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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pidemic situation, the oper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all walks of life were facing many 
challenges and pressures. However, during such a special 
period, Ningshing staffs and their foeign cutomers greeted 
and encouraged each other through SMS, Emails and other 
forms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which showed the warth as 
the sun  and the love of brother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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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控股召开 2019 年度总结表彰
暨迎新联欢会

宁兴控股受邀线上出席第三届进博会开幕式

2020 年 7 月 17 日，宁兴控股 2020 年半年度总经理联席会
议在宁波东钱湖康得思酒店召开。宁兴控股领导班子及来自集
团各公司、总部负责人等共六十多人参加会议。会议由王文彤
副总裁主持。

首先，与会各公司、部门交流汇报上半年运营情况，提出
下半年工作计划和落实措施。黄永增总裁做《创新奋进 攻坚突
破》的半年度工作报告，总结了上半年总体经营情况，并结合
下半年经济形势和集团全年计划目标，提出下半年主要工作任
务和要求。

吴以刚董事长作题为《逆势而上 实现目标》的讲话，高度
评价了各经营板块上半年积极应对疫情的冲击，全力确保集团
整体稳定有序经营，并呈现出多个积极亮点。他就下半年工作
提出要求，并要求各级经营团队要强化“比拼、实干、斗争、
协作”精神，积极弘扬“四知”宁波精神，凝心聚力抓创新发展，
专心专注把宁兴做专做强做大！

宁兴控股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在宁波南苑饭店举行 2019 年度总
结表彰暨迎新联欢会。来自控股总部和各公司近千名员工参加。总结
表彰大会由高屏副董事长主持。会议首先听取总裁黄永增以《持续创
新强动能 品质经营促发展》为主题的 2019 年度工作报告，总结公司
2019年度主要工作业绩，部署2020年度工作任务。吴以刚董事长作《专
注聚焦  同创共赢》讲话，对 2019 年工作予以高度肯定，指出 2020
年是未来十年最重要的开端之年，宁兴各个产业板块要把握机遇，坚
守宁兴经营理念，积极发挥专业化经营优势，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出成
效，齐心打造“同创共赢”的活力宁兴。

会议对2019年度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张磊、
阎剑彬、施晨佳、吴冠中、戴磊、万蓉、朱伟栋、王军、仇松等 9 位
先进代表进行大会发言，就完成 2020 年工作任务和目标做出积极表
态。大会举行了精彩纷呈的迎新文艺演出和新春晚宴，全体员工在欢
乐祥和的气氛中度过了美好时光。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晚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通过视频发表主旨演讲。宁兴控股作为全国十七家重点企
业代表之一，以线上参会嘉宾身份受邀出席开幕式。黄永增总裁代表
宁兴控股以视频方式线上出席，全程观看进博会开幕式。他表示，宁
兴控股将进一步发挥外贸转型升级发展优势，内外贸相互支撑，坚持
贸工研一体化，强化产业链对接，大力拓展高端产品市场、外贸综合
服务和跨境电商市场，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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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互补 宁兴特钢集团与江苏恒力机床
开启全面战略重组合作

宁兴优贝进博会展新姿  推动“双十一”新热潮

宁兴特钢集团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恒力组合机床有限公司
发挥各自优势，于 2016 年成功合作研发圆盘锯项目，并于 2020 年
8 月起开展业务紧密合作，经过共同努力取得预期成果。为进一步
发挥双方优势，整合资源，延伸产业链，宁兴特钢集团与江苏恒力
机床达成共识，决定启动全面战略重组合作，共同打造中国智能高
端装备制造行业的领军企业，并积极推动进入资本市场。

12 月 28 日，“宁兴特钢集团与江苏恒力机床战略重组合作意
向书签订仪式”在江苏恒力机床公司举行。宁兴控股董事长吴以刚、
总裁黄永增、常务副总裁谈正国、副总裁杨晓君、副总裁兼宁兴特
钢董事长王文彤；江苏恒力机床董事长仲秋；宁兴特钢集团总经理
阎剑彬，常务副总、业务合作班子总经理陈亚宁，党总支书记江宁
及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恒力机床和宁兴恒力中高层管理人员
等60多人参加签约仪式。在现场领导和全体参会人员的共同见证下，
恒力机床董事长仲秋和宁兴特钢集团董事长王文彤代表双方签署战
略重组合作意向书，开启全面战略重组合作新阶段。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春秋广交会均采取一站式、全天候、
“云”展会的新模式召开。宁兴控股所属宁兴贸易集团、宁兴金海、
宁兴恒骐3家公司参展。经过2020年 5月、10月两期共20天“云上”
广交近 350 场的直播实战，宁兴控股外贸板块 3 家公司在图片处理、
视频制作、直播技能、客户引流推流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参展
成效逐步提升。宁兴恒骐还把 T 台搬到了 127 届线上广交会时装周，
以一场“炫彩风尚”的时尚秀云端尝鲜。随着线上展会常态化发展，
控股公司黄永增总裁也强调各有关公司要进一步加强数字化建设，打
造高质量直播队伍，推进线上展示常态化，完善线上营销体系，推动
内外贸对接畅通双循环，提升外贸竞争新优势。

探索新路径 拥抱新生态
——宁兴控股亮相“云上”广交会

2020 年 11 月 5-10 日，宁兴优贝携韩国三养食品株式会社以三养
火鸡面主题展馆形式亮相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现场 100 多平
方的展位设置了品牌宣传、新品发布、产品试吃、网络直播等缤纷活动，
结合双十一组织多场线上线下互动活动，并得到浙江卫视、东方卫视
等各路媒体直播报道。

11 月 6 日，宁兴优贝参加宁波市政府组织的“一带一路”国家贸
易投资对接会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与韩国三养食品签订未来 30 多亿
元人民币的新采购订单。

在进博会持续溢出效应影响下，2020 年双十一活动再掀海内外热
潮。随着宁兴菜鸟新仓库投入运营，宁兴优贝物流总仓储面积达约 21
万平方米，经营以食品、保健品、美妆、母婴用品等为主的约 3200
万件商品。“双十一”大促期间峰值员工数达 5000 多人，完成单数
592 万单，比去年增加近 80%。



舟山宁兴船舶隆重开业 稳步发展

2020 年 6 月 12 日，由宁兴控股收购重组成立的舟山宁兴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在
位于岱山县岱西船舶工业基地的厂区内举行开业仪式。应邀出席开业仪式的有来自
各级政府、国内各行业协会的领导和嘉宾，宁兴船舶的重要合作伙伴船级社、船东、
供应商等代表，宁兴控股下属各经营板块负责人及宁兴船舶全体员工。

开业仪式由宁兴控股副董事长高屏女士主持。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陈艳华女士、
宁兴控股董事长吴以刚先生为开业雄狮点睛！宁兴控股总裁黄永增、船东代表浙江
恒鸿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舒国炳、岱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庄晨辉分别致辞。随
后，宁兴船舶经营团队集体誓师。最后，宁兴控股董事长吴以刚先生宣布舟山宁兴
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开业，在热烈的气氛中开业仪式圆满结束。

7 月 22 日，宁兴控股与宁波市外国企业服务贸易有限公司举行宁兴船舶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宁兴控股董事长吴以刚、宁波外服公司董事长钱光发及双方经营班子
成员参加。在双方人员的共同见证下，吴以刚董事长、钱光发董事长代表双方签署
共同投资发展舟山宁兴船舶的战略协议。

11 月 21 日，舟山宁兴船舶与上海驰舟船舶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合作成立上海船舶设计研发中心。未来，上海驰舟科技将不定期派遣高级技术人员
为宁兴船舶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助力宁兴船舶向技术领先、拥有自主研发创新能
力和核心产品的先进船舶修造基地发展。

开业盛典

战略合作

9 月 4 日，舟山宁兴船舶首制船“东润 158”不锈钢化学品船接水仪式在舟山
宁兴船舶厂区成功举行。东润海运周信国董事长、宁兴控股王文彤副总裁分别代表
船东和宁兴控股致辞。宁兴控股董事长吴以刚、宁波外企董事长钱光发、东润海运
董事长周信国、中国船级社舟山办事处副主任夏普镇等共同上台为“东润158”剪彩。
宁兴控股黄永增总裁宣布“舟山宁兴船舶首制船‘东润 158’不锈钢化学品船接水
启动！”随后，在舟山宁兴船舶总经理卫汉祥现场指挥下。宁兴船舶首制船“东润
158”不锈钢化学品船顺利接水，标志着宁兴控股船舶修造基地建设的初显成效。

首制船成功接水

宁兴贸易集团服装生产基地举行开业典礼

宁兴控股下属天赋检测
取得 CMA 检测认证资质

2020 年 5 月 21 日，宁兴贸易集团与宁欣服饰公司在小港合作共建的宁兴贸易
集团服装生产基地举行开业典礼。

宁兴贸易集团服装生产基地建有标准化厂房 3000 平米，引入高端吊挂流水生
产线2条及先进的裁剪、检验、整烫、包装设备，年生产总值可达5000万元人民币。
宁兴贸易集团服装生产基地的建成投产，进一步加强了公司与优质供应商的战略合
作，强化提升面辅料研发、新款设计打样能力和再生面料服饰等高品质订单的生产
能力，加快从 OEM 到 ODM 转变，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服装供应链，对中高端品牌市
场形成稳定供应，吸引更多中高端客户合作，对推进公司贸工研一体化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宁波天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是宁兴控股下属宁波天赋饲料科技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专业从事饲料产品以及相关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位于慈溪滨海开发区，实验室具备各种饲料原料
及产品的专业分析和检测能力。经过两年的努力和积累，天赋检测于
2020 年 10 月取得由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 CMA
资质认定证书。获取 CMA 证书后，天赋检测可以为各牧场、饲料生产
企业及农业部门、农科院等政府科研单位出具有CMA标记的检验报告，
可用于产品质量评价、成果及司法鉴定，具有法律效力，并可作为仲
裁和司法机构采信的依据。

宁兴嗨购 - 蚌埠进口商品直销中心开业
由宁兴控股与蚌埠投资集团合作共建、宁兴海鑫与蚌埠保

税物流中心合作经营的“宁兴嗨购 - 蚌埠进口商品直销中心”
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举行开业庆典。蚌埠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忠卫在开业前夕莅临直销中心巡视指导。宁兴控股董事长吴
以刚、总裁黄永增、蚌投集团董事长汪支边、总经理陈建功等
参加开业仪式。开业庆典上，宁兴海鑫总经理潘庆平致欢迎词，
蚌投集团总经理陈建功致辞，宁波保税区管委会向直销中心授
牌。最后，宁兴控股总裁黄永增宣布“宁兴嗨购 - 蚌埠进口商
品直销中心正式开业”。现场的主要领导和嘉宾共同为开业典
礼剪彩。

2020 年 9 月，宁波宁兴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通过一
汽丰田厂方认证，成为全国首批“经销商全景经营能力管理体
制”（简称 PCM）经销商之一。PCM，是指汽车经销商从“三
大利润中心”和“三大费用中心”出发，全面均衡发展各业务
及管理模块，实现经营指标达成的战略目标规划。

宁波宁兴丰田一直以来紧跟市场变化，坚持深化内功，对
业务经营链的各个节点不断创新完善。本次认证评定期间，在
厂方专业认证团队的指导下，通过数据诊断、对标分析、弱项
发现、沟通反馈等措施梳理完善了各业务及管理环节，进一步
提高了展厅建卡率、DCC 邀约到店率、售后客单价等，促成了
客户资源转化率，实现新车、售后、价值链等盈利核心关键点
的全面提升，最终以高分通过认证，成为一汽丰田首批获此殊
荣的经销店。

宁波宁兴丰田通过一汽丰田首批 PCM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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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关部门到访宁兴控股调研
 2020 年 4 月 1 日，宁波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军一行到宁兴

控股调研，深入了解疫情对公司外贸业务的影响及相关建议要求。宁
兴控股董事长吴以刚、副董事长党委书记高屏、总裁黄永增等参加汇
报调研。

 4 月 28 日，宁波海关副关长苏铁一行到宁兴控股调研，深入了
解企业受疫情影响的困难和诉求，就深化落实助力扶持政策、提升海
关工作等听取意见和建议，并现场研究解决。宁兴控股董事长吴以刚、
总裁黄永增及宁兴贸易集团、宁兴优贝等相关公司负责人等参加汇报
调研。

 7 月 7 日，宁波海关副关长孙向阳一行到宁兴控股调研，对高屏
副董事长在宁波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提交的有关放宽宠物食品
跨境业务等议案进行探讨和答复，并就宁兴优贝公司、宁兴贸易集团

提出的有关促进 OTO 业务
便利化、延迟 EWTP 备案、
设立跨境出口拼箱监管仓以
及 对“9710”、“9810”
监管备案给予培训指导等建
议给予现场答复和指导。



胡润百富榜创始人胡润及百富学院企业家学
员莅临宁兴控股交流

蚌埠市副市长陈忠卫一行莅临宁兴控股
2020 年 6 月 19 日，蚌埠市副市长陈忠卫一行莅临宁兴控股，就

推进国际贸易、跨境电商、进口直销等合作进行进一步交流。宁兴控
股董事长吴以刚、副董事长高屏等热情接待。陈忠卫副市长简要介绍
蚌埠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规划，并表示将全力保障宁兴进口商
品直销中心合作项目的落地。吴以刚董事长简要介绍宁兴控股各产业
板块的基本情况，感谢蚌埠市委市政府对于宁兴海鑫与蚌投集团合作
共建进口直销中心项目的支持；并表示将以成功运作好该项目为起点，
加强与蚌投集团和保税物流中心的合作，创造条件拓展国际贸易、跨
境电商等领域合作。

2020 年 8 月 12 日，胡润百富榜创始人、21 世纪百富学院院长胡
润等一行到访宁波，宁波市政府副市长李关定在宁兴控股会见胡润一
行。参加本次会见座谈的有市金融办党组书记倪炜、市投资促进中心
主任曹敬之，百富学院执行院长童隆俊及知名企业家。宁兴控股董事
长吴以刚、副董事长高屏参加会见。

百富学院企业家学员们此次宁波之行是 “问道百富 - 走进产业新
标杆”系列活动之一。8 月 13 日，在参访了雅戈尔集团、公牛集团后，
“问道百富”在宁兴控股举行百富企业家沙龙活动，40 多位来自全国
多个行业的企业家学员参加。宁兴控股董事长吴以刚、副董事长高屏、
总裁黄永增等热情接待。

交流会上，宁波万里教育集团创始人、诺丁汉大学理事长、万里
学院董事长徐亚芬分享了创办万里教育集团、宁波诺丁汉大学的经历及办学成果，展示了宁波企业家的博大情怀和责任担当。中宁化集团名誉
董事长、宁波外贸协会会长刘建平以“差异化战略与工匠精神”为主题进行了分享，引起企业家们的共鸣。宁兴控股高屏副董事长分享了宁波
的“四知”精神和企业家精神，讲述了宁兴在创新发展中形成的专业多元化的经营格局和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百富学院院长胡润、执行院长
童隆俊分别发表讲话。

活动最后，百富学院为向宁兴控股董事长吴以刚、万里教育集团创始人徐亚芬、宁波市外贸协会会长刘建平颁发了百富学院的产业导师证
书，特聘三位董事长为 21 世纪百富学院产业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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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特钢与众模联交流合作共赢之道

2020 年 6 月 5 日，宁兴控股黄永增总裁、王文彤副总裁及宁
兴特钢集团总经理阎剑彬等一行，前往宁波众模联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参观访问，与众模联创始人、董事长宋红杰先生进行深入的交
流。双方就模具行业在新时期的发展前景，以及在高档材料研发与
供应、模具制造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模具行业生态圈的建设与发展
等方面的战略合作达成了共识。通过本次考察学习，宁兴特钢集团
就精密制造和模具科技这一核心业务板块，在未来的产业定位、装
备升级、市场开拓、技术服务及效益提升等各方面的发展掌握了更
加丰富的信息，也更坚定了对这一核心业务板块的发展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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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控股举办 2020 年度新员工入职培训

