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的健身房人气寥寥，不用
排队等跑步机，按下“开始”，漫不
经心地跟着机器的频率慢跑，听着
耳机中曼妙的音乐声，十分惬意。
红色计时器一分一秒地走动，半小
时过后，汗腺躁动，感觉时间越走
越慢，音乐不再悦耳，机器的“咔
咔”声也变成噪音，努力说服自己
再坚持十分钟，却发现每一秒都那
么困难。此刻的内心如此复杂而煎
熬：离目标还差十分钟，必须凭意
志努力地去完成；过程却是如此艰
难，每一步都伴乱了节奏的呼吸
声，这样的坚持有何意义？就在这
样纠结的思考中拖着趿拉的脚步
越过了漫长的十分钟。

这种体验让我联想到稻盛和
夫先生的《干法》一书，虽是站在经
营管理者的角度阐释人生观中的
劳动观、工作观，以自身经历告诉
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如何投入工作
以及工作的态度，但反映的却是最
朴素的人生哲理观，就如同我是否

应该坚持最后的十分钟跑步以及
坚持的意义一般。

从大学步入社会、走上工作岗
位，似乎在按部就班地履行一般的
人生轨迹。可在夜深人静之时，思
考会令我们痛苦不堪，我为什么要
工作，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工作，该
如何地工作？或许《干法》会告诉我
们答案。

稻盛和夫先生告诉我们，人工作
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心志。乍看，未免
过于冠冕堂皇，工作不就是为了赚钱
养家生活嘛？细想，这并没有错，赚钱
的确是工作的目的之一，但并不是最
终目的，工作的意义在于通过长时间
的不懈努力，磨砺自己的心志，培养
厚重的人格，在生活中沉稳而不摇
摆。这就是一种信念，支撑你持续一
往无前的动力。

而对于自己选择的工作，不要
“朝三暮四”，应该迷恋、热爱、拥抱
它。很多人，特别是像我这般年纪的
小青年，兴趣多变，不善于将心思集

中在一件事情上，于是跳槽成为家常
便饭，然而对于一件自己都不甚了解
的工作，谈何喜欢或不喜欢？所以在
躁动之前，先潜心下去，专心研究。对
于我现在所从事的财务工作，也许很
多人想到的就是枯燥乏味，然而我认
为财务工作恰恰很能锻炼一个人的
心志，让人稳重谨慎。潜心钻研、改变
心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你就
会爱上自己的工作。

对于如何工作的阐释，是稻盛
和夫先生《干法》的精髓。首先，需
要我们拥有强烈而持久的愿望，并
把这种愿望渗透到“潜意识”里。我
理解为，我们首先要有目标和计
划，就如同高等数学里的积分，先
把工作中的细枝末节用积分整成
一个看上去简单的积分式。从管理
学的角度说，这就是目标管理，它
以目标为导向，以人为中心，以成
果为标准，使组织和个人取得最佳
业绩。对于财务工作者而言，需要
我们树立正确的劳动观，谦虚、谨

慎、精确、踏实，树立高要求的工作
目标，及时准确完成财务工作，满
足财务信息质量要求，为企业的各
提供决策所需信息。此外，工作更
是需要持续付出不亚于任何人努
力的微分过程，如同在目标这个积
分之下的导函数，无限地微分下
去，永无止境……现在的每一瞬
间，都与未来相关，都左右着未来
的结果，正如我在跑步机上那一步
步的积累，组成了整个锻炼的过
程，直接左右我最终的锻炼目标和
结果。

最后，分享稻盛和夫先生的一
句话：“让成功持续的所谓‘干法’，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无私’，就是抱
着无私之心去工作、去做事。”我认
为就是抱着纯粹之心，不要有任何
杂念，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每一件
工作，致力于创造性地提高自己的
工作效率，完善自己的工作方法。
动机至善，私心了无。

（财务会计部 汪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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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速 览

