在离职人员入股的情形； 

（二）如果存在离职人员入股但不属于不当入股情形的，应当说明离职人

员基本信息、入股原因、入股价格及定价依据、入股资金来源等；离职人

员关于不存在不当入股情形的承诺； 

（三）如果存在离职人员不当入股情形的，应当予以清理，并说明离职人

员基本信息、入股原因、入股价格及定价依据、清理过程、是否存在相关

利益安排等。 

三、不当入股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一）利用原职务影响谋取投资机会； 

（二）入股过程存在利益输送； 

（三）在入股禁止期内入股； 

（四）作为不适格股东入股； 

（五）入股资金来源违法违规。 

七、本指引规范的离职人员，是指发行人申报时相关股东为离开证监会系

统未满十年的工作人员，具体包括从证监会会机关、派出机构、沪深证券

交易所、全国股转公司离职的工作人员，从证监会系统其他会管单位离职

的会管干部，在发行部或公众公司部借调累计满 12 个月并在借调结束后

三年内离职的证监会系统其他会管单位的非会管干部，从会机关、派出机

构、沪深证券交易所、全国股转公司调动到证监会系统其他会管单位并在

调动后三年内离职的非会管干部。 

八、本指引所称入股禁止期，是指副处级（中层）及以上离职人员离职后

三年内、其他离职人员离职后二年内。 

 

二、非自然人主体 

类

别 
主体 规定 

禁

止

持

股 

职工持股会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3 条：…社会团体应当具备法人条件。下列

团体不属于本条例规定登记的范围：……（三）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内部经本单位批准成立、在本单位内部活动的团体。 

《中国证监会关于职工持股会及工会能否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复函》规

定：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政部办公厅 2000 年 7 月

7 日印发的《关于暂停对企业内部职工持股会进行社团法人登记的函》(民

办函[2000]110 号)的精神，职工持股会属于单位内部团体，不再由民政部

门登记管理。对此前已登记的职工持股会在社团清理整顿中暂不换发社

团法人证书。因此，职工持股会将不再具有法人资格。在此种情况改变之

前，职工持股会不能成为上市公司的直接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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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主体 规定 

分公司 

《公司法》第 14 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

公司承担。 

党政机关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

（中发〔1984〕27 号）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党政机关不得使用公款（包括

行政经费、党团费、老干部特需经费等）、贷款以及在职干部自筹资金，

自办企业或与群众合办企业，不得在经济利益上与群众兴办的企业挂在

一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

规定》（中发（1986）6 号）第一条规定，党政机关，包括各级党委机关

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隶属这些机关编制

序列的事业单位，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凡违反规定仍在开办的企业包

括应同机关脱钩而未脱钩，或者明脱钩暗不脱钩的，不管原来经过哪一级

批准，都必须立即停办，或者同机关彻底脱钩。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兴办经济实体和党政机

关干部从事经营活动问题的通知》（1992 年 6 月 26 日，中办发（1992）

5 号）第一条规定，县及县以上党政机关（包括党委机关、国家权力机关、

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历来的

规定，不准经商、办企业。 

有

条

件

禁

止

持

股 

一人公司 
《公司法》第 58 条：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公司。 

事业单位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 29 条：各门行政单位和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不得将国有资产用于对外投资。其他事业单位

应当严格控制对外投资，不得利用国家财政拨款、上级补助资金和维持事

业正常发展的资产对外投资。 

《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第 2 条：党

政机关，包括各级党委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

机关以及隶属这些机关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凡

违反规定仍在开办的企业包括应同机关脱钩而未脱钩，或者明脱钩暗不

脱钩的，不管原来经过哪一级批准，都必须立即停办，或者同机 

关彻底脱钩。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几个问题的说明》

第 2 条：……科研、教育等事业单位……不得从事与本单位业务、技术无

关的经营活动。 

高等院校 

《教育部关于积极发展、规范管理高校科技产业的指导意见》（教科发

[2005]2 号文）中对部属高校做出了如下规定：6．高校要依法组建国有独

资性质的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或从现有校办企业中选择一个产权清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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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主体 规定 