宁兴控股党委组织召开党员干部七一座谈会

宁兴控股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在宁波饭店举办 2020 年度新员
工入职培训，来自总部及各公司 77 名新员工参加此次培训。控股
公司高屏副董事长、黄永增总裁出席。高屏副董事长作题为《宁兴
的发展历程、企业文化及要求》的报告，黄永增总裁作题为《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下宁兴人的作为》的讲话，郑海波、王军、万蓉、仇
松等4位来自不同板块和岗位的优秀老员工代表分享在宁兴的成长，
总裁办公室讲解《员工手册》等公司管理制度，并组织了丰富生动
的团队建设拓展训练。全体新员工表示将培训中强调的理念、要求
和精神贯彻到工作中，为公司的发展贡献新生力量。

针对宁兴控股新的船舶业务板块，控股公司于 5 月 30 日在舟
山宁兴船舶举办宁兴发展史、宁兴文化、规章制度等专题培训，共
有 70 名员工参加。

2020 年 7 月 1 日，宁兴控股党委召开“聚力攻坚 赢战
2020”党员干部七一座谈会。控股公司党委委员、纪委委员，
各公司党总支、支部书记，以及受各级表彰的优秀党员和先
进党组织代表及各公司经营班子党员干部等 40 余人参加座
谈会。

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高屏作题为《永葆共产党人的
奋斗精神》的讲话，指出多年的发展中，宁兴控股重视党建
工作与生产经营管理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了党建在公司持
续创新发展中的优势作用。她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
要强化理想信念，提高知信行合一的能力；强化担当意识，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强化创新意识，应变求变，勇于突破；
强化组织建设，提升党的组织力。

座谈会由公司党委委员、总裁黄永增主持。座谈会上，
12 名来自各总支、支部的先进代表及党组织书记，讲述了
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中的担当作为和应对经营压力的攻坚行动，表达了赢取防疫和经营的双线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分享了坚定党员理想信念和
加强党组织建设的思路与举措等。

宁兴控股组织一线高温慰问
2020 年 8 月 18 日，在宁兴控股副董事长、党委书记、工会主

席高屏，宁兴控股副总裁、宁兴特钢集团董事长王文彤，宁兴特钢
集团总经理阎剑彬等陪同下，宁波市总工会副主席韩彭军、宁波市
财贸工会主席唐剑冬等一行赴宁波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试点企
业宁兴特钢集团，看望慰问在酷暑中坚守岗位、辛勤劳动的一线员
工，并为大家送上清凉饮品和防暑降温物品。

8 月 19-20 日，宁兴控股吴以刚董事长，高屏副董事长，王文
彤副总裁等一行先后走访舟山宁兴船舶、宁兴优贝物流、宁兴涌优
饲料、森福户外遮阳、国机宁兴汽车等生产一线，代表宁兴控股董
事会、总裁室、公司党委、工会对高温下坚守岗位、辛勤工作的一
线员工们进行慰问，还对各公司进行了文明经营和安全经营专项检
查，并进行现场反馈和提出整改要求。



控股公司领导到宁兴优贝物流调研慰问
2020 年 11 月 9 日，宁兴控股董事长吴以刚、副董事长党委书记高屏、总裁

黄永增、常务副总裁谈正国等一行到宁兴优贝物流调研慰问，宁兴优贝物流总经
理施伟汇报“双十一”工作情况并陪同视察调研。

控股公司领导参观了菜鸟库区 1# 仓分拣流水区、货架存储区、常温库等多
个现场，了解现场管控、安全生产、质量控制、工艺流程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
经营团队座谈会上，吴以刚董事长对连日奋战在“双十一”一线的广大员工表示
慰问，对宁兴优贝在跨境电商领域做出的努力和成绩给予高度肯定，并希望宁兴
优贝物流在“双十一”第二阶段总结经验，精益求精，安全生产，注意劳逸结合，
圆满完成既定目标；高屏副董事长询问了解“双十一”期间人员管理、后勤保障
等情况，并探讨解决阶段性用工长效机制等问题；黄永增总裁从流程设计、职能
分工、制度规范等方面提出要求，要求宁兴优贝物流提升整体运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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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对共建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为进一步发挥宁兴控股作为省级文明单位的示范带动作用，充

分利用公司在经营资源、文明创建等方面优势，积极助力新时代美
丽乡村建设，根据浙江省文明办“双万结对、共建文明”活动要求，
宁兴控股与海曙区集士港镇山下庄村于 2020 年 4 月签署了结对共
建协议，开启为期三年的文明共建工作。

8 月 6 日，宁兴控股组织相关人员赴山下庄村开展文明共建交
流活动。双方就党建共建、文明创建、助农增收、助学助困、志愿
服务等文明共建多方面工作进行交流座谈，特别围绕本轮结对共建
的重点助农项目“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进行深入交流。该项目是
宁兴涌优探索生态循环农业的重要成果，已入围国家农业农村部农

作物副产物综合
利用典型模式目
录。结对后，宁
兴涌优将对山下
庄 村 近 1600 亩
的水稻、小麦秸
秆 开 展 收 购 帮
扶，预计每年可
为农户增收近 20
万元。

宁兴控股还邀请了海曙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任海燕老师为山
下庄村七十多位村民宣讲垃圾分类相关政策与分类知识，以提高村
民对垃圾分类重要性的认识，提升村民对垃圾分类的自觉性和参与
度，促进文明乡风。

9 月 20 日，宁兴控股与山下庄村文明共建联谊会在山下庄村
文化礼堂举行。宁兴控股党委书记、副董事长高屏和各公司党工
团负责人、员工代表等 30 多人与山下庄村 100 多名村民们欢聚一
堂，共庆国庆中秋佳节。联谊会上，高屏书记代表公司向村里老人
送上节日问候，并特别为村里患重度耳疾的章雨沐小朋友送去关爱
祝福。宁兴控股全程参与组织策划活动，与山下庄村共同为村民们
献上一场热闹非
凡、极具乡土风
情的文艺演出，
公司也献上了宁
兴团委的活力啦
啦操、宁兴金海
张旦恒甬剧和越
剧选段、宁兴液
化戴惠国师傅的
二胡独奏等优质
节目。

“宁兴控股杯” 宁波市商贸系统职工羽毛球赛圆满落幕
2020 年 6 月 13-14 日，由宁波市总工会、宁波市商务局指导，宁波市财贸

金融工会主办，宁兴控股承办的“激情绽放，羽梦飞扬”---“宁兴控股杯”宁波
市商贸系统职工羽毛球比赛在羽航体育运动馆旗舰中心举行。市商务局、宁兴控
股、鼓楼商圈等 17 个参赛队伍近 90 名职工代表参加比赛。

开幕式上，宁兴控股副董事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高屏致开幕辞，宁波市
财贸金融工会主席唐剑冬宣布开赛。本次比赛分混合团体、男双、女双、男单、
女单、混双等六个项目进行。比赛全程组织有序、服务贴心，赛事紧张激烈、精
彩纷呈，受到各参赛单位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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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聚爱 汇善如海 宁兴控股组织各类慈善公益活动

2020 年 4 月 21 日，宁兴控股积极响应号召，再一次在全
公司范围内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为疫情期间保障全市病患
用血需求贡献一份力量，以实际行动彰显宁兴人的责任与担当。
本次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64 人报名参加，最终 47 人体检合格成
功献血。宁兴控股副董事长、党委书记高屏来到现场，充分肯
定了宁兴员工奉献社会参与公益的大爱情怀，同时表示，宁兴
控股也将继续开展各种慈善公益活动，让更多的宁兴人加入到
大爱宁兴的行列。

7 月，宁兴控股一年一度的“慈善一日捐”活动拉开帷幕。今
年受疫情影响，有更多的家庭和群体需要社会援助纾困，同时今年
也是我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宁兴人积极参与这项慈善公益活动
更体现了特别温暖而重要的意义。活动倡议发出后，各公司以流动
捐款箱的形式组织捐款，广大员工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共募集善
款近 14 万元。

6 月 1 日，宁兴控股团委联合北仑白峰镇中心小学，共同为学
生们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六一庆祝活动 ---“以艺战疫·劳动助力”
宁兴控股杯校级擂主争霸赛。本次活动正值疫情特殊期间，公司团
员青年为同学们送上精美的礼品，并通过同步线上直播的方式，送
上宁兴人诚挚的节日祝福，同学们通过视频“云观赏”精彩的擂台

赛，共同感受
劳动的乐趣与
价值，在劳动
竞 赛 中 欢 度
六一儿童节。
与白峰小学师
生共度六一，
是宁兴控股延
续二十多年的
助学公益活动
重要内容。

12 月 31
日，宁兴控
股受邀参加
白峰小学迎
新社团文化
节活动，与
全校师生共
同庆元旦迎
新年。宁兴
控股工会副
主席、总裁办主任章慧红及公司团员青年一起参加活动，观看了缤
纷的社团成果展示和迎新演出，转达了公司领导和员工们对白峰小
学全体师生的关心与祝福，并为年度优秀的教师、学生颁发“宁兴
奖育奖学金”。继 2017 年成立“宁兴奖育奖学金”以来，白峰小
学先后共有 200 多名师生获得该奖学金。

助力战疫 无偿献血

 “慈善一日捐”

特别的六一，特别的爱与欢乐

12月 26日，由宁兴控股主办、宁波市网球协会承办的2020“宁
兴控股杯”网球邀请赛在鄞州网球中心举行。60 多位来自全市机关
企事业的网球爱好者参加了本次比赛。多年来，宁兴控股多次举办网
球赛等各项体育赛事，积极参与和推动群众性的体育运动。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决出团体前六名和女子双打前八名，顺
利完成各项赛事，成为 2020 年宁波网球赛事的完美收官之作。

目前，宁兴网球训练队也已成立数月，期待更多宁兴人加入健
身运动的行列。

“宁兴控股杯”网球赛

助农合作共发展

 垃圾分类促乡风

暖心联谊庆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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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控股继续入选“2020 浙江省服务业百强企业”

宁兴控股继续入选“2020 宁波市综合百强企业” 

宁兴控股再次入选宁波市外贸实力效益企业

宁兴控股荣获“宁波市五一劳动奖状” 

宁兴控股所属宁兴贸易集团、宁兴特钢集团、宁兴优贝、宁兴金海、宁兴云、宁兴恒骐入选“2020

宁波市服务业百强企业”

宁兴特钢集团、宁兴优贝、宁兴涌优被评为“2020 宁波竞争力百强企业”

宁兴特钢集团荣获 2020 年浙江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宁兴涌优、宁兴贸易集团

分别荣获 2020 年宁波市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三等奖

宁兴涌优被评为浙江省省级骨干农业龙头企业

宁兴优贝入选 2019 年中国对外贸易民营企业 500 强

宁兴特钢集团入选全国工模具钢行业优质贸易企业

宁兴优贝入选浙江省重点进口平台企业名单

宁兴贸易集团、宁兴优贝获评浙江省防疫和医疗物资进口突出贡献企业

宁兴贸易集团服装专业部郑慧班组荣获“宁波市五一巾帼标兵岗”荣誉称号

宁兴特钢集团、宁兴液化库区管理部分别获评宁波市“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优秀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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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年度 先进光荣榜

宁兴优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垒土成就高山，滴水成就江海。一个不断超越、追求卓越的青春团队，

爆发出了超乎预期的能量。2020 年，宁兴优贝凝心聚力，协作共进，在疫

情冲击的逆境下，善于抓住市场机遇，勇于开拓创新，强化内部管理，经

营品质全面提升，经营规模效益突破性增长，为宁兴控股整体业绩提升做

出重大突出贡献，宁兴跨境品牌行业影响力极大提升。

2020
MAJOR HONORS IN 2020
主要荣誉年度

年 度 卓 越 奖



2020 年，宁兴特钢集团实施“一核三翼”经营布局，抓机遇、抢资源、拓市场，经营
规模和效益逆势增长；加强精密制造核心业务，推进智能制造平台打造，核心竞争力进一
步增强；抓经营品质，强内部管理，炼团队内功，整体发展再上新台阶。

宁兴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宁兴液化克服疫情冲击、市场变化、生产繁重等困难，大力拓展仓储业务，
高度重视安全经营，加强专业化运作，整合资源，有效扩容，服务至上，全年仓储量历史
性突破 100 万吨，在高强度超负荷的压力下，实现高质量安全运营，规模效益显著增长。

宁兴液化储运有限公司

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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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敢闯敢拼，作为宁兴特钢集团
创新发展的领头人，带领特钢集团迎难而上，不断实现突破发展；他，
临危受命，毅然挑起宁兴船舶经营管理的重任，调整思路、强化管理、
拓展业务，大刀阔斧开展工作，推进宁兴船舶平稳发展。他的忠诚
奉献、勇于担当和优秀的经营管理能力无愧为宁兴控股优秀经理人
的榜样！ 

她是跨境电商领域的女汉子，是宁兴优贝的急先锋，优秀的商
务洽谈和业务拓展能力使2020年三养火鸡面销售渠道进一步拓宽，
规模效益再次突破；她具有优秀的市场敏锐度，带领年轻果敢的宁
兴优贝，抓住机遇，大胆创新，努力打造一站式跨境供应链综合服
务商。她是宁波市优秀企业家，虚心好学，不断成长，综合管理素
质全面提升。

王文彤 施晨佳
< 宁兴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

< 舟山宁兴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 >
< 宁兴优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

优秀经理人

2020年，“春节不打烊”遭遇疫情冲击，
他是优贝物流疫情防控的指挥官，严密部署、
率先垂范，全面保障跨境物流 365 天畅通运
营；他是跨境供应服务的设计师和推进者，
规范仓储物流管理，强化信息化数字化建设，
引进新客户拓展新项目，全年再创佳绩，以
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为宁兴跨境电商板块的
快速增长和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施  伟
< 宁兴优贝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

坚定的步履才能踏出突破的节拍，勇敢
的担当才会激发不懈的斗志，无论是产品研
发，还是市场拓展，他攻坚克难，冲锋在前。
2020 年，他带领团队克服疫情困难，顶住市
场压力，持续研发系列产品，注重技术服务
能力提升，加快重点市场拓展，取得自有产
品销售逆势大幅增长，进一步打开市场局面，
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

吴冠中
< 宁兴涌优饲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

王文彤

他有强烈的使命担当、顽强的工作作风，
他果敢有魄力、实干有能力，无论担任宁兴
特钢集团董事长还是宁兴船舶董事长，他不
负众望，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带领团队不
断实现新突破、新跨越，为宁兴控股重点板
块全面稳健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 宁兴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
< 舟山宁兴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年度突出贡献奖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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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卓越而充满激情的团队。2020 年，他们克服疫情
的严重冲击，直面市场的风起云涌，广开思路，多措并举，多
点发力，用智慧和力量创造着奇迹，用辛劳和汗水刷新着业绩，
他们是宁兴控股稳定的、重要的效益贡献者。他们是：

宁兴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宁兴贸易集团水暖事业部

研发是产品的生命力，创新是企业的竞争力。
2020 年，他们以产品为中心，持续加强产品研发、技
术革新、质量改良和工艺提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打造优秀研发设计团队，以研发的力量拓宽公司的发
展前景。他们是： 

宁兴涌优饲料有限公司
宁兴金海水暖器材有限公司
宁兴恒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兴贸易集团森福遮阳设备

宁兴贸易集团胶鞋事业部
宁兴贸易集团服装专业部
宁兴特钢集团江苏宁兴恒力

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他们敢拼善战
紧抓机遇，做深做专优势业务，创新思路
拓展市场，提升服务深挖效益，实现全年
业绩大幅逆势增长。他们是：