●浙农集团获省商务厅信息
报送三等奖 日前，浙江省商务厅
下发《关于表彰 2016年度浙江省
市场运行监测信息报送主管部门
和样本企业优秀信息员的通报》，
浙农控股集团获得市场运行监测
信息报送主管部门三等奖，浙江惠
多利、金泰贸易、临安惠多利、衢州
惠多利等样本企业的信息员许云
飞、查赞平、徐步俊、樊永军获得优
秀信息员荣誉。本次获奖信息员在
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做好相
关信息报送工作，为省商务厅掌握
市场运行情况，分析研判市场趋势
提供了参考和依据，受到了省商务
厅的肯定。

（办公室 徐寅杰）

●新安化工客人到访浙农 1
月下旬，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董事林
加善一行到访浙农集团，受到浙农
控股集团董事长汪路平、浙江农资
集团总经理助理陈志浩等人的热
情接待。双方共同听取了中农在
线、农飞客、贝兜（互联网金融）等
项目的介绍，就有关合作项目进展
及合作意向进行了深入交流。新安
化工集团总裁助理王亮、农飞客总
经理孔建强、金泰贸易总经理蔡康
华、中农在线董事长裘进等人参加

了交流。期间，林加善一行还参观
了“浙农视界”企业形象展厅，对浙
农企业文化表示高度赞赏。

(通讯员 章珺彧)

●新昌县供销社主任俞志仁
考察新昌惠多利 2月 14日，新昌
县供销社主任俞志仁率队到新昌
惠多利考察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
工作。俞志仁查看了新昌惠多利存
放农药废弃包装物的琅珂仓库，肯
定新昌惠多利在回收农药废弃包
装物、保护生态环境上做出的努力
和取得的成绩。他希望新昌惠多利
继续高度重视回收工作和周边环
境管理，提高回收物压缩处置的环
保性、安全性，保障操作人员身体
健康。俞志仁还对即将开展的春耕
备耕活动提出要求。据了解，自去
年 5 月中标新昌县农药废弃包装
物回收项目以来，新昌惠多利回收
废弃包装物金额已逾 200万元。

（惠多利 周善忠）

●石原金牛春节期间忙推广
春节期间，石原金牛销售团队在销
售总监的带领下在海南陵水开展
产品普及推广活动，通过走访经销
商、拜访零售店、发放资料、现场讲
解等方式进行产品推介。截止 2月

5日，共接待咨询农户 3360人，走
访种植大户 28户，发放技术资料
1200 份，科佳、福帅得、沃家福、隆
施等产品的销售较去年同期有大
幅增长，其中公司杀菌剂的市场份
额在当地占 50%以上。海南陵水是
“圣女果”的主产区，种植面积达 6
万亩，疫病、白粉虱等病虫害发生
严重，为石原金牛重点开发市场。

（石原金牛 刘晶晶）

●明日软包获不二家“十周年
金牌供应商”称号 2月 11日，不
二家（杭州）食品有限公司授予明
日软包装公司“十周年金牌供应
商”称号并颁发奖杯。作为不二家
公司的核心供应商，明日软包装公
司与其合作已达十周年，目前供货
份额达到其总额的 43%。得益于良
好的合作关系，2016年，明日软包
装在维持原有品种的基础上，为不
二家开发 11个新品，全年包材供
货额超 1500万元。

（明日控股 刘华）

●新光公司获所在地政府表
彰 2月 13日，从萧山所前镇召开
的奋战 2017暨“打造所前铁军，再
谱发展新篇”主题会议上传来喜
讯，新光公司荣获该镇“2016 年度

突出企业贡献奖”、“十强企业”等
荣誉称号。会议勉励受到表彰的先
进集体，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和
更加高昂的拼搏精神，为建设“三
生融合”新所前而努力奋斗。