理规范的独资企业（以下统称高校资产公司），将学校所有经营性资产划

转到高校资产公司，由其代表学校持有对企业投资所形成的股权。高校以

投入到高校资产公司的财产承担有限责任。各高校要在 2006 年底前组建

高校资产公司并完成资产划转。 

7．高校除对高校资产公司进行投资外，不得再以事业单位法人的身份对

外进行投资。高校以出资人身份向高校资产公司派出董事会和监事会成

员，董事会和监事会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行使相应职权。 

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法》第 43 条：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

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

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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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所人文 GRANDWAY COMMUNITY 

 

 比内卷更可怕的，是“自我内耗” 

“Internal Friction” is More Terrifying than the “Rat Race” 

                                                              酵研院 

   在日常的工作中，大多数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感受：明明一整天什么也没做，

但就是感觉非常累；别人随口所说的一句话，就让自己整天心神不定；做事总是感到

焦虑，既怕做不成，又怕别人质疑和否定。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经历，说明你正陷入“自

我内耗”之中。只有摆脱无意义的“自我内耗”，你才能快速实现蜕变和成长。一个

人的强大，是从“拒绝内耗”开始的。 

一、内耗，比“内卷”更可怕 

在职场上，有一个大热的词，叫做“内卷”。很多人把内卷等同于内耗，其实这

二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内耗，比内卷更可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内卷是人

与人的竞争，内卷本质是思维上的“囚徒困境”。每个人如同囚徒在困境中，没有其

他选择，为了自身的利益，只能被迫做着零和甚至负和的博弈。比如“996”，有人

想升职，就选择主动加班。你害怕自己不加班显得不努力或者因此被炒，于是也跟着

加起班来。大家都在加班，可是公司业绩并不见得会变得更好，工资也还是那么多。

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变长了，不断自我重复，自我消耗，除了累，一无所得。 

内耗不一样。内耗，是自己与自己的竞争。你不用等别人动手，自己就把自己耗

尽了。内耗一般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1、对人的内耗 

在人际关系中，因为对方反应和自己预期出现偏差，而内心沮丧失望，经常性地

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之中。举个例子，在路上遇见领导，向领导打招呼，可是领

导没有听见，就没搭理。一般人觉得没什么，但有些人就偏要脑补一出职场大戏：领

导为什么不理我？是不是我最近哪里做的不好，惹得领导不高兴了？马上年底了，领

导会不会给我的绩效打低分？会不会扣除掉我的年终奖？他会不会开除我？……职

场中，这类“玻璃心”的员工是很多的，因为别人的只言片语，触发内心敏感的弦，

从而陷入“自我内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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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事的内耗 

做事情总是夸大它的难度，怀疑自己的能力，进而选择逃避做事，将事情一再拖

延，并且越拖延越焦虑，陷入恶性循环。举个例子，老板让做月度报表，你一想到要

统计各项数据，做分析，顿时感到有压力了。你不想去承受这些压力，所以一拖再拖。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开始变得焦虑。最后，你匆匆忙忙做好了一份报表。但做完后，

你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成就感。为什么？因为，你的报表是赶工出来的，质量很差。你