宁兴液化储运有限公司
宁兴优贝物流有限公司
宁兴贸易集团宁兴云

年度最佳效益奖

年度产品研发奖

年度优秀品牌建设特别奖 

年度增量奖

1413

他们凝心聚力，聚焦坚守宁兴人的理
念和精神；他们砥砺奋进，专业专注，在
各自领域迸发激情和活力；他们秉承员工
与企业同发展共成长，积极推进年度主题
活动，员工风貌积极向上，公司氛围和谐
融洽。他们是： 

宁兴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舟山宁兴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宁兴涌优饲料有限公司
宁兴海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兴金海水暖器材有限公司
宁兴恒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年度和谐奋进奖

宁波宁兴丰田 16 年来从未停下前进脚步。凭借敏锐
的市场嗅觉和快人一步的果敢执行，他们大打差异化组合
拳，积极推进品牌建设，在下行的市场中逆风飞扬。2020
年，宁波宁兴丰田连续第五年获得“金牌店”荣誉，年销
量连续 8 年稳居区域第一，是全国第一批通过“一汽丰田
PCM 认证”的经销店，综合经营水平得到厂家最高标准认
证，连续保持华东标杆店的地位。

宁波宁兴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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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立身之本，发展之基，2020 年，他
们高度重视安全管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规
范制度，完善流程，执行到位，监管有力；他们
注重安全文化建设，加强宣传培训，强化全员安
全意识，确保安全生产管理无缝隙无盲区，筑牢
安全生产“防火墙”。他们是：

宁兴液化储运有限公司 
舟山宁兴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宁兴涌优饲料有限公司
宁兴优贝物流有限公司

年度安全管理奖

1615

2020 年，他们围绕数字化管理目标，持续优
化升级 ERP 系统，稳步推进生产管理信息化、自
动化建设，完善远程办公模块，加快系统研发和
平台搭建，信息化建设有成效、有突破。他们是：

宁兴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宁兴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年度信息化建设奖

2020年，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他们迎难而上，
敢担当善作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千方百计打通人流、
物流堵点，勇挑复工复产各项急难险重任务，加速公司
全面复工达产；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各类防疫抗疫
捐助志愿活动，彰显企业担当。他们是：

宁兴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宁兴优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宁兴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宁兴液化储运有限公司
宁兴贸易集团多米尼加 DJM 鞋业公司
宁兴涌优储运部
宁兴海鑫嗨购安庆店
奉化宁兴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年度抗疫复工特别奖

责任是忘我的坚守，成功是每时每刻的全力以赴！
他们是搏击商海的业务干将，是钻研创新的技术专才，
是爱岗敬业的一线员工，是激情奋斗的管理人员，他们
是各自工作岗位上的标杆，创新创造，敬业精业，专心
专注，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主人翁精神，践行宁兴使命，
闪耀出优秀宁兴人的光芒。他们是：

优秀员工

杨永春  < 宁兴贸易集团宁兴云总经理助理 >
周    蔚  < 宁兴贸易集团水暖事业部副总经理 >
张俞峰  < 宁兴贸易集团服装专业部经理 >
吴超超  < 宁兴贸易集团森福遮阳设备总经理 >
曹    旻  < 宁兴贸易集团宁兴云电商总经理 >
龚红丽  < 宁兴贸易集团财务审计部总经理 >
王    军  < 宁兴特钢集团华东区域总监 >
原    祎  < 宁兴特钢集团江苏宁兴天工常务副总经理 >
徐雄城  < 宁兴特钢集团宁兴西钢常务副总经理 >
徐    奋  < 宁兴特钢集团信息管理中心主任 >
王    颖  < 宁兴优贝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经理 >
刘    俊  < 宁兴优贝跨境进口事业部副总监 >
邓迎春  < 宁兴优贝跨境仓储部运营总监 >
黄怡琪  < 宁兴优贝物流菜鸟仓 1 号库收货主管 >
陈方勇  < 舟山宁兴船舶技术部部长 >
王劲松  < 舟山宁兴船舶生产管理部主管 >
仇    松  < 舟山宁兴船舶综合行政部部长 >
徐寅生  < 宁兴涌优总经理助理 >
申贵年  < 宁兴涌优总经理助理 >
应铁军  < 宁兴液化库区管理部 经理 >
姚建华  < 宁兴液化库区管理部设备主管 >
韩    洁  < 宁兴海鑫总经理助理兼业务一部经理 >
陈如伟  < 宁兴金海国贸二部副经理 >
袁    恒  < 宁兴恒骐业务三部经理 >
李    伟  < 宁兴控股总裁办公室驾驶员 >
胡小英  < 国机宁兴汽车财务总监 >
陈菲菲  < 象山宁兴润丰人事行政部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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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创新、乐于实
践，他们着眼基础、注重积累、敬业奉献、勇于超越，
他们在踏实勤奋中历练积聚，从激情奋斗里汲取力
量，他们以蓬勃的朝气，在各自的岗位发挥动能，
成长成才，成为公司创新发展中强劲的新生力量。
他们是 :

江     杰 < 宁兴贸易集团森福遮阳设备财务部经理 >
郁宇清 < 宁兴特钢集团江苏宁兴天工业务员 >
姜方杰 < 宁兴优贝大贸二部副总监 >
鲁文博 < 宁兴优贝物流菜鸟仓 2 号库一楼 SJC 仓发运主管 >
彭丽华 < 宁兴涌优品控部主管 >
陈     静 < 宁兴海鑫业务三部经理 >
葛碧琴 < 宁兴金海国贸二部业务员 >
张     蕾 < 宁兴恒骐业务一部 1 组业务员 >
陈登杰 < 余姚宁兴丰田销售部副经理 >

年度新锐奖

2020 年，他们经受住疫情的冲击和市场的严
峻考验，广开思路，顽强拼搏，创新营销策略，拓
展市场渠道，加强沟通服务，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
用辛勤与汗水不断刷新销售业绩。他们是：

郑     慧   < 宁兴贸易集团服装专业部副经理 >
舒双一   < 宁兴贸易集团水暖事业部业务经理 >
吴     斌   < 宁兴特钢集团宁波贸易业务员 >
黄旭波   < 宁兴特钢集团宁兴西钢业务员 >
李修锋   < 宁兴特钢集团广东公司销售部副经理 >
蔡元杰   < 宁兴优贝物流商务部经理 >
吕重毅   < 宁兴优贝物流出口一部运营主管 >
曾小东   < 宁兴涌优销售部主管 >
黄雪君   < 宁兴海鑫业务一部副经理 >
陈晓敏   < 宁兴金海国贸一部业务员 >
俞张力   < 宁波宁兴丰田销售部副经理 >

年度销售之星

他们是各专业领域的技术达人，技术技能
水平高，善于钻研，勤于攻关，在改进技术、
稳定生产、优化流程、提升质量、提高效能等
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是：

陈     晓   < 宁兴贸易集团森福遮阳设备生产副厂长 >
刘兴红   < 宁兴特钢集团宁兴精密制造工程部主管 >
黄国庆   < 宁兴特钢集团江苏宁兴恒力客服经理 >
乐高峰   < 宁兴优贝物流跨境仓储部副总监 >
王鲁雪   < 舟山宁兴船舶质检部部长 >
郭燕河   < 舟山宁兴船舶市场部部长 >
陈柳宏   < 宁兴涌优销售部主管 >
王     昊   < 宁兴液化库区管理部安全主管 >
任柳青   < 宁波宁兴丰田机修主管 >

年度技术能手

杨喆芳   < 宁兴贸易集团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
沈琼芳   < 宁兴特钢集团财务审计部总经理 >
徐薇波   < 宁兴优贝商品部主管 >
余忠杰   < 宁兴优贝技术部总监 >
刘世师   < 舟山宁兴船舶副总经理 >
舒坚玮   < 宁兴涌优财务部经理 >
王    悦   < 宁兴液化商务部主管 >
翁敏敏   < 宁兴海鑫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经理 >
彭淑芬   < 宁兴金海财务部经理 >
陆    雁   < 宁兴控股财务审计部副总经理 >

他们勤学善思，精益求精，持续提升专业技能；
他们管理精细、服务精心，让各项管理服务工作更
有标准、有温度；他们兢兢业业，忠诚奉献，以优
良的管理服务工作支撑和促进公司健康稳健发展。
他们是： 

年度管理服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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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纵横

2021，依然是变局之年，是规划引领下的创新发展关键年。宁兴
控股将顺势而为，加强顶层设计，明确转型升级发展方向，规划和落实
各经营板块行动计划，专注聚焦贸工研、产学研专业化产业链一体化发
展，为促进国内大循环、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做出新贡献。

编者按

2020 年，是新冠肺炎之年，是美国大选之年，是
中国十四五规划之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融之年。

所谓，“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2021 年，我
们将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宁兴控股正走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从多元化流
通领域稳步转型多元专业化产业发展。宁兴控股的发
展脉络已经非常清晰，需要进一步梳理，持续调整完
善，需要从项目局部规划到公司整体统筹安排，要有
基础建设，也要有顶层设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宁兴控股在多元化经营格局的基础上，专注聚焦
于贸工研、产学研专业化产业链一体化发展，业已形
成了“宁兴多米尼加 DJM 胶鞋，宁兴户外遮阳，宁兴
涌优奶牛发酵饲料，宁兴特钢智能装备，宁兴特钢精
密制造、宁兴船舶修造以及宁兴服装研发设计”等七
大生产基地；专注聚焦于新业态创新发展，在传统外
贸转型升级的发展过程中，拓展了跨境电商、外综服
务、海购直销等外贸新业态，积极探索建设电商产业
链服务平台化发展；专注聚焦于职能化管理的提升，
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提高和完善运营、财务、人力
资源三大体系建设，建设一个以体系管理为架构脉络，

见远，行更远
◎ 宁兴控股总裁  黄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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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规划引领新发展

开放凝胶的资源共享的经营与管理平台。
发展是硬道理，创新发展是宁兴控股的经营管理

主题，高质量的发展需要高质量规划。我们要规划好
发展愿景，规划好未来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
我们要规划落实实际行动的指南，规划好行动计划的
确定性、专一性、合理性、有效性及可行性；我们要
在规划中明确转型升级发展方向，解决贸工研、产学
研产业发展、供应链服务平台建设等的流程设计与环
节管理模式，确定总体及分层分级发展目标。

华为之所以成为华为，始于1996年，华夏基石“华
为六君子”——彭剑锋、包政、黄卫伟、吴春波、杨杜、
孙健敏，辅助任正非起草了《华为基本法》，奠定了
华为战略、价值观和管理体系演化的基础，成为华为
日后腾飞的基石。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中国将
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发展，这是历史的机遇。宁兴控股将进
一步审时度势，以产品为中心，聚焦专业化，专注高
质量，重视产业链，借力资本市场。

“见远，行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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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而
难进

宁波四知精神之

加快实施“一核三翼”战略布局，
推动宁兴特钢集团高质量发展
◎ 宁兴特钢集团总经理  阎剑彬

为加快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竞争
力，宁兴特钢集团打造以精密制造、智
能设备为代表的“一核”，充分发挥华东、
华南、中西部“三翼”布局的功能，集“一
核”的优势及“三翼”规模、资金流的
支撑作用，实现公司整体高质量发展。

一、“一核”整合的意义
（一）精密制造
1、业务协同：将模具科技的压铸模

具、精密制造的塑料模具、宁特进出口
的国外市场及热处理中心的技术服务整
合在一起，充分共享市场、供应链资源
及后台管理，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发
挥各自优势协同作战，共同开拓市场。

2、优势互补：模具科技具有德国进
口高端材料及终端客户优势，精密制造
具有国产高端塑料模具材料、模架制造、
终端客户及机加工优势，宁特进出口具
有国际贸易优势，热处理中心具有热处
理加工及技术服务优势，通过整合协调
运作，实现优势互补，形成更强大的服
务和品牌优势。

3、核心竞争力：整合以后，将面向
国内外市场提供从材料、加工配送、热
处理服务到模具开粗、模架制造的一站
式服务，在行业内独具特色，叠加宁兴
特钢的品牌影响力，形成核心竞争力。
（二）智能装备
充分利用与恒力机床的全面战略合

作，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推动镗铣床、
卧式加工中心、动力部件、圆盘锯铣机
床四大类产品的专业化、规模化发展。
通过升级改造产业链发展模式，打造宁
兴恒力智能高端装备新平台，同时体现

三大核心优势：
1、通机优势 : 充分发挥圆盘锯铣机

床在机械、模具领域的通机优势，做实
做优，体现规模效益。

2、专机优势 : 充分发挥在专机领域
的技术、口碑，做精做强，打造国内专
机中高端智能装备的新优势。

3、动力优势 : 充分利用在机械动力
头的品质优势，做大做强，成为行业新
标杆。

二、“三翼”布局的作用
“一核”虽然毛利率较高，盈利能

力较强，但也存在应收款账期较长的问
题，资金周转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就需要作为“三翼”的模具钢销售提
高流动性，为“一核”提供现金流。

为此，2020 年宁兴特钢集团在五大
平台基础上落实“一核三翼”的经营布局，
严格客户资信，缩短应收款账期，均衡
回款，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同时，利用
与钢厂的战略合作，积极争取钢厂铺货
销售和信用证支付，产生现金流支撑“一
核”的发展。

三、取得的成效

四、未来展望

经过将近一年的运作，宁兴特钢集
团“三翼”模具钢销售的经营流动性相
比去年有较大提高，并真正实现了正现
金流运作。在“三翼”现金流的支持下，“一
核”业务较去年亦有较大发展，特别是
精密制造，2020 年新增设备投入 1000
余万元，并完成了生产管理自动化系统
的上线，仅半年就完成了去年全年的销
售额。

未来，宁兴特钢集团将进一步完善
“一核三翼”的经营布局，积极培育两
块核心业务，推动精密制造逐步成长为
一家以“中大型、先进型、高端型”为
特色的平台化模架、模具材料供应商，
形成一定的行业影响力；智能装备则将
以中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为方向，积极探
索发展新模式，由单一制造向制造服务
转变，打造智能高端装备新平台，成为
行业龙头领军企业，适时对接资本市场。

精密制造
智能设备
（一核）

（三翼）
中西部布局

（三翼）

（三翼）
华南布局

华东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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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优贝供应链生态圈
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发展纵横 Business Development 发展纵横Business Development

◎ 宁兴优贝总经理  施晨佳

跨境电商的定义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推动经济
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的技术基础，
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不
仅冲破了国家间的障碍，使国际
贸易走向无国界贸易，同时它也
正在引起世界经济贸易的巨大变
革。对企业来说，跨境电子商务
构建的开放、多维、立体的多边
经贸合作模式，极大地拓宽了进
入国际市场的路径，大大促进了
多边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企业间的
互利共赢；对于消费者来说，跨
境电子商务使他们非常容易地获
取其他国家的信息并买到物美价
廉的商品。

在宁兴优贝步入第七年，企业发展的
第二个阶段，渡过了爆发式的野蛮增长
期，并在满足企业基础温饱能力后重新审
视自身，找寻未来更长久的企业可持续发
展之道。分析目前遇到的瓶颈：公司的盈
利来源单一，增长模式尚不清晰，各业务
板块独立运营，未形成协同发展效应，信
息化、数据化、智能化的经营理念亦尚未
形成，导致企业护城河不深，在行业竞争
中易被取代，整体规模难以持续扩大，且
缺乏整体运营中台支撑，内部资源未能实
现充分调配，整体经营效率偏低。当前，
中国正迎来新一轮消费升级的浪潮，传统
的生存型、物质型消费开始让位于发展
型、服务型等新型消费。