（通讯员 周红）

●华悦物业获评湖州市“服务
业百家优强企业” 近日，湖州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公布《关于表彰
2016 年度湖州市工业行业隐形冠
军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湖政办发[2017]6号），浙江华悦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荣获“2016年度湖
州市服务业百家优强企业”荣誉称
号，成为物业管理行业的 5 家获奖
单位之一，也是安吉县唯一获此殊
荣的物管企业。 （通讯员 包菁）

●四川华都获评“新兴房地产
业纳税十强企业” 近日，四川华
都传来喜讯，该公司获得由成都市
武侯区人民政府颁发的“2016年度
新兴房地产纳税十强企业”荣誉称
号。四川华都进驻成都房地产市场
十余年，在自身规模和效益不断提
高的同时一直秉持“诚信经营，依
法纳税”的宗旨，助推城市发展，取
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华都股份 姚珺妍）

●建德农批市场全力保障“菜
篮子”供应 今年春节期间，作为
建德当地唯一的大型蔬菜批发供
应基地，建德浙农农副产品综合批
发市场提前准备、全面筹划，保障
了春节期间建德“菜篮子”的充足
与安全供应。春节前夕，建德市委
书记童定干还率相关部门人员对
市场进行检查，并对市场各方面的
工作给予了肯定。在做到农副产品
“有序供应、保障安全、平抑物价”
的同时，农批市场也利用春节假期
积极做好宣传推广工作，着力提升
市场的知名度，取得良好社会效
应。 （浙农实业 潘扬扬）

●浙农茂阳开启首次营销培
训 2月 10日，浙农茂阳第一次营
销培训活动在诸暨开展。公司董事
长许航维、总经理陈栋铭及 40 余
名来自总部及分子公司的营销人
员参加了此次培训。许航维对营销
工作提出要求，并表达了对公司营
销工作顺利进行的信心和期望；陈
栋铭结合自身营销经历，向参会人
员生动讲述了浙农茂阳从一个小
小的养猪场发展成长的历程；营销
中心负责人也现身说法，分享了营
销创新经典案例。

（通讯员 郑菲芸）

通讯员 庞琦佩
2月 12日，奥运健儿傅园慧

交车仪式在金昌汽车集团旗下浙
江金湖宝马店隆重举行。凭借着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一战成名的泳
坛名将傅园慧从宝马东南区区域
销售总监周翔先生手中接过
BMW X6的新车钥匙，正式成为
BMW家族一员。

傅园慧表示：“当我第一眼看
到 BMW X6的时候，就觉得她的
外观设计简洁流畅。在我看来，它
充满自信与激情，激励着我在今后
的比赛中不断超越自己。”

源于对激情和梦想的共同追
求，BMW品牌与奥林匹克运动之
间一直有着不解之缘。多年来，
BMW 品牌活跃在包括奥运赛场
在内的多项体育赛事中，志在传播
积极向上、乐观进取、永远充满激
情和梦想、并为之不懈努力的生活
态度。十四年来，浙江金湖也在不
断传承与创新，为每一位 BMW车
主提供优质服务。

相约浙江金湖
———BMW X6为傅园慧再添洪荒之力

浙江农资 吴晨
1月下旬，浙江经贸

职业技术学院发展理事
会理事二届一次会议在
学院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了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
告，理事会章程、选举办
法等议案，并选举产生了
理事会第二届理事长、常
务副理事长、副理事长、
理事以及秘书长。浙江农
资集团被选举为经贸学
院发展理事会理事单位，
董事长汪路平当选为发
展会理事。浙江农资集团
总经理李盛梁代表出席
会议并发言。

李盛梁总结回顾了
近年来集团在推进系统
校企合作方面的主要工
作和成效，充分肯定了校
企合作在满足集团多元
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性，并希望与学院进一
步深化系统合作，实现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
惠双赢”的发展目标。

据悉，该发展理事会
为“以供销系统为依托、
以学院为主体、以政府为推手、企业深度参
与”的“校、社、政、企”四方合作平台，旨在促
进四方资源交互和信息交流，更好地深化校
企合作，促进产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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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 读
工作的微分与积分