开始担心老板看到你报表的反应，提心吊胆，整天心不在焉，无法从坏情绪中抽离。

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曾经提到一个理论叫“情绪劳动”。大意是指，员工在工作

时展现某种特定情绪以达到其所在职位工作目标的劳动形式。举个例子，航空公司的

工作人员在服务的过程中，必须表现出礼貌和耐心，即使被惹怒了，也要表现出微笑

来迎合顾客。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脑力和体力之外，付出了另外一种劳动，亦即

“情绪劳动”。 

内耗，实际上是一种无效的“情绪劳动”。因为，内耗不但拿不到结果，还会消

耗你大量的体力和精力。当你长期处于心理内耗中，为各种负面情绪的裹挟时，你的

热忱和行动力就会被摧毁，工作不在状态，生活也会越来越不快乐。 

二、三剂解药，拒绝内耗 

长期的自我内耗，会让你心力交瘁，一事无成。如何解决呢？三剂解药，帮助你

拒绝内耗。 

1、不惑于心 

大多数人之所以会陷入“自我内耗”，纯粹是“内心戏”太多。内心戏过多，容

易胡思乱想，就会产生疑虑、惶恐、担忧等各种情绪。怎么办呢？你要整理自己的内

心，不要为不必要的情绪所左右。如何做到“不惑于心”呢？首先，你要找到初心。

你的愿景是什么？你要做成什么样的事情？当你搞清楚自己的初心，找到自己想做、

愿意去做的事情，内心有热爱，就不会迷茫了。其次，给内心做“减法”。想得太多，

内心存储了大量的焦虑、烦躁等情绪，就好像电脑内存条超载，无法运行，适当做减

法，排除无意义的干扰，也能更好地做事情。最后，要做到以终为始。当你往前走的

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和坎坷，但是你要以终为始，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

和远方，多想想自己当时为什么干这个事情？当你能做到以终为始，就能坚定内心，

一直往前走。 

2、不乱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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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时，如何拒绝内耗呢？你要做到“不乱于行”。怎么做呢？有两个法子： 

其一，学会拆解目标。在面对一个高难度的任务时，你不要还没有做出尝试，就

担心自己做不好，就惧怕承担失败的后果。你要勇于尝试，要把心思和精力专注在做

事上。目标太大，那就学会量化目标，把目标分解成一个个阶段性的小目标。当你达

成每一个小目标，取得每一个阶段性的小胜利时，你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和热情去迎接

下一场胜利，从而形成积极循环。其二，养成写 TDL的习惯。事情繁杂，没有头绪。

你可以通过撰写 TDL，列出每日工作事项，让自己知道先做什么，在做什么，合理规

划时间，合理地做事。TDL有三个核心点：通盘思考、要事当先、想不透的事情持续

想。通过 TDL，能帮助你集中时间做最重要的事情， 当事情减少，也会减少你的恐

惧心理，拒绝内耗。 

3、立即行动 

行动，才是治愈内耗最好的解药。自我内耗让你一直在原地打转，会极大地消耗

你宝贵的时间资源和注意力资源，更有可能让你失去一些宝贵的机会。举个例子：你

是一个创业者，你看见了一个商机，但是你却不知道要不要做，能不能做，你害怕会

失败，想做又犹豫不决。结果，就在这不断地纠结中白白错失了商机，然后你又感觉

懊悔无比，陷入自责和遗憾的情绪中，导致手头上的事情也做不好。 

纠结无法创造价值，也带不来任何结果。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每个人

的时间精力都有限的，真正能够用来学习成长、创造价值的时间也就短短几个小时。

如果在这有限的时间里，还不断地陷入纠结和内耗中，哪里还有剩余的精力做事情

呢？大家都知道，乔布斯每次发布会上都穿同样的黑色 T 恤和牛仔裤，扎克伯格同

样颜色的 T 恤也经常买了很多件。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要把宝贵的时

间和精力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纠结于穿什么，不穿什么这些零碎小事上。与

其在内耗中浪费时间，不如立即行动，正如创业酵母创始人俞朝翎所说：“干就对

了。” 

俗话说：“将军赶路，不追小兔”，一个人的强大，是从“拒绝内耗”开始

的，他们懂得把时间和精力专注在重要的人和事上，而不是浪费在无意义的内耗

上。如何“拒绝内耗”呢？你要“不惑于心”，时时整理内心的想法，排除掉干

扰，找到正确的方向；你要不乱于行，在繁复和杂乱中，去做正确的事情；最后，

你要付诸于行动，在行动中享受成功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