在整个宁兴优贝的供应链生态圈内
有这样集中“生物”，供应链的上游（品
牌方，生产商，贸易商），供应链的中
游（物流商，仓储服务商，关务服务商，
其他第三方服务商），供应链的下游（B
端客户，C 端客户，渠道客户）。那么如
果要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必
须研究三游中各种不同“生物”的基本关

系，如何保持良性循环以及共同发展互惠
互利就显得特别重要。通过更加数字化和
信息化方式来实现成本优化，客户需求的
快速响应，菜单式服务和差异化服务以及
特色服务的深度开发，实现更加高效的匹
配和敏捷的响应，使上游与下游的距离更
近，并且反向指引上游对于库存、生产、
开发上更多的计划性和前瞻性。

在整个经营中，目前宁兴优贝已经初
步具备了从品牌孵化运营、跨境仓储物流
到销售体系建设的一站式跨境供应链服
务能力。整体定位为两块，分别是跨境进
口品牌运营业务和跨境出口 B2C 电商业
务。解决方案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提供综合化的一揽子专业市场运营服务
方案；提供领先的系统集成和精细化管理
方案；提供出色的数据分析及有效的解决
方案；提供更高效的营销推广解决方案。
未来也会紧紧围绕消费者需求方，从品牌
商品的痛点和难点为出发，通过一站式的
综合解决方案，深入优化自身的服务能
力，为生态圈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肥沃的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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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
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
成危害的发展。

宁波宁兴涌优饲料有限公司专注于
反刍动物混合发酵系列饲料的研发、生
产、加工和销售，以奶牛用混合发酵饲
料为主打产品，同时研发及提供肉牛、
羊等反刍动物发酵系列饲料产品及相应
技术服务。公司与浙江大学合作共建
“生物饲料安全与污染防控国家工程实
验室宁兴涌优全混合发酵饲料研发示范
基地”，是省级生态循环农业“十百千”
工程示范主体，荣获浙江省农业龙头企
业等称号。

针对牧场环保压力大、原料储存难的
问题，如：牧场难以保存的酒糟、豆腐渣、
新鲜牧草，宁兴涌优因势开发裹包调制青
贮玉米、裹包发酵酒糟产品、裹包粗饲料
系列产品。来解决牧场原料环境污染问题，
同时降低原料的损耗，保证了原料的质量，
又为牧场节约了成本。

未来宁兴涌优还将在客户服务上进
行产业链的延伸，利用物联网将宁兴涌
优产品信息、客户信息、食品加工厂信
息、最终乳制品、肉制品信息全部汇集
起来，做到大数据分析、产品可实际追
溯，为牧场客户解决后续乳品、肉类的
销售。建构起循环立体交互式产业链，
打造出产业生态链的闭环，做到上、中、
下游的全产业参与者的共赢。

因地制宜优化产品结构，
助力客户增收

因时制宜提升产品质量，
保证公司降本

因势利导、上下联动，
构筑循环产品线

宁兴涌优在满足客户需求基础上，
针对牧场、种植农户实际情况，多途径、
多配方扩大自有系列化产品生产。

（一）饲料本地化利用，为牧场降
本增效

大力推广本地化原料利用。将当地
水稻、小麦、酒糟、茭白叶等农作物或
待处理副产物，通过研究院、高校专家
团队共同研发、严格把关，开发出一系
列适口性好、营养优的创新性发酵饲料
产品。跟踪式服务为牧场客户解决生产、
使用问题。以一家千头奶牛规模的牧场
为例，每年单饲料成本可节约 80 万元。

（二）饲料本地化种植，为农户创
收增产

宁兴涌优充分利用专家技术团队及
先进的发酵技术、营养技术，开发不同
季节的调制产品。

（一）利用团队专业和优势，打破
收割、存储壁垒

通过集中订单、集中收割的工厂流
水线化生产保证每小时生产 30 吨饲料
产品。开发不同季节不同原料所调制的
TP 料产品、发酵粗饲料产品等。如 1-5
月，啤酒糟 + 黑麦草 / 干水稻秸秆等制
成 TP1；7-9 月，全株玉米青贮 + 新鲜
稻秸 / 茭白叶制成 TP2 等。

（二）发挥部门效能和优势，减少
原料、成本损耗

采购部：下订单、定时监测、及时
收割，确保作物质量。生产部：对不同

季节的农作物适时进行生产工艺调整。
品控部：确保产品的品质、指标数据与
设计方案要求一致。仓储部：登记备案、
入库，确保库存半成品、原料的区分。
工业化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不但减少
了损耗、而且保证入库原料的品质，帮
助降低了 20% 以上的生产成本。

结合牧场的实际需求与牲畜产奶、
生长的需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开发
出 4 大系列 15 种饲料产品。一是向种
植农户发出订单，系统化指导其按照要
求进行种植、收割、交货；二是农户自
发为宁兴涌优固定供应某个季节的农作
物产品；三是重新循环利用当地待处理
农作物副产品。不仅合理地利用土地，
而且使得农户种植时间增多、品种增加、
收入提升。

1 2
3

打造饲料本土化自我供给
◎ 宁兴涌优总经理  吴冠中

——助力现代化农业循环经济体系构建

( 本文获“ 2020 年宁波市企业管理现
代化创新成果 ”二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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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2008 年金融危机，那些倒下或
濒临破产的船企都缘于以下几个方面的
问题：对企业自身能力认识有偏差，超
能力承接订单，盲目扩张；对市场定位
不准确，以出口船为主导，但应对出口
市场的能力不足；不能审时度势，对金
融危机认识不足，没有利用金融工具对
冲金融风险的能力和认知等。反观那些
大浪淘沙后继续生存发展的船企，其宝
贵经验值得借鉴：自身实力强大的船企，
依靠管理能力、工艺技术水平、质量等级、
生产组织管理等硬实力完成履约；自身
实力稍弱的船企，量力而行，明确自身
的市场定位；部分船企拥有坚实的股东
后盾，同时严控风险，依靠自身属性优势，
优先取得订单及政策扶持等。

众多船企的兴衰更迭给舟山宁兴船
舶的经营发展提供了借鉴和思考。宁兴
船舶是宁兴控股通过资产收购重组的一
家新造船企业。总体来看，宁兴船舶现
有规模在行业中属于中等规模，基础设
施基本满足现有生产要求，但内部管理、
技术创新能力等偏弱，适应较高等级船
舶的技术工艺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正确认识宁兴船舶的自身条件，找准市
场定位，练好内功，稳步发展，是生存
和发展的关键，也是经营管理中的全局
性和根本性问题。

——全力打造“小专精”技术领先的特色船厂
品质至上 专业高效 凝心聚力

◎ 舟山宁兴船舶  蒋国才

船舶建造企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
面临众多安全生产风险和管理难点，宁
兴船舶通过全面灌输宁兴专注聚焦、创
新奉献的文化理念，明确各部门、各岗
位的考核标准和方案，充分激发员工的
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并加强各部门各
专业的培训，提升员工的整体素质和专
业化水平，同时，宁兴船舶积极引进专
业化人才，不断提升公司创新研发能力、
技术工艺和管理水平，将宁兴船舶各级
部门打造成为一支斗志昂扬、高水准的
专业团队。

以产品为中心，确定“小、专、
精”技术领先的船舶经营方向

打造一支斗志昂扬、
高水准的专业团队

推进体系建设，
强化高效运营

宁兴船舶通过半年多的转型升级与
探索实践，根据船厂目前的硬件设施和
工艺水平，结合国内外市场趋势及政策
法规的变化，确立了以 2 万吨级以内的
成品油船、化学品船、冷藏船、挖泥船
和拖轮等为主要船型的经营方向。同时，
宁兴船舶与上海驰舟船舶科技有限公司
达成战略合作，在上海成立研发中心，
以“绿色、节能、智慧”为研发方向，
通过优化创新船舶的线型和结构，打造
具有核心技术、市场竞争力的船舶产品。
另一方面，宁兴船舶确定“安全高效、
品质至上”的船舶建造方向，积极优化
生产工艺，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全面
提升建造质量，缩短建造周期。

宁兴船舶设立六个专业管理小组，
分别为项目管理、生产安全管理、技术
质量管理、资源采购管理、成本控制管
理和体系建设管理小组，六个专业管理
小组明确各自职责、运行方式和流程，
全力推进公司各项管理工作，目标是使
公司的经营管理更加顺畅高效，生产组
织更加科学、安全和高效，技术支撑和

质量控制更加有效，成本控制更加合理。
其中，体系建设管理小组已编制管理规
章制度目录，共计 130 余项规章制度文
件，涉及经营管理和船舶建造的各个方
面，旨在更加有效地推动宁兴船舶的高
效运营。宁兴船舶外拓市场、创新研发
产品的同时，苦练内功，将管理出效益
的理念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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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
森福遮阳的发展规划
◎ 宁兴贸易集团森福公司  郑海波  严 勇

森福遮阳是宁兴控股以“贸、工、研”工贸一体化主导下的模式创
新重点项目，也是宁兴七大生产基地之一。自 2018 年成立以来，在公
司的全力支持和森福各级员工的努力下，项目发展势头良好。在 2020-
2021 年销售季，森福获得了近 1400 万美元的出口订单，生产计划已排
至 2021 年 5 月。预计 2020 年可完成产值 7000 万元，实现年度盈利，
基本达到计划目标。

纵观森福的发展历程，如何抓住眼下机遇，破解现存困局，使森福
品牌获得同行和客户普遍认可，需要项目管理团队时刻考虑。

从产品结构来看，森福目前主营户外开合式遮阳篷，产量较大的是
简易式和半盒式等产品，售价及毛利率均较低。经过两年的发展，附加
值较高的全盒式及电动款比例逐渐提升，但整体利润率依然不甚理想。
自主开发的户外休闲凉亭系列目前已基本成型，但仍需尽快提升产品性
能和装配简易度，提高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和竞争力，并争取在 2021 年
推动改款后的全盒式电动遮阳篷、智能遮阳窗帘等产品进入高端定制市
场。森福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组建独立的研发及测试中心，通过 2-3
年的努力，在维持原有基本款数量的基础上，加大自主开发产品的比例。

从产能来看，到 2021 年后，受现有场地限制，预计会面临产能扩
大瓶颈，对现有业务拓展造成掣肘。森福计划通过合理规划场地，提高
场地利用率；加大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改造，用设备代替人工；向优秀企
业学习先进标准化流程建设，从管理优化等几方面提高生产效率。另外，
也考虑将部分工艺简单、质量可控的产品交予合作紧密的工厂协作生产，
以形成一小批以森福遮阳蓬业务为主线的产业协作联盟。

从目标市场和客户结构来看，目前以建材超市、网上电商、零售订
制等客户群体为主，客户结构较为合理。特别是 2020 年跨境电商企业
占比持续加大，与目前国际贸易模式发展趋势契合，有利于今后的市场
拓展。但从市场分布来看，目前过于集中在欧洲市场，一旦出现气候、
贸易环境（壁垒）等地区性危机，会给整体经营造成影响。森福将重点
加大亚洲、大洋洲等地区的市场推广，通过多种手段扩大目标市场地域
分布，解决淡旺季现象，降低贸易风险。同时，还将密切关注内销市场，
利用好政府支持“内外销市场双循环”的优惠政策，建设国内销售网络，
计划 2021 年开发 2-3 家国内销售代理商，以品牌销售为主，打造森福
内销品牌。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给国际贸易格局带来了冲击，也带来了新的机
遇，项目管理团队正在结合外贸现状和未来趋势审慎开展中远期规划，
尽快实现年产量突破 30 万个、年产值上亿的计划目标，将森福打造成
集“贸、工、研”一体、在行业内“国内一流，国际有名”的遮阳产品
生产基地。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时代背景下，
宁兴恒力抢抓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占领新高地，谋求新发展，不断探
索出未来发展的新路径。
一、重组恒力机床，打造智能高端装备新平台，形成未

来发展新动力
1、与恒力机床全面战略合作，打造智能高端装备新平台
在宁兴特钢集团与江苏恒力机床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基础上，双方

共同努力，发挥各自优势，推动镗铣床、卧式加工中心、动力部件、圆
盘锯铣机床四大类产品的专业化、规模化发展，通过销售、设计、制造、
服务升级改造产业链发展模式，共同将宁兴恒力打造成为智能高端装备
新平台。

2、整合资源，高效运作，实现三年三大步
原恒力机床业务板块四大类产品技术、市场、制造、质量、服务全

方位升级，加快人才积聚、发展谋划、资源融合，建立新型现代企业管
理制度，力争未来三年内销售额、利润额年均增长 20% 以上。

3、规范经营，对接资本市场
在并购重组初期，宁兴恒力即引入财务、法务等第三方机构，引入战

略投资者，规范经营管理，专注于智能装备研发和品牌建设，将宁兴恒力
打造成为国内智能高端装备制造行业的领军企业，适时对接资本市场。
二、深化技术服务，提升内部管理，强化智能制造
1、由单一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变
宁兴恒力将由原先的单一制造向各产品与专业服务相互融合转变，

有助于技术、品牌与生产能力有机结合，实现集约式发展，提升综合竞
争力。

2、探索范式创新的集成管理
范式创新是企业基业常青的基石，包括技术体系、管理体系和价值

体系，通过价值体系创新来影响和带动管理体系和技术体系创新，创造
价值新高度，攀登发展新境界。

3、推行互利共赢的伙伴经济的集成管理
伙伴经济是新的经济形态，包含企业外部关系和企业内部关系。企

业外部的用户及供应商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而是一种协同创新的伙伴
关系，应实现互利共赢。企业内部员工也是合作伙伴，可通过股权分配
或红利共享的方式来分享企业价值。

4、细化成本管理，强化成本管控
以项目订单为主线构建成本核算系统，细化成本管理，实施定价设

计、限价生产、比价采购、市价销售，性价比达到业内领先。坚持经营
管理与市场开发同步、合同管理与风险管控并举，成本管理与绩效考核
形成良性循环。

5、细化人力资源管理，提升软实力
细化优化岗位管理，完善以职责为标准的员工考核评价系统，把公

司的战略经营任务分解到岗位层面。做好关键人才管理与复制，制定人
才发展规划，明确人才发展通道，打造一支囊括工程、研发、信息、财务、
人力、营销等多岗位的专业复合型人才队伍。

江苏宁兴恒力将在控股公司和特钢集团的正确领导下，紧紧抓住发
展新机遇，积极探索发展新模式，创造发展新优势，打造智能高端装备
新平台，适时对接资本市场，成为行业龙头领军企业。

创新模式

◎ 宁兴特钢集团江苏宁兴恒力公司  于宝胜

( 摄影：黄亚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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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新冠疫情给外贸行业带来了
巨大冲击，订单减少、供应链受阻、物
流成本增加、资金链压力和现金流负担
增大，让中国外贸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
风险和挑战。宁兴恒骐上下一心，全员
返岗上战场，积极保订单、保履约，以
公司重点业务服装板块为例，公司深入
分析疫情下纺织行业的变化，充分发挥
贸工研一体化发展的核心优势，见招拆
招，转危为机，打了一场漂亮的突围战，
实现了疫情下订单增长 30% 的业绩。

公司多年来注重生产基地建设，疫情
期间，同工厂合作更加紧密，给予了工
厂更多的支持及帮助。恒骐服装团队积
极协调生产工厂安排员工尽快返岗复工，
通过科学防控，迅速复产达产，保证及时、
高质量交付在手订单，为保市场、保份
额提供产能支持。

因市场服装订单下滑，出现了工厂互
相压价抢订单的情况。恒骐坚持同生产工
厂共同应对、互利共赢，做到疫情期间
不压价格，帮助工厂解决资金困难问题，
助推产业链健康可持续发展。