———读《干法》有感

办公室 金莉燕
春节刚过完，顺丰快递下沙中

转场已然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
景象，一辆辆五十铃快递货车陆续
驶进中转场。在这里忙碌的除了顺
丰的快递小哥，还有驻点在此的金
诚汽车五十铃维修技师。

金诚汽车下属金庆铃 4S店自
2003年起便经营五十铃商用车，一
直以来致力于为浙江省内园林、城
管、邮政、烟草、电力等重要单位提供
五十铃商用车和售后维修服务，目前
已是华东地区最大的五十铃经销商，
拥有强大的售后服务能力。
“2005年之后，国内物流企业

迅速崛起，物流商用车的销售和售
后维修业务成为一片新蓝海，金庆
铃逐渐把注意力放到这块新市场，
开始致力于扩大物流企业商用车
的销售和售后维修业务。”金诚汽
车副董事长、总经理曾跃芳说。作
为国内具有影响力的知名快递公
司，顺丰快递的五十铃商用车数量
庞大，其日常保养和维修量也非常
可观。2016年 10月，经过深入协
商，双方决定扩大合作，金庆铃 4S
店派遣技师进入顺丰快递下沙中
转场驻点，为下沙中转场和杭州萧

山机场的 200 多辆顺丰快递商用
车提供维修保养服务。

一直以来，金诚汽车坚持价格
透明、服务至上，以过硬的技术实
力赢得客户的信任。商用车与私家
车功能定位不同，加上快递行业的
特殊性，时效要求非常高，金庆铃
的技师经常不分昼夜为顺丰快递
提供上门维修服务。2016年夏天的
一个晚上，技师们刚从苏州开完会
回到杭州，就接到顺丰快递驻杭州
萧山机场管理人员的紧急求助：一
辆从上海开往杭州的货车抛锚在
沪杭高速海盐段上，而车上的货物
必须在第二天一早运达杭州。此时
已经是晚上 22:00点左右，接到求
助后，技师们没有丝毫犹豫，随即
驱车赶往海盐，在几个小时之内排
除了故障。第二天一早，货车准时
到达杭州，避免了更大损失。
“金诚汽车跟顺丰快递的合作

其实早在 2007年就开始了。从最
开始前往萧山机场提供上门服务，
到现在进入下沙中转场站驻点服
务，业务合作规模在不断扩大，维
修金额也从最初的一年 20多万元
上升到现在的近 300万元。”金诚
售后维修总负责人何新强说，特别

是驻点以后，顺丰车辆维修台次明
显增加。2016年，金庆铃维修五十
铃商用车达 7000多台次，其中顺
丰快递的车辆占到 50%以上，维修
金额占五十铃维修总额的 25%。

合作十年以来，除了先进的检
测和维修设备，金庆铃售后维修的
技术实力也得到了顺丰总部的充
分肯定。2016年，顺丰快递温州地
区的车辆时常出现一些不常见的
故障，在当地多家修理厂多次返修
之后仍不见改善。无奈之际，顺丰
总部车管人员邀请庆铃工厂技术
人员前往温州排查故障，也未找到
原因，出现故障只能更换配件。在
这批车子到达杭州萧山机场中转
时，金庆铃安排资深技师为这批车
子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保养检修，结
果在检修中发现整批车子都被人
为动了手脚，导致经常出现一些不
易发现原因的故障，返修率大大提
高。顺丰温州部的负责人迅速将此
事反映到深圳总部，顺丰总部对金
庆铃的技术力量表示非常赞赏，主
动提出在温州永强中转场设置维
修点，希望金庆铃能派技师长期驻
点维修。2016年 9月，金庆铃派遣
技师从杭州赶往温州驻点，为永强

中转场的 59辆顺丰商用车提供维
修保养服务。在该维修点设置完成
后，中转站的顺丰车辆故障率大大
降低。与此同时，温州速运的另外
200多辆商用车也在积极与金诚谈
合作，希望能增设维修服务点。
“虽然与顺丰的合作已经由来