疫情全球大流行下的外贸突围战
◎ 宁兴恒骐董事长  朱彩玲

受疫情影响，2020 年春交会受阻，
出国客户拜访受限，让业务开展、市场开
拓十分被动。如果因此固步自封，一味

2 月份因工厂未全面复工复产，客户
不停催订单交货期；3 月份工厂复工达产
后，国外的疫情开始爆发，出现客户取
消订单、要求付款延迟、货到码头不去
提货等种种问题。

面对挑战，恒骐服装团队从容应对，
一方面通过加强同客户诚信沟通，加大宣
传推介，帮助客户客观了解国内疫情和厂
商生产状态，增强双方合作信心，实现产
供销无缝衔接；另一方面向客户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尽量解决取消订单情况，
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帮助客户延迟付款。

正所谓，山河异域，日月同天。特别
是当欧洲疫情蔓延，各国纷纷封锁边境，
人人自危时，团队伙伴们积极跟欧洲当
地客户取得联系，主动邮寄口罩等防疫
物资，相互鼓励，共度难关。经此一“疫”，
与客户建立了深刻的友谊，彼此从生意
上的伙伴变成了生活中的朋友。在团队
共同努力下，慢慢走出困境，得到客户
一致认可，实现订单稳步增长。

坐等客户主动上门，那么终究会在这场
战役中被淘汰。恒骐服装团队主动出击，
持续进行服装开发及打样，新产品开发后
通过网络平台及邮件进行线上推广，供客
户选择。从 3、4 月份客户没有任何反馈
到5月份不断接到客户选款及受到好评，
市场逐渐出现了转机。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客户对中国存
在一些个人偏见，认为此次疫情是中国造
成的，故意不付款、不提货，导致双方合
作出现僵局。经过三个月的新款持续推广
和沟通，该客户感受到诚意，消除了误会，
主动将余款按时付清，并且继续选择开
发新款，加强合作。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坚持贸工
研一体化发展成为了宁兴恒骐最有力的
武器，从而更加坚定了公司深入推进新
产品研发和生产链改造的决心。2021年，
公司将继续围绕“创新与坚守”，坚持
生产基地建设，坚持产品创新，特别是高
附加值产品的研发 ; 加强业务骨干培养，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自身的核心竞
争力，抢抓机遇谋突破，凝心聚力促发展。

一、加强客户沟通，实现
产供销无缝衔接

二、助力工厂复工复产，
推进产业链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新产品开发，
提升市场竞争力

宁兴金海自成立以来，在坚守外贸主业的同时也进行过多
方面的创新转型尝试，实业生产、内贸工程、国内电商等，曾
经有过可喜的突破但总体结果并不理想。我们一直在思考传统
外贸企业在当前日益竞争的国际市场如何立足并有所突破，我
们的核心竞争力又在哪里，下面谈一下结合金海自身现状提出
的今后创新发展几点思考。

1、创新外贸服务模式，充分利用现有的客户资源和供应商
资源，确保基础业务平稳，针对重点市场和重点客户专人跟进，
定期走访，随时掌握客户的经营和市场的动向。在“互惠互利”、
“1 ＋ 1 ＞ 2”的原则下，往上游创新与供应商的合作方式，一
起参与产品开发，协助工厂管理的提升，和工厂一起成长；往
下游创新与客户的合作方式，了解客户和市场动向，协助客户
处理国内各项事务，从供应商的选择、管理，产品标准的制定、
验收，价格体系的建立、维护，货物的流转、运输，打通上下游，
控制供应链，共建渠道，共享品牌、提高盈利水平，提高防风
险能力。

2、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背景下，做好产品的开发创新。
有了好的产品才能有好的销路，产品在销售中是最基本也是最
关键的因素。我们针对水暖产品的生命周期积极主动进行升级
换代。首先在外观设计上下功夫，结合当代流行元素，打造具
有设计感的产品；其次从功能上考虑，对原有产品的功能进行
整合，体现多功能化，或者对某个产品进行功能个性化设计，
以体现其专业性；第三结合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对相关产品进
行智能化改造，开发了智能水表、智能暖通系统、智能卫浴等。
同时，积极开发和寻找新产品，围绕水暖智控方面的关联产品，
特别是有特色的冷门产品，增加公司产品的多样化。

宁兴金海国贸一部在新产品智能化开发上表现尤其突出。
在表计产品方面，一部陈晓敏致力于超声波燃气表的开发应用。
2019 年以来，应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客户的要求，针对当地
市场的具体要求，相继开发了两款超声波燃气表。尤其是乌兹

别克斯坦市场，随着当地政府对远传计量需求的重新政策制定，
为客户全新开发了带 GPRS 通讯以及管路阀门控制的远传智能
超声波燃气表。在水表、电表方面，老式的机械式计费表价格
竞争日趋白热化。国贸一部结合客户需求，积极开发带液晶电
子显示，和远传通讯模块的新产品。在水泵开发方面，印尼深
井泵项目于 2017 年正式上线，在蒋洪伟的努力下当年就取得印
尼 SNI 认证。并在 2018 年和 2019 年连续两年获得出口量翻番
的迅猛发展。在今年疫情期，蒋洪伟把更多时间放在产品细节
的改进，以及新产品的开发上，如大型消防泵，太阳能泵，不
断在水泵市场细分领域需求新的增长点。针对年初疫情的发展，
包佳玲开发了用于个人消毒的喷雾瓶，数月就通过 1688 平台直
接或间接在国内外市场销售突破 50 万只。

3、继续尝试工贸一体模式合作开发智能水表和智能煤气表
的系统项目。依托现有的两家合作供应商的研发力量和批量生
产测试的优势，根据国外目标市场的标准和客户的要求，打造
智能水表及煤气表的系统化、模块化，走集设计、研发、采购，
生产、装配、测试于一体的工贸一体化道路。

4、针对公司现有的新能源板块，尝试向系统节能方向转型。
以系统节能咨询和节能解决方案方向为切入口，针对整个建筑
物的朝向、光照等特点和外墙保温情况，采取合适的能源供给
方式和设备选择，力争做到最大程度的节能减排。再结合互联
网 + 和大数据的特点，实时跟踪能源消耗情况做好数据分析，
成为专业化的方案解决专家。

5、发挥公司业务骨干工科背景及工厂从业经验，逐步开拓
发展机械模具及高精度零配件业务。当前国外客户也在积极响
应各国政府鼓励国产化的政策，许多以前从国内采购成品的客
户已经开始转型，购买土地造厂房买设备订模具。我们要牢牢
把握机会，利用我们熟悉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了解设备和模
具的优势，大力开发模具和配件业务。

加强智能化产品开发  
引领发展新路径
◎ 宁兴金海  吴伟中  徐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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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水暖事业部整体呈现出后继乏力的现象。目前的业
务格局和组织框架过度倚重于业务组长和销售前端，部门无法进行
赋能，部门人员缺少整体感，形成不了军团作战模式，缺少一根主
线让大家力出一孔，无法打造出真正属于部门的核心竞争力，也创
造不出规模效益。

新形势下，事业部一方面要保持住老业务，稳定住队伍，一方
面要重新抽调出一批人员打造新的模式。接下去我将会用战略杠杆
模型来解释水暖事业部正在做以及将要做的业务发展方式。

理解这个模型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要了解行业背景，产业
规模，如果行业体量很小，规模不大，或者产业整体已经移出中国，
那么我们再努力，也很难取得显著的效果，我们结合水暖卫浴产业
的背景，以及出口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到水龙头中高档市场出口的
份额占总体出口相当大的比重。所以综合我们这十几年发展的现状，
我们确定了以中高端客户对性价比的追求为中心的这个战略支点，
这个战略支点是不变的一，它所解决的是产品卖给谁和未来的目标
是什么；战略杠杆，是供应商集群 + 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中心），
它是指当下用哪些方式能够加速产品成长，尽快达成目标；战略引
擎，是团队的能力和资源（这里包括技术、产品、运营、组织甚至
资本等）；战略指北针，就是牵引增长的关键指标。（战略杠杆模
型解释）因为产品品类的开发或客户规模形成要经历很多阶段，不
可能一步到位，所以每一个阶段都要设定目标。

总结起来，最终这四个合为一体，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维模
型。就是用强大的战略引擎下压战略杠杆，让战略指北针一步步向
上完成指标，同时在这个下压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叠加产业红利的
因素，那就会将效果最大化。这个思考模型基本适合各个行业。

为什么要确定以中高端客户为中心，是因为这样的客户有自己
的质量标准和价格定位，不容易陷入同质化竞争，而且事业部目前
的运营成本决定了不能用集团军的规模去打游击战。战略杠杆怎么

建立？就是供应商集群和供应链管理中心。
在实现路径上采用 OBM 和 ODM 两种模式：
（1）OBM 模式：围绕中东和非洲等现有传统市场开发性价比

高、包装优异的系列产品，这样使得开发以后的产品能够成功嫁接
上现有的销售渠道，为研发部在结构设计提升打下基础；

（2）ODM 模式，我们是从波兰超市，到法国欧尚，再到俄罗
斯专业顶级客户连续跳跃发展，跟随中高档客户，锻炼自身硬实力，
培养从材料组合，硬件选型，供应链管理、柔性生产和快速开发到
投放市场进行测试。磨炼自身强大的制造和供应链管控能力。

一旦通过以上两种模式累计了定位清晰的客户群体和订单量，
我们就能具备议价能力，使得我们逐步能够成为水龙头终端设计枢
纽和制造平台。而且可以将这个模式串联起部门整体的发展，人员
培养，供应商的集合，而且这一套方式可以在卫浴五金行业进行快
速复制（也就是细分类目的产品在这个客户定位区间都值得重新做
一遍），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规模。为今后可能的虚拟生产和
智能派单打下基础。

在部门核心竞争力层面上，打造一批稳定的品牌客户、做深核
心供应商的占比和产值，突出拳头产品。在组织架构上，要从精英
销售向流程型销售转变，整体要形成团队分工效应、提升每一个板
块的人效、打造耗散结构。

水暖事业部推进经营管理模式转型
的探索实践
◎ 宁兴贸易集团  戴  磊

不管怎样，面向未来，将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可能不再
是上面决策、下面执行，问题就可以解决。今天精英销售的模式，
已经支撑不了部门继续向前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考虑构建大
平台模式去支撑一线业务作战的模式，也只有构建好以战略杠杆（供
应商集群 + 研发设计）为核心的平台化管理体系，将核心能力、运
营数据、产品技术能力、业务协作方式等沉淀下来，事业部才有可
能涌现出更多的业务人才，焕发出新的生机。

战略杠杆模型
是团队的能力和资源（包括技术、
产品、运营、组织甚至资本等

当下用哪些方式能够加速产品成长，尽快达成目标

它所解决的是产品卖给谁和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战略引擎
能力与资源的聚集

战略支点
以中高端客户对性价比的追求为中心

战略杠杆
供应商集群 + 研发设计

（供应链管理中心）

战略指北针
牵引增长的
关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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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服务 促规范 提品质 强队伍
◎ 宁兴优贝物流  张大新

——打造跨境供应链仓储物流新优势

抓经营层班子建设。进一步提高对
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关注度，加强企业科
学决策、科学管理先进理念的学习，提
升对经济信息的搜集和梳理能力，提高
市场嗅觉灵敏度，加快反应速度和科学
决策能力。

抓部门经理层队伍建设。在保质保
量做好仓储、发运的同时，更新管理理
念，强化设备管理、安全管理、成本管理、
计划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现场 6S 管理
意识，使各仓库的每项目管理都有较大
的提升和改善。

抓技术员工队伍建设。加强敬岗爱业
的工作责任性和职业道德教育，增加操作
基本理论培训和操作技能、岗位 SOP 的
培训，提高全员综合素质，把降本增效
的等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并成为公司一
种常态化的管理行为。

同时，通过自身培养、校企结合、
人才市场、猎头聘用等多种途径，扩大
招贤纳士门路，持续招聘、吸纳公司急
需之人、有才之人有用之人、能用之人，
不断为公司各层级队伍补充新鲜血液、
输送新生力量。

提升跨境供应链仓储物流水平

以服务菜鸟为中心，拓展多平台服
务。坚持以菜鸟服务为中心，进一步拓
展中心仓、国内仓、VTN 仓，扩大服务
范围和内容，为菜鸟以外的商家提供全
方位的仓储配送服务，实现业务量每年
递升 15-20% 的目标。

提升仓储设备智能化程度。在菜鸟
仓、易海仓现有自动分拣流水线的基础
上，继续进行系统和技术优化，进一步
提高分拣精确率和分拣能力、降低人工
成本。

更新和提升系统技术支撑。改善现
有 WMS 系统功能性等问题，在 2020 年
底前完成富勒 WMS 的引入。2021 年春
节前完成国内仓业务系统切换，6 月前除
淘系以外的仓储业务会全部切换为富勒
WMS 系统，在系统功能和流程优化上基
本能达到菜鸟大宝 WMS 的程度。通过一
到二年的运行，建立起相对完整的自有
数据库。

提升内部管理

抓作业操作规范。制订、健全、推
行各仓库各岗位的 SOP，实施和强化岗

1

抓好队伍建设3

2

自 2015 年成立以来，宁兴优贝物流
不断创新仓储物流一体化理念和创新服
务举措，延伸经营服务至生产和消费两
端，仓储面积由 2 万余平米增至 20 余万
平米，入驻客户达 300 余家，员工总数
达400余人。仓储发单量更呈指数型增长，
2020 年全年单量 2900 多万单，是 2015
年全年单量的近 17 倍；双十一期间单量
完成单量 380 万单。

面对疫情后正在形成的经济新格局
及行业新趋势，为保持企业发展的良好势
态，宁兴优贝物流结合行业和自身实际，
拟定了下一个三年发展规划，积极打造
跨境供应链仓储物流新优势。

位 SOP 执行实际情况的考核，规范各岗
位操作，明确各岗位责任和要求，清晰
和优化各操作流程，提高仓储各项数据
的准确率，使仓储人均效率逐年有一个
较大提升。

强化成本管理。实施各仓库场地租用
金、包材辅料、设备维修维护、人均效
率等全部成本的独立核算，实行以仓库
为单位的质量和费用成本与各管理人员、
作业人员绩效奖励紧密挂钩的经济责任
制考核，强化公司全体管理人员、基层
作业人员的成本意识，使公司整体成本
每年有 3-5% 的下降。

促进品牌建设。在继续抓好企业内部
文化建设的同时，积极推行和促进品牌
服务、品牌推广的品牌文化建设。牢固
树立以品牌创新业务，以品牌稳固业务，
以品牌扩大规模的品牌意识，实现公司业
务内涵、业务规模有个质的飞跃和提升。

完善制度建设。对所有规章制度进
行全面梳理，查漏补缺，进行健全和完
善。强化制度意识，加大执行力度，做
到有章可行，有规可依，实行制度化管
理。认真优化各项管理和申报、审批顺
序。做到申报、审批责任明确，流程清
晰。加强制度教育和流程培训，在全公
司形成浓烈的按制度管人，依流程办事，
精干高效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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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兴液化  陈  亮

新年伊始，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世
界各个角落。由于此次疫情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
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了一定影响，对我司影响更
为明显。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公司全体迎难而上，立足实际，
围绕“活下去、强起来”，认真分析自身优势和不足，
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创新驱动，加快公司经营模式转型升级。

公司库容一直是个瓶颈，通过经营模式创新，加快
货物周转率，同时转型寻找新的库容借力就势而动。疫
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商业发展模式更新和改进。依赖人
脉和渠道的销售模式将进一步淡化，逐步回归至价值本
身。公司通过模式创新，构建新的价值链，寻找新的利
润空间；通过服务创新，构建新的产业链，提升服务质量，
降低服务成本，打造乙二醇仓储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
经营模式转型升级。

二是坚持强身健体，迅速提升公司免疫力。

经过二十年的运行，储罐区设备设施老化严重，需
要投入大量的经费进行维护保养，储罐的大修不但面临
资金投入的加重，还要克服维护期间的停工停产，这些
都是需要克服的困难。身体状况决定了寿命长短，公司
也是如此，公司需进一步控制风险，着眼于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关注公司的资金链、生产安全和员工健康；进

三是坚持优化团队，培养公司发展所需人才。

四是坚持高标准定位，提升公司整体效能。

公司发展的核心是竞争力，而竞争力的核心则是人才。
多年来公司从管理层和普通员工，不断加大培训力度，规划
引领未来人才使用，积极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让人才进得
来，留得下，确保公司人才不断档。同时，保持核心团队的
培育和优化，确保公司核心竞争力，持续开展员工教育培训，
提升职工技能和水平，进一步优化人员，提升工作效能。

公司发展找准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公司内部价值链的整
合和打通；另外一个就是公司外部的数字化资源和政府资源
的有效利用。面对新一轮产业体系变革的中小公司，在产业
市场、人员就业、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公司应该坚持高标准定位，主动的对接行业协会、主管部门
以及其他第三方机构，争取更多扶持政策、获取更多市场信
息、全面掌握法律风控等信息和资源，从而推动自身的发展。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只要
我们保持定力，创新发展，力求蜕变，团结一心，上下求索，
寒冷的冬季就将过去，春天定会来临。

一步降本、提质、增效、降耗，找准立足点，优化产品
结构和客户群体，缩短产品线，以壮士断腕之决心果断
砍掉不符合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压缩不
必要的开支，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

宁兴液化之 创新求变

2018-2019 年汽车市场已遭遇连续两
年下滑，2020 年又遭遇了疫情的拷打，
前九个月乘用车新车零售销量同比下降
14%，“闭店”、“停业”、“裁员”充
斥着汽车经销商行业。

与此同时，行业格局亦在发生剧烈动
荡：一方面以特斯拉和蔚来为代表的新
造车势力强势崛起，不断挤压着传统车
型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豪华品牌不断
下探车型定位，挤压中端品牌生存空间。

面对竞争的白热化，宁波宁兴也面临
着“来店客流下降、集客成本高、线索转
化效率低、潜客易受其他品牌拦截、成交
成本大”等课题。售后市场方面，近些年
井喷出现的快保 / 修理厂正不断蚕食传统
4S 店售后市场份额，压缩利润红线。

困境之下，宁波宁兴丰田逆流而上，
主动创新，大打“差异拳”，超额完成
了年初的经营目标。

后疫情时期
汽车经销商
经营之道
◎ 宁波宁兴丰田总经理  张  艳

作为连续七年“宁波市场市占第一”、
连续四年荣膺厂方“金牌店”的汽车经
销商，荣誉的背后是公司在不断地深化
各项服务内功，加强维修技术诊断、优
化客户服务模式，每一个服务环节争取
做到“人有我优，人优我强，人强我精”。
只有不断拉高服务的天花板，才能稳居
行业领衔地位。

事故车透明交车管理、“E 客服”等
一个个创新服务模式由此应运而生。全国
首批“PCM 认证管理”、“F-TSM 售后
精细化管理认证”等厂方最高认证更是
对公司的服务水平的高度认可，通过“内
外兼修”最终带给客户更完善的软硬件服
务、更好的用户体验，不断增强客户粘性，
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全线服务。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服务永无
止境，宁兴丰田一直在路上。

追赶直播潮流，走在行业前沿

公司除了在业务上审时度势、顺势
而为，在部门的整合上也下足了功夫，
不断提升内驱动力进而推动业绩提升：
从 2018 年的“客户利好菜单”到 2019
年的“全生命周期价值链整合营销”，
再到2020年的“客户发展中心”组织变革，
体现了人员多元化职能担当、部门间破
冰重组的改革思路，最终实现了“1 ＋ 1
＞ 2”的效果。

巴德纳的三要素告诉我们：一个公司
要维持高效顺畅的协作体系，就必须不

断适应变化、调整运营模式，并需要内
部各职能部门拥有共同的目标愿景而协
同起来。宁波宁兴丰田团队正是这样一
直围绕市场“强身”和“瘦身”，居安思危，
勇于主动“动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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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到来加剧了人们对于互联网经
济的依赖，也加速了公司直播带货的脚步。
在疫情初期，公司即推出了抖音直播，运
营初衷是如何在闭店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

推广、保持与客户的联系和互动，进而推
进业务的开展。新媒体运营团队克服了重
重困难，想方设法解决难题、突破瓶颈，
通过微视频引流，坚持每天一两小时直播，
经过近8个月的运作，积累了15.6万粉丝，
最高在线人数近 6000 人，最高视频点赞
数 1.8 万，直接产生销售订单 24 台。

除了推出每日直播外，公司还开通了
微信端订单、居家保险开单、售后保养预
约等业务，将线下业务最大化应用到线上，
减少因线下不便带来的业务影响，提升运
营效率。

推进运营改革，激发内驱动力

深化服务内功，拉高服务天花板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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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史梦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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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对外贸易整体进入以电商为核心的新旧动能转换时
期，跨境企业正迎来巨大的市场机遇。我司作为传统商贸企业、
跨境电商新进入者，如何抓紧新兴机遇、紧跟行业演进，结合宁
兴自身优势和资源，清晰战略布局和发展定位，做精做强宁兴跨
境板块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目前宁兴各子公司及事业部正在试水跨境电商业务，并取得
一定的经验和业绩；未来总部将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就整合
内部资源和数据、加强平台功能建设（如海外仓、信息化大数据
平台、自建海外平台等）、充分发挥协同效应等做更深层次的探
索和实践。

一、公司跨境板块发展愿景及战略规划

面向跨境商品流通行业，依托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提供从
品牌孵化运营、跨境仓储物流到销售体系建设的一站式跨境供应
链综合服务商。主营业务定位为两块，分别是跨境进口品牌运营
业务和跨境出口 B2C 电商业务。

1、跨境进口品牌运营业务
（1）业务愿景
面向全球优质消费品牌的电子商务综合服务提供商，致力于

通过全方位的电子商务服务，助力品牌方提升知名度并拓展中国
市场；同时满足消费者对于优质正品和消费升级的诉求，提升消
费体验。

（2）商业模式
公司以“买全球卖全球＋一站式解决方案”业务方向，契合

国内消费升级趋势，以国内中高端家庭消费圈的需求偏好为导向，
以年轻主流消费者为市场切入点，依托公司在品牌运营管理、渠
道管理、供应链服务、整合数字营销以及大数据应用等核心能力，
精心挑选在全球享有高美誉度、在国内具有市场潜力的优质品牌
产品并与国际知名品牌商开展深度合作，覆盖旗舰店运营、线上
分销、电商平台运营、垂直化精选线下渠道等“线上＋线下”全
渠道销售。 

（3）战略规划
围绕“为全球优质品牌服务中国家庭”的使命，精选符合中

国消费趋势的全球优质产品与品牌，围绕食品、母婴、保健品等
消费领域和消费群体，帮助品牌方开拓中国市场 , 提高服务附加
值及品牌粘性；强化公司品牌塑造、大数据营销、渠道创新、新
品企划等核心竞争力构建；优化数据分析处理技术，完善信息化
系统；提升品牌矩阵价值，扩大市场份额；加强自有品牌建设，
拓展服务内容，完善营销体系建设；引入紧缺人才，加强团队建
设；力争成为全球品牌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之一，实现公司长
远可持续发展。

2、跨境出口 B2C 电商业务
（1）业务愿景
以引领中国优秀品牌走向世界为使命，构建未来的跨境出口

做精做强
◎ 宁兴控股投资管理部  盛  斌

跨境生态圈
商务生态系统，让卖家、供应商、服务商形成紧密联盟，让中国
制造、中国品牌享誉全球。

（2）商业模式
采用“自主品牌研发设计＋委托加工生产”模式，通过第三

方跨境电商平台（Amazon、eBay、AliExpress 等）为主，自建
跨境购物网站为辅，把高性价比的中国产品直接销售给国外终端
客户。

（3）战略规划
秉承“引领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企业使命，依托中国强大

的产品制造和产品升级优势，继续以品牌发展为长期战略，采用
“自主品牌研发设计＋委托加工生产”模式，推进自主品牌建设；
深度整合产品供应链，加快产品更新迭代，满足目标消费者市场
需求；加强大数据分析及精细化管理能力，重点关注库存周转率、
资金周转周期及现金流管理等核心运营指标；着手海外仓网点布
局，提升本地化服务水平；加强第三方全球电商平台、海外当地
知名电商平台合作，持续深化自建海外互联网平台运营能力，建
立全渠道销售体系；致力于在未来 2-3 年内，在目前深耕的品类
中打造出全球排名前列的优质品牌。

二、核心竞争力构建

1、跨境进口品牌运营业务
围绕解决品牌方的痛点和难点，提供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

主要包括：为品牌方提供综合化的一揽子专业电商运营服务方案、
领先的 IT 系统和精细化管理方案、出色的数据分析解决方案和
高效的营销推广解决方案。

（1）品牌孵化及运营能力。提高品牌策划和精细化运营水平，
结合终端消费者需求，提供更丰富的策划运营服务，包括品牌形
象塑造、产品设计策划、整合营销策划、视觉设计、线上品牌运
营、精准广告投放、售前售后服务等。

（2）加强信息化系统建设及大数据分析能力。建立先进、
高效和稳定的信息化系统体系，包括：加强信息化系统建设；提
升管理信息化能力；加强大数据分析决策能力等。

（3）加强营销体系建设，提升销售达成能力。建立全链路、
多层次、精准化的品牌营销网络；加强数据分析提升销售转化效率。

（4）扩充人才队伍，加强团队建设。引入紧缺人才，组建
更为强大的团队，形成良好企业文化。

（5）跨境仓储物流能力。建设全链路物流体系；注重仓储
物流环节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

（6）提升品牌矩阵构建能力。利用平台优势孵化新品牌完
善品牌矩阵；收购新锐品牌打造品牌矩阵。

2、跨境出口 B2C 电商业务
（1）信息化管理运营能力。在业务上实现全方位信息化管理；

建立符合跨境电商行业的信息化系统。
（2）供应链整合管理能力。深度整合供应链，着力于产品设

2019-2020 年，注定是外贸人不平凡的两年，中美贸易战还
未结束，新冠病毒又席卷全球。作为季节性经济的服装外贸行业
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服装品牌商宣布停产、外商客户取消订单
的比比皆是，之前费心费力所开发的新品因季节已过皆付之东流。
在如此困局之下，服装外贸业务的创新突破之路又在哪里？

成立服装打样中心，快速灵活响应客户需求
灵活应对与快速反应在传统 OEM 服装贸易中至关重要，为

确保服装设计无缝接轨流行趋势，客户倾向于选择能快速回应设
计变化需求的供应商。

为此，我们组成立了服装打样中心并迅速投入使用，帮助我
们紧跟各品牌设计师多变的设计尝试，迅速做出实体样品并给予
快速的反馈和建议。

拥有打样中心后，我们可以提供更专业高效的设计、试身、
修整服务，比合作工厂提供样品更快捷有效。疫情期间，在国内
合作工厂几近停摆的情况下，我们的打样中心仍能成功为外商客
户制作一部分样衣，及时地用于客户的销售会议，大大增强了客
户合作信心与粘合度。

建立贸工研一体化生产基地，提高供应链核心竞争力
当下供应链的竞争力已对服装外贸业务的稳定发展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与优质供应商的战略合作，能强化提升面辅料研发、

新款设计打样能力和再生面料服饰等高品质订单的生产能力，对
中高端品牌市场形成稳定供应，吸引更多中高端客户的深入合作，
为此，公司与宁欣服饰公司合作共建服装生产基地。

宁兴服装生产基地的建成弥补了之前合作工厂验厂被动的短
板，建设伊始就按照国际认可的标准进行准备。目前该生产基地
已通过欧洲 BSCI 验厂认证，并与合作供应商成功开发了温感面
料、温感印花，推荐给 HANES 客户后受到高度好评。

内贸订单往往款式繁多但单品数量不大，相比传统外贸工厂，
公司自建的生产基地更具包容性，能灵活承接内贸订单。今年我
们已接到上海同瑞的大货订单，并与同瑞的各大设计师保持频繁
的开发沟通，着手开发比外贸款式更为时尚的内贸款式。

短期转变延伸新产品，持续培育新的增长点
虽然我们一直致力于服装产品的开发与外销，但服装是季节

性产品，在当前全球疫情的冲击下，短期内寻找新产品势在必行。
疫情期间防疫物资供不应求，长期合作客户美国环球就在疫

情期间采购了一批非医用一次性口罩、丁腈手套和防护面罩，并
指定开发了防风口罩，为我们在困局中提供了可观的利润来源，
也拓展了我们的市场定位。

许多欧美国家的民众较为排斥一次性口罩，倾向于佩戴更为
舒适透气的针织面料口罩，可水洗重复佩戴，或在双层设计中插
入一次性 PM2.5 过滤插片。我们抓住商机，为客户开发更多时
尚的印花针织口罩款式，凉感袖套和脖套等，持续培育新的增长
点，有力应对疫情挑战。

渡过了危，就是机。对于外贸人来说，唯有不断地自我创新，
才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才能在困局中找到一条突破之路！

困局下的服装外贸发展之路
◎ 宁兴贸易集团  郑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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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研发环节，生产环节则通过与优质供应商及外协厂商合作完成。
（3）渠道建设及运营能力。建立完善的电商销售渠道，根

据不同平台分别组建专业化的运营团队。
（4）自有品牌建设能力。在产品研发、供应链建设、渠道布局、

营销推广和企业文化等长期努力，建立专业化自有品牌运维团队，
以数据为导向开展自有品牌建设。

（5）海外仓储物流能力。积极布局海外仓，通过租赁自建
或合作参股方式在境外设立仓储网点，提前将货物批量发送至境
外仓库，就近对订单进行分拣、包装和配送，并兼顾退换货等售
后服务，以缩短订单周期，节省物流成本，优化用户体验。

全球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是驱动全球化最重要的动
力来源。跨境电商作为全球化进程中一个有力切入点，必将迎来
更为广阔的市场机遇。宁兴控股将紧跟跨境电商发展趋势，积极
占位战略节点，加快建立核心能力，抢跑智慧供应链，做精做强
宁兴跨境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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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内外经济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宁兴控股各业务板块面对疫情的严峻考验和中美关系的影响，迎难而上，
创新与挖潜并举，紧紧围绕“攻坚、突破、提升”的主题，在管理创新、
模式创新、转型升级、信息化管理、安全管理、绩效管理、风险控制等
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与提升。在此，我们选取了来自不同业务板块和职
能部门的管理文章，与大家一起分享、探讨和交流。

管理论坛 Management Forum 管理论坛Management Forum

( 本文获“2020 年浙江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 )

优化传统业务与延伸产业链并举
打造特钢行业供应链一站式集成服务

优化传统业务经营质量，打造特钢行业供应链一站式
集成服务是宁兴特钢集团 2017-2019 年三年战略发展规划
的核心内容，经过公司几年的筹划实施，取得了一定的经
营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成果旨在通过优化传统业务，提升
经营质量；引进智能设备制造和模具粗精加工业务，延伸
下游产业链，解决行业痛点，满足客户需求，提高经营产
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一站式服务特钢行业用户，提升
核心竞争力。

一、具体做法

以模具钢材料为主体，对传统模具材料的配送销售进
行整合，快进快出，降低资金占用，形成现金流；延伸产
业链，引进专业团队，打造精密模架和模具粗加工业务，
为下游客户解决模具材料一系列粗加工问题，打造核心业
务，提高增值盈利能力；自主研发圆盘锯铣设备，以“材
料 + 设备”的理念解决模具材料锯切加工问题，解决行业
痛点；完善技术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售前、售中、售后
全方位技术服务；打造供应链金融平台，解决客户融资难