已久，但是真正扩大合作在 2016年
下半年。现在除了杭州和温州市
场，我们也在商谈宁波、金华等区

域市场的合作。”曾跃芳说，这些地
区维修点的设置，能形成集聚效应
和品牌效应，除了顺丰的商用车之
外，也会吸引周边一些商用车前来
维修，逐渐扩大辐射面。

目前，金诚汽车售后维修部门
通过‘老带新’的方式，加快技师培
养速度，争取为外地市场驻点提供
充足的后备力量，希望在 2017年与
顺丰的合作能跃上新台阶。

直击一线

服务吸引客户 技术赢得信任
金诚汽车助力顺丰快递十年

金诚汽车技师在维修顺丰快递车辆

题记：所谓人生，归根到底，就
是“一瞬间、一瞬间持续的积累”，
如此而已。而所谓工作，简而言之，
就是拥有规划、富有强烈愿望的积
分，同时持续付出不亚于任何人努
力的微分过程，如此而已。

华都股份 吕立强 吴明仙
2016年 12月，龙游华都首府

项目 1073套住宅全部交付，历时三
年开发建设的项目完美收官。

面对“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
鱼”的地产格局，华都股份提出了
“3、6、12”运作模式，即拿地后 3个
月开工、6个月开盘、12个月实现资
金平衡，并在龙游首府项目首次试

点。龙游首府项目于 2013年 11月
30日竞得地块，2014 年 2月 19日
开工建设，2014年 6月 2日开盘销
售。经过近三年的高效运作，项目
已经圆满完成既定目标，成为华都
股份探索高周转模式的样板项目。

工作前置是实现高周转的关
键，龙游华都以“团队前置、定位前
置、方案前置和招标前置”手段确

保了高周转的实现。团队前置，在
拿地之前，项目核心团队已基本确
定；定位前置，将销售做在规划之
前，在定位上以满足快销为目标，
致力于打造适销产品。龙游华都结
合当地房地产市场实际，在产品结
构上以“首改 +再改”为户型定位，
确保客户对主力户型最大程度的
接受；方案前置，在拿地之前，首府
项目方案已接近报批程度，拿地后
1周内组织营销、工程、造价等部门
召开联席会议，加快讨论确定、加
快协调，加快规划方案报批；招标
前置，招标之前组织对总承包、土
方、桩基单位等进行前期考察，大
大提高招标工作效率。另外，为缩
短开发周期，合理安排工期，首期
先建设多层，将地下室建筑放置在
二期，确保了产品按期开盘上市。

龙游项目部的成功离不开营销
模式的准确定位，更离不开一群全力
以赴的销售员。公司营销部于 2013
年 12月底正式组建，部门里大部分

是女员工，正是这一群“娘子军”，成
为了销售线上的主力军，扛起了首府
项目楼盘的销售重任。营销团队的女
员工们拿出巾帼不让须眉的决心，主
动离开舒适的售楼中心，走到龙游主
城区的大街小巷，不论风吹日晒，对
整个龙游市场进行了“地毯式”布控。
一整天下来，嗓子讲哑了、皮肤晒黑
了，他们自嘲说：“黑就黑点儿吧，只
要另一半不嫌弃就得了。”从坐销到
行销的转变过程中，首府的“娘子军”
创造了一种新型营销模式———“千人
金种子”，即寻找有效客户带动邀客
销售。很多“金种子”客户被她们的真
诚努力所感动，也切实感受到了项目
的优异品质，只要身边朋友咨询购
房，毫不犹豫地推荐华都首府。营销
部通过以客户积累为主的营销策略，
用“客户金种子”、“圈层经济人”、“销
售日志”等新型营销手段努力开拓销
售渠道，同时在项目现场打造售楼
处、样板房，在城市中心设展厅，吸引
更多客户前来。