问题。通过优化传统模具钢配送销售业务，进一步延伸产
业链，完善供应链各道环节的服务，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
提升以信息整合、资源保障、技术服务、快速配送、成本控制、
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竞争优势，真正做到提质增效和转型
升级，提升品牌影响力，成为模具材料行业龙头企业。

（一）提升传统特钢销售业务的经营优势和质量，产
生现金流。

以模具钢材料为主体，与各大钢厂展开战略合作，利
用全国销售网络和钢厂的技术、库存、价格等优势，形成
特钢经营优势；同时，缩短账期，严格客户授信，快进快出，
减少应收款和库存资金占用，形成现金流，提升经营质量。

同时，通过传统特钢经销业务产生的现金流，支持加
工制造等核心业务的发展，产生边际效益。

（二）延伸产业链，引进模具粗精加工业务，整合有
互补关系的优质业务板块，提供模具材料加工配送一站式
服务，形成核心竞争力。

面对去中间商化的行业发展趋势和国际潮流，联合供
应端、牢牢控制客户端是流通领域商家发展的方向。宁兴

特钢集团抓住时机，引进原宁波江北诗瑜模具厂团队，利
用其成熟的加工技术、成建制的专业团队以及在主机厂的
合格供应商资质；同时，利用宁兴特钢的经营品牌、遍布
全国的销售网络、高中低端全系列的模具材料资源保障、
先进的热处理技术、高效锯铣机床前道快速加工等优势，
成立精密制造公司，以模具开粗、精加工、模架制造、高
端模具材料精料终端销售等为主营业务，为终端客户提供
从材料锯铣磨、粗精加工到整体模架配套的一站式服务。

（三）自主研发圆盘锯铣设备，配套下游加工产业链
发展，以设备带动材料销售。

通过自主研发，进行智能加工高效设备批量生产制造，
形成为模具材料加工配送配套的下游快速加工产业链；同
时，以设备带动材料销售，为下游客户提供高效快捷的配
送服务。

（四）完善技术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全方位技术服务。
通过完善热处理技术服务体系，加强技术服务团队建

设，为客户提供售前、售中、售后全方位技术服务。
首先，加强热处理服务网点建设，为各区域客户提供

真空热处理及技术支持。其次，通过与相关研究机构合作，
建立国家级模具钢研发、检测中心，制订相关行业技术标准，
起好行业引领作用，提升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再次，完善
技术服务体系，加强技术营销队伍的培育与建设，提供售前、
售中、售后全过程质量控制与管理及技术咨询服务，研发
和推广高新产品，全方位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

（五）打造供应链金融平台，为客户解决融资难问题。
与银行或供应链金融平台企业合作，建设特钢供应链

金融平台，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及供应链金融，打造一个
集模具钢资讯、电子商务、供应链金融及仓储物流服务于
一体的电商交易平台。该平台集合了电子商务、供应链金
融和物联网功能，线上线下结合，利用线下的实体网络、
物流配送和线上的快捷交易，满足客户需求，提高客户粘性，
扩大销售量；同时利用供应链金融为客户提供专门的贷款
用以支付货款，解决应收款问题，从而大大提升经营质量。

（六）全面提升六大总部功能
宁兴特钢集团总部将统筹利用集团的信息、资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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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兴特钢集团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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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技术与品牌资源，全面提升和打造“统筹协调和信息
化管理功能、材料供应与保障功能、物流统筹与整合功能、
技术服务与材料开发功能、资金保障与配置功能、人力资
源保障功能”等六大总部功能，形成六大优势，为打造特
钢行业供应链一站式集成服务提供各项保障。

二、实施效果

经过三年多的实践，宁兴特钢集团得到了持续、快速
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1、扩大了业务规模
通过优化传统业务和延伸产业链，2017-2019 年，宁

兴特钢集团新成立了 3 家子公司，销售收入由 2016 年的
95431 亿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138492 亿元，平均年增长率
为 15%。

2、提升了经营质量和经营效益
通过优化传统特钢经销业务，转变销售模式，库存和

应收款周转率大大提升，经营质量得到提升；通过业务结
构调整，提高盈利能力，利润总额 2019 年较 2016 年有大
幅提升。

3、提升了宁兴特钢的品牌价值与市场影响力
在 2017-2019 年，宁兴特钢被中国模具协会评为“中

国模具制造服务业骨干企业”、“优秀模具材料供应商”，
被“我的钢铁网”评为“中国工模具钢供应链服务最具影
响力企业”，连续三年被宁波市企业家协会授予“宁波市
服务业百强企业”，在模具材料加工配送行业中处于龙头
地位，市场影响力和品牌价值大大提升。

4、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上缴更多税收
通过延伸产业链，引进新业务，宁兴特钢创造了更多

的就业机会，也上缴了更多的税收，2019 年较 2016 年年
均纳税增长率为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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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流动？流则动，动则流，没有资金流就无法开展业务，没有业
务的动性资金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不断创
新的业务才能体现资金流的价值，资金流的活力又反哺推动业务不断向
前。保持顺畅的经营流动性是公司发展的主要保障，公司经营流动性主
要分为业务流动性和资金流动性，两者相辅相成，都应符合计划性、应
变性、安全性、盈利性的四种特性。

计划性——底线思维规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公司业务有多少形态？需要多少资金

支持？业务与资金配合的具体时间节点是什么？这一连串的传统问题在
大数据时代多样化、碎片化的业务面前需要管理层常态、高效、快速地
前瞻性计划处理业务与资金的平衡性问题。运用 SWOT 方法详细分析外
部环境和内部核心能力后穿行测试（或模拟测试）业务流、资金流在各
细分环节的运行情况，总结分类各环节可能遇到的风险及应对措施，高
度重视资金短缺风险，优化资本结构，加强运营资本管理（避免短期融
资长期用），拓展融资渠道，增强财务弹性。在实际操作中应以业务为
导向，合理运用底线亏损思维决定资金的安排且决不能出现有超公司承
受能力的任何纰漏，把有限的配套资金运用到业务中去，不断支撑优良
业务的发展。

应变性——过程细节管理
在互联网时代，快手、抖音、BILIBILI、微视、微博等新营销手段

层出不穷，线上线下业务的模式也在不断改变。无论是外部力量的推动
还是内部压力的促进，业务发展模式需要与时局相适应而发展。模仿后
变革或探讨市场上本不存在的业务模式是不错的选择，管理层永远要有
一种居安思危的经营态度，固化思维是公司发展的桎梏。资金的运用贯

穿业务发展的整个过程，资金运用的变化伴随着业务模式的变化而变化，
重业务过程细节管理的模式对公司在资金调配上的挑战性较大，公司将
从业务洽谈、采购、物流仓储服务、销售等环节适时调整运营模式，实
时复盘做过的业务，做到资金流、货物流、服务流的闭环运行。

安全性——设立安全边际
公司安全运行永远摆在首位，制定每一项业务的资金安全边际，即

运营资金严格控制在短期资产与短期负债的差额之内，把公司有限的资
金精准投放到正确的业务上，从而实现公司长期发展的目标。资金以内
部留存额为依托，合理保持内外部融资的杠杆，实现业务与资金的高度
融合，增强公司资金配置的优势，加速业务与资金的周转率，优化负债
结构，保持融资渠道的畅通，杜绝从态度上一味追求业务的快速盈利性
而忽视资金的安全边际，从而降低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盈利性——寻求存量资金获利方式
资金是贪恋的，依附于业务之上，自身也具有追求利益的目标。用

好每分钱是公司管理层必须考虑的问题，主要是考虑资产（主要是存货
和应收款）的变现能力和资金存量的控制能力上，变现能力越强，流动
性越好。存量资金可以通过理财、提前还贷等方式有效降低财务成本和
资产负债率，外汇资金可以通过加速结售汇、匹配收支、套期保值等方
式降低汇率损失甚至产生收益。

细节决定成败，环环相扣的过程管理才是管理的真谛。对市场始终
充满敬畏，业务不断开拓，时刻提防风险，实时保持对上述经营流动性
方面四特性的考量，增强业务和资金的经营流动能力，公司将会走的更
顺更长远。

环环相扣  细节把控
◎ 宁兴优贝  罗  彤

——关于经营流动性的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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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数据
呈现爆炸式增长。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大数据发挥的作用更让
人们意识到，数据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企业大数据的基础建
设和应用的工作也提到重要日程。

宁兴贸易集团在深化外贸专业化经营的同时，一直致力于将信息化
创新管理应用于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公司利用“互联网 +”技术对企业
内部 ERP 软件和海关、国税、银行等权威认证接口进行了互联互通，
并与阿里集团合作以“钉钉”OA 系统为基础进行深度二次开发，将官
方数据和企业内部管理数据融合后，初步完成企业大数据的基础建设，
引入企业内部 ERP 数据处理流程。通过云计算的功能，将融合后数据
生成标准处理数据上传到国税系统进行退税申报处理，实现了 ERP 软
件的升级换代，该系统在同行业处于领先。

宁兴贸易集团创新应用大数据，优化贸易环节，开发应用到各岗位
的工作流程中。

一、内部 ERP 系统与海关“全国单一窗口及电子口岸”数据智能
分析和采集。通过该数据的对接后，打通了外贸企业内部 ERP 数据与
海关各部门申报数据的无缝对接，通过报关单的数据实时了解每票业务
的进展情况，及时获得报关单信息，数据有管控有共享。并提供了内部
出口单证与单一窗口数据智能匹配分析的功能，大大提高了查找错误纠
错的效率，为后期退税、备案等工作做好数据采集工作。

二、内部ERP系统与“金三税务系统”进项增值税发票数据智能分析、
采集及交互信息发送。通过与“金三税务系统”对接，可以了解所有针
对本企业开具的增值税进项发票，核对无误后向金三系统发送认证信息，
进行发票匹配。将增值税进项发票的每条信息与出口报关单出口产品信
息进行进销勾对 , 提前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大大缩短了增值税发票确认、

认证的过程。将增值税发票通过ERP系统可以穿透到对应的出口业务中。
三、ERP 系统与出口退税申报系统对接，实现自动上传申报。根据

实际业务的进展，完成报关、换汇成本的分析、增值税发票的比对认证
及退税资料的上传。通过外贸企业 ERP 数据采集模式的应用，系统自
动完成数据的校验和排查等智能化分析工作后，与退税接口实现直连完
成申报数据分析和问题排查，准确安全完成退税申报工作。将所有的文
档进行数字化备档，大大节省了人工和纸质凭证的数量。

四、ERP 系统与“钉钉”OA 对接及二次开发，实现移动及桌面办
公的无缝对接。通过与阿里集团合作取得钉钉的开发接口后进行企业内
部程序开发，实现 ERP 数据在“钉钉”系统的交互，ERP 内部审批流
程可以通过钉钉 OA 系统进行移动审批，既提高了效率又节省了纸质单
据的流转。

五、完成企业经营情况大数据分析功能。ERP 系统的升级使采集数
据的数量大幅度增大，为企业今后的业务分析提供了数据基础。目前系
统可以实现任何一票业务的数据、资金、物流走向等分析，同时对某一
阶段的业务数据按需求进行整合分析，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依据。

建好用好企业大数据中心，既能创新管理模式，也能使企业在数字
经济竞争中积蓄力量、提高竞争力，企业大数据的作用会越来越显现。

企业大数据的基础建设和应用
◎ 宁兴贸易集团  高  原

舟山宁兴船舶收购重组于一家民营船厂，基于人员规范意识缺
乏、惯性思维难以改变，各岗位监督和考核机制尚未建立运行等客
观因素，公司在近一年的过渡转型中，能够将原粗放型的人管人，
人管物模式初步规范为标准化制度流程管控企业，ERP 系统的建设
和上线起到关键助推作用。

船舶建造是一项庞大、复杂、精细化的系统工程。对市场、技
术、采购、仓库、财务等部门的专业化运行要求很高，管理精细化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项目管理：当公司取得意向订单时，市场部根据船东的建
造技术要求进行精准的成本测算，编制单船计划成本预算书，在满
足公司利润率要求上确定基础报价，确定合同的核心条款，并按订
单制度流程审批后进行对外谈判，最终达成一致签订船舶建造合同。

 2、采购计划：生产部综合考虑船台、分段场地、设施设备等
条件，合理安排在手订单生产排期，并相应出具各船物资纳期计划。
技术部根据技术清单和设计图纸分步、精准出具采购清单，达到船
舶专用材料无浪费、无库存目标；采购部出具各船物资的具体采购
计划。

3、采购及到货：采购部根据采购计划，同时在市场部下达的
单船计划成本预算内进行询价、谈判、订货、收货、付款结算等，
保证各项物资根据生产节点需求准时到厂，并在过程中控制物料成
本，争取优质账期，减少过程垫资。

4、物资管理：仓库部门按照制度流程规定及时清点入库、领
用出库各项物资、保证账实相符，实时反映实物库存信息，保证通
用物资在合理库存之内，对超合理库存线的采购订单及时预警，不
断降低库存配置，减少资金占用。

5、成本和资金管控：财务部根据建造合同收款节点和采购计划
编制单船建造资金计划，并全过程进行成本和资金管理，及时修正
资金计划。当出现收款逾期、实际成本可能超出计划成本时及时向
责任部门发出预警，并上报经营层，保证船舶建造预期利润的实现。

ERP 系统的建设正是围绕着上述目标，第一期内容开发经历了
以下四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2020 年 4 月）：
1、确定 EPR 系统要求
上线时间要求：第一期开发内容半年内完成；流程设计要求：

为船舶建造业量身定做；系统要求：集销售、采购、仓储、财务四
大管理模块信息一体化。

2、确定软件开发团队
考虑软件的个性化定制要求，更侧重团队的开发能力和效率。
3、确定各阶段工作
第一期：以业务流程为中心的系统开发；第二期：个性化定制

管理报表模块，及其他管理需求。
4、梳理、规范业务流程，搭建主要模块，确定数据流向
二、开发阶段（2020 年 4 月 -5 月上旬）
1、确定业务审批流程、设定权限。
2、配合软件公司设计各项表单，提出需求、沟通细节。
三、试运行阶段（2020 年 5 月中旬 -8 月）
1、成立以董事长、总经理为首，公司经营班子组成的项目领

导小组。成立以常务副总为组长，以分管采购部副总为副组长，由
各部门核心骨干组成的项目推进小组。

2、建立基础数据库，补录历史业务数据。
3、将运行中遇到的问题及需求集中反馈至软件公司，完善系统，

使主要流程全线贯通。

四、全面上线运行阶段（2020 年 9 月始）
1、上下齐心，坚决推行。
2、同步验收，查漏补缺。
3、提高效率，不断优化。
ERP管理系统于9月份已顺利上线运行，并初见成效，体现为：
1、业务流程线上标准化运作，督促各部门、各岗位及时、规

范执行。
2、能够及时暴露 ERP 系统和公司内控方面的不足，倒逼相关

问题及时解决。
3、建立了大量基础数据库，并对所有业务合同、结算资料进

行电子扫描，实现了档案数字化管理和有权限人员的共享。
4、为第二阶段通过数字化高效集成提升公司精细化管理水平

奠定了基础。
系统的第一期建设为公司信息化工程起了个良好开端，但在借

助信息化工具管生产、控质量、降成本、提效率、出效益的精细化
管理道路上还任重而道远。相信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只要公司
上下坚定不移、稳扎稳打、步步推进，目标的实现指日可待。