凭着营销人员这种舍小家顾大
家的奉献精神，龙游首府项目实现了
更快销售，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一
次次创下了龙游房地产市场的历史
新高，项目首次开盘当日便销售 126
套，去化率近五成，在龙游房地产市
场创造了最高纪录，让政府领导、业
界同行和购房业主惊叹不已。正是这
种“快销售”的节奏实现了快速达到
资金平衡的目标。龙游首府项目团队
也因此获得了多项荣誉：两次获得集
团“优秀团队”的称号；2015年上榜龙
游县“经济贡献五十强”；项目营销团
队还获得了 2016年浙江省“巾帼文
明岗”荣誉称号。
“3、6、12”快周转模式考验的不

仅是一个项目的快落地、快周转，
更是对一个项目部的前期战略眼
光、政策把握能力以及对合作单位
资源整合能力的考验。龙游首府
“3、6、12”模式的成功试点，也成为
华都房产实践探索最宝贵的经验
之一。

3个月开工 6个月开盘 12个月平衡资金
龙游华都首府项目成功试行高周转运作模式

龙游首府

办公室 陈江
2016 年，控股集团公司围绕“十三五”

规划（下称“规划”）目标，主动适应新常态，
融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销社综合改革
实践，加快转型创新步伐，努力培育新增长
点，保持了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各项工作普
遍取得了好于预期的成果。据初步统计数
据显示，2016 年集团汇总销售规模 430.7
亿元，同比增长 9.0%，完成规划年度确保
目标的 107.5%；报表汇总利润 8.6 亿元，同
比增长 10.3%，完成规划确保目标的
110.3%。

农资板块主动融入农业供给侧改革，
积极顺应“肥药双控、减量增效”的行业趋

势，一方面主动控制经营规模、调整经营
结构，另一方面加大新型高效产品推广，
加快重点项目设施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
提升工业生产水平，实现了在逆境中的稳
步转型目标。全年农资板块实现销售规模
68.8亿元，效益水平保持稳定。汽车板块
持续加大了并购力度，并以较高的管理和
服务能力赢得市场，销售规模达 111.7 亿
元，销售汽车 3.2 万辆，维修收入超 13 亿
元，经营效益再创新高。塑化经营相对精
准地把握了市场节奏，并充分运用期现货
结合手段控制经营风险，保持了高基数上
的高增长，塑化商品经营规模接近 190 亿
元，贸易量达 290 万吨，利润亦实现较大幅

度增长。房地产开发项目加速去化，各住
宅项目普遍销售良好，综合体开发进展顺
利，全年房地产签约销售 38 万平方米，同
比增长 19%，年末存量面积 12.6 万方，减
少 40%。金融投资板块日益壮大，业态涵盖
了固定收益、基金管理、小额贷款、互联网
金融等领域，年末管理资产规模近 20 亿
元。外贸板块实现进出口规模 5.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6.8%。

2016年集团在业态延伸和体制改革上
也加快了步伐，成功介入农产品配送业务、
设立不良资产处置公司和互联网金融平台
的正式上线等重大事件，使集团业务结构
朝着“十三五”规划设定“两融两创”目标更

进一步；收回小股东股权、试行子公司股权
市场化，使集团继续朝着对接资本市场的
目标稳健前行；江虹路园区项目选定设计
方案、明确招商原则，一个足以支撑浙农未
来数十年发展的创业空间即将呈现……

告别硕果累累的 2016 年，浙农豪情满
怀地继续行进在创业路上。当前，各经营单
位 2017 年目标已经基本明确，根据汇总情
况来看，仍然有望超额完成规划设定的经
济目标。今年元月，集团销售规模达 40.2
亿元，同比增长 24.7%。我们有理由相信，
只要坚持目标不动摇、齐心协力不彷徨、创
新创业不停歇，浙农发展必将不断取得突
破，“十三五”蓝图必将变为现实。

“十三五”开局良好 浙农创业再掀高潮

工作人员为傅园慧介绍 BMW X6的发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