ERP 管理系统助推
舟山宁兴船舶精细化管理

关键业务流程

1、红色背景为重要业务风险点；

2、蓝色背景为业务基本操作流程；

3、深灰背景为外部流程

4、黄色背景为财务接口凭证。

合同谈判与签订

销售合同
市场部 + 审批

采购明细清单
技术部发起 + 生产部确认

编制采购计划
采购部 + 审批

采购合同
采购员 + 审批

付款通知单
提交事项 + 审批流程

入库通知单
采购员

入库单确认（验收）
仓管员 + 质检员

入库单调整确认（验收）
仓管员 + 质检员

入库调整单
采购员

收款登记与确认
市场部 + 出纳

应收票据
出纳

劳务合同

劳务结算管理 出库领料单（审批）

出库领料调整单

领料单确认（验收）
仓管员

领料调整单确认（验收）
仓管员

专业主管
部门负责人

仓库管理

应收款管理 项目工程进度结算
市场部 + 审批

国内销售台票通知
市场部

销售收入凭证
会计

转销料件成本凭证
会计

转销预估采购凭证
会计

采购发票登记
采购员

预估采购凭证
会计

应付票据
出纳

付款凭证
会计

应付款管理收款凭证
会计

项目管理（按船）
市场部

合格

合格

◎ 宁兴控股财务审计部  陆  雁  

技术部 + 实施单位 + 生产

技术部 + 实施单位 + 生产

技术部 + 生产部 + 审批

生产部 + 质检部 +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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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
就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五点要求，其中第四点就是：必须坚决遏制重特
大事故频发势头，对易发重特大事故的行业领域采取风险分级管控、隐
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性工作机制。同年 4 月 28 日和 10 月 9 日国务院安
委会分别印发了《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实施遏制重
特大事故工作指南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意见》，两个文件中均提出了构
建双重预防机制的要求。

双重预防机制是构筑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两道防火墙。第一道是管
风险，通过定性定量的方法把风险用数值表现出来，并按等级从高到低
依次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让企业结合风险
大小合理调配资源，分层分级管控不同等级的风险。第二道是治隐患，
排查风险管控过程中出现的缺失、漏洞和风险控制失效环节，整治这些
失效环节，动态的管控风险。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共同构
建起预防事故发生的双重机制，构成两道保护屏障，有效遏制重特大事
故的发生。

作为危险化学品储存企业，公司一贯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牢固
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的方针，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推进安全标准化建设，认真
开展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实行安全管理关口前移，做好风险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在风险管控方面，公司已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识。一是对静态风险，
如设备设施等采用安全检查表分析（SCL）；二是动态风险，如日常操
作等，采用工作危害分析（JHA）方法进行辨识。

安全检查表分析（SCL）对静态风险的辨识。先填写设备设施清单，
分为安全设施类、储罐、压力管道、压力容器、软管、泵、装车鹤管、
防火堤、其他设备类。做完基础工作，接下来是对辨识对象进行详细分

析、列出检查项目和检查要点；搜集资料，确立标准；判断危险源的主
要危害及后果，找出控制措施，最后列出安全检查表。对照安全检查表
逐项填表，完成风险辨识。

工作危害分析（JHA），程序上和安全检查表分析（SCL）法相似。
首先做基础工作，填写作业活动清单，清单主要包括作业活动地点、工
作步骤、风险因素等内容。弄清要辨识的作业活动包括哪些，主要包括
日常操作、异常处理、管理活动等内容。

确定作业活动后，接下来识别工作步骤、可能导致的事故、现有安
全控制措施、风险级别及改正控制措施，完成动态风险辨识工作。风险
辨识工作完成后，按风险等级从高到低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
般风险和低风险，分别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识。目前公司已完
成内部风险等级四色图。

为了让每位员工都了解风险点的基本情况及防范、应急对策，公司
对每个岗位设置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表明本岗位主要危险危害因素、
后果、事故预防等内容。

在隐患排查治理方面，公司完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明确了隐
患排查治理职责。公司总经理对公司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全面负责，
保证隐患治理的资金投入，及时掌握各类隐患治理情况，督促有关部门
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并组织检查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落实情况。分管副
总经理定期召开每周安全例会，解决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及时向总经理报告重大情况。

公司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已常态化运行，按照安全标准化及公司制
度要求，公司确定了综合安全检查、专业性安全检查、专项安全检查、
季节性安全检查、节前安全检查、公司领导不定期带班排查治理，及
安全管理部门日常巡查、班组的巡检等都是隐患的排查治理，从而形
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的隐患排查治理模式，并对隐患排
查治理进行有效的闭环管理。

目前，公司按照上级部门的文件要求，把“双防”工作作为重要工
作进行再部署，进一步完善公司双重预防机制体系，进一步梳理风险分
级，核查风险管控措施，加强风险教育培训，严防风险演变成隐患，隐
患演变成事故，确保双重预防体系有效运行。

构建双重预防机制建设
◎ 宁兴液化  王  昊

公司实施创新发展规划以来，为进一步强化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提
升业务端绩效，亟需职能部门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提高服务协作能力，
更好地服务和支持业务端，为公司的发展保驾护航。因此，通过优化公
司四个职能部门的绩效管理，来管理激励员工、发展培养员工、释放员
工潜能和积极性势在必行。

公司原有职能部门考核办法的考核指标主要为服务意识、创新意识、
责任心、工作效率、工作能力等定性考核指标，划分过粗，考评主体个
人主观认识影响较大，评估员工绩效不够准确与客观。考核周期长，以
年度为考核周期整体上呈现为一种结果导向的考评，容易使考评者忽略
被考核人过程与行为的日常考评与督促，而职能部门特别要强调过程、
行为、态度、价值观的考评，要形成以提升绩效为最终目标的绩效管理
体系。

因此，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公司引入管理咨询公司，实施职
能部门绩效管理提升项目。

什么是绩效管理？绩效管理是简单地用来区分好员工与差员工的
吗？是通过奖优罚劣来体现公平的工具吗？是最终结果仅为绩效工资有
奖有罚吗？

绩效管理：事前计划—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共同达成当月工作计划；
事中管理—关注计划所列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发现问题与改进，持续
反馈，定期辅导；事后考核—根据月初计划，结合工作过程，合理评判。

绩效管理中管理者与被管者是一种伙伴关系，整个管理过程是双方
共赢的过程，加强了过程管理，明确工作要求，结果有奖有扣，但偏重
正面激励，关注点不在奖金的奖扣上，而是把考核与员工培训、评优、
晋升、调薪等关联，把机会倾向于优秀人员，有助于员工做好好自身职
业规划，强化促进绩效的正面行为。

真正的绩效，关注的不是考核而是管理。
下面，两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目前宁兴贸易集团职能部门绩效考核

的具体情况。
一、绩效考核的实施
主要从梳理岗位说明书 --- 提炼指标库 --- 内部客户梳理 --- 月度计

加强职能部门

◎ 宁兴贸易集团  陈若璐

二、绩效管理落地后的作用
1. 提升员工自我约束能力，形成良好习惯。
2. 上下加强沟通，改进提升工作（工作中有问题及时请教、处理，

上级及时指出不足），管理者与员工在管理（工作）行为上的正能量互
动与积极性提升的日常激励。

3. 强化团队合作意识，带动团队绩效、公司绩效的持续优化，同时
形成促成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实现一致协作的团队绩效文化。

4．改善员工感知，强化激励，吸引人才，体现岗位价值与员工能力，
把员工的努力导向为正确的方向，激励员工发挥最大潜能。

绩效管理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我们将持续不断地根据管理的需求进
行优化提升，使之更客观、科学，实现公司与员工的双赢。

绩效管理

P- 绩效计划

公司目标分解
前期

中期

后期

A- 绩效诊断与改进

C- 绩效考核与面谈

评估结果使用

D- 绩效辅导

活动：与员工一起确定
绩效目标，行动计划
时间：新绩效期间开始

活动：主管诊断员工绩效，
提出改进计划
时间：绩效期间结束时 

活动：评估员工的绩效，
并反馈面谈
时间：绩效间隔期间

员工发展计划、人事变

动、薪资调整、奖金发

放、培训等

活动：观察、记录和总结
绩效，反馈、探讨、指导
时间：整个绩效期间

划 --- 月度考核 --- 年度考核，这六方面进行。
在整体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从实际出发将各岗位的主要工作职责、

任务、目标进行拆解细分，把每项工作细化成考核指标，再将重点工作
提炼到考核指标库中，由部门负责人制定出各岗位每个月重点需要考核
的工作内容，形成月度考核表，与被考核员工沟通后实施。次月由部门
负责人对每项考核内容进行打分，再结合内部客户的评价，得出最后绩
效分数，部门负责人与被考核员工反馈每个月的考核结果，及时指出需
要改进的点，加强辅导及跟踪改善情况，形成 PDCA 循环。

水稻是我国第二大粮食作物。而伴随大量稻谷的生产，大量水稻秸
秆会同时产生，研究显示每产生一公斤稻谷，就会有约 0.8 公斤的水稻秸
秆产出。2019 年宁波市水稻种植面积约 108 万亩，全年约有 86 万吨新
鲜水稻秸秆产出。目前宁波市禁止秸秆焚烧，水稻秸秆处理途径主要有
秸秆还田（基料化与肥料料利用）、秸秆饲料化利用、秸秆固化成型燃
料化利用和秸秆材料化利用。然而秸秆还田在实施了几年之后，对土壤
造成破坏、引发病虫害等，而且秸秆还田还会导致粮食减产，农民种地
的成本增加；秸秆固化成型燃料利用需要集中处理，固化过程增加处理
成本，整体效益较低；而直接作为饲料进行反刍动物饲养时，由于其较
低的营养价值和较差的适口性，直接饲喂会反而容易限制反刍动物生产
性能的正常发挥，降低生产水平。

作为一家专注于反刍动物发酵饲料研发生产的饲料企业，宁波宁兴
涌优饲料有限公司一直以来都致力于通过微生物发酵技术，对饲料资源
进行充分开发利用，以达到物尽其用的目的。依托公司较强的研发团队
和反刍动物生物发酵饲料生产技术，结合完备的品控检测能力和国际一
流的发酵饲料生产线，自 2017 年以来，公司通过不断研发和推进新鲜
水稻秸秆的生物发酵饲料化进程，目前已走出了自己独特的新鲜水稻秸

秆到生物发酵饲料的转变之路。公司通过利用乳酸菌发酵特性，在新鲜
水稻秸秆大量产出季节时，通过调配发酵可以大批量对新鲜水稻秸秆裹
包进行长期储存，制成含新鲜水稻秸秆的裹包 TP 料（裹包发酵好 TP
料可以储存数年而保持营养价值和品质稳定），而随后将 TP 料作为一
种原料可常年用于其他产品生产，直至下一年新鲜水稻秸秆再次收割。

基于这种不断完善的生产模式，2018-2019 年时，公司收购宁波市
新鲜水稻秸秆合计约 4000 吨，收集亩数 5000 亩。截止 2020 年 11 月，
公司已经与宁波市海曙区、鄞州区、镇海区等水稻种植合作社签订约
5000 吨的新鲜水稻秸秆收购合同，涉及亩数约为 6500 亩。而我司每年
水稻与麦秸秆使用量约为 1.2 万吨，仍需从外地大量购入水稻秸秆用于
生产，这也意味着我市水稻秸秆资源的生物发酵饲料化开发利用还有极
大空间。

作为生态循环农业先行者，宁兴涌优走出了自己独特的新鲜水稻秸
秆到生物发酵饲料的转变之路。但饲料资源千千万，这些资源的开发利
用还有很多困难与未知需要克服与探索，宁兴涌优将继续前行，为我国
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变 为废 宝

◎ 宁兴涌优  韦子海
   ——宁兴涌优模式下新鲜水稻秸秆到生物发酵饲料的转变

汽车 4S 店作为一种成熟的汽车经销服务模式，面临汽车保有量不
断上升带来的环境、交通等课题的制约，在驶出“快车道”后进入了稳
定发展期。因此，各大车商对有限的市场份额争抢更加激烈。以一汽丰
田为例，2021年即将推出五大新车型，成为其持续占领中端车市场的“助
力器”；而除此之外，售后业务作为经销店的支柱产业，保有客户的抢
夺战相比新车客户的抢夺战将更为持久。而要想在这场旷世“大战”中
“笑傲江湖”, 就一定要拥有“长枪利剑”。

宁波宁兴丰田作为厂方的“超大规模店”、“金牌店”以及宁波区
域的老牌资深经销店，多年的深耕细作积累了较大的客户基盘，而在“如
何维系基盘客户”的课题上，公司始终不断在探索新思路新模式。2019
年下半年，经多次研讨后公司决定：由传统的CR单线客户维系转变为“以
客户全生命周期为服务区间，整合售前、售中、售后全线资源为客户提
供一站式服务”。“E 客服”应运而生。

传统的服务模式，各部门、岗位分工明确且“专一”。客户如果车
辆产生了问题，可能需要从一个“门诊”流转到另一个“门诊”，直到
找到最终责任部门才能解决问题。而“E客服”则整合了4S店销售顾问、
维修接待、车间维修、配件以及客服岗位人员，通过建立微信群，只给
客户一个“万能接口”，任何有关车辆的问题，客户只需要通过这个“接
口”反馈，相关工作人员就会通过分工合作来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启动之初，“E 客服”也曾遇到过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客户
的归属分配，客户的重复判定，客户的质疑反感等。但是通过不厌其烦
的跨部门沟通及一线员工的超强执行力和团队协作力，最终所有的难题
都被一一攻克。目前，宁兴丰田已创建“E 客服”约 9000 个，客户咨
询数从导入时的每月 100 条到 500 条。从表面来看，客户的意见似乎是
比以前更多了，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缩短了和客户的沟通距离，
客户的声音能够更快速更有效地传达给我们，客户也更乐于向我们反馈
更多的问题和建议。而这对于客户满意度及客户基盘的攀升无疑起着非
常大的作用。

每一次突破都是飞跃，每一次突破都在改变之后，服务永无止境。

突破，从改变开始
◎ 宁波宁兴丰田  葛思琪 

   ——记宁波宁兴丰田创立“E 客服”

（ 摄影：陈宇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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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广交会初体验
◎ 宁兴恒骐  刘洋洋  

疫情催生的
New Model 新模式

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形势下，云上展会、直播带货、线上销售成为
贸易商的新选择，为了积极应对疫情对业务的影响，宁兴控股的相关业务板
块也纷纷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营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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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崔晓蝶）

2020 年 6 月，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形势下，
已过甲子年华的广交会首次将它的舞台完全搬上了“云
端”，实现了中外客商足不出户通过网络在线下单、
做生意。全新的模式意味着全新的适应和竞争，时间
紧迫、经验欠缺等客观阻碍的存在也为展会增加了一
些不确定因素；同时，模式的转变又给交易会注入了
新鲜的血液。这场“云端盛会”对参与其中的我们来说，
是拥抱数字贸易的新尝试、新跨越，更是机遇与挑战
并存的新动能、新商机。

全新挑战：从 0 到 1 的全球直播带货
通过企业直播间直播带货是本届展会的最大特点，

也是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在前期筹备过程中，首当其
冲的困难便是业务员直播技巧和经验的缺乏。没有了
线下面对面的交流机会，直播成为了展示商品，联系
客户的最好方式。而线下交流和线上直播是两种完全
不同的体验，一对一的商谈可以让我们的注意力更加
聚焦在客户身上；线上直播，我们往往面对的是屏幕
前一个个未知的形象。这样的难把控性给业务员带来
了不小的挑战。如果把这次从 0 到 1 的直播筹备比作
一次打怪升级，我们在从青铜到王者的路上进行了一
系列理论 + 实践的努力，例如提前到友商的直播间观
摩学习和向专业的直播团队取经，探寻游戏攻略；例
如通过“恶补”直播的话术和交流技巧，增加装备，
提升战斗力；例如筛选重点介绍的产品进行试播、预热，
来刷副本，积累一波经验值。借此有目的性的培养一
支懂产品、懂语言、懂贸易的直播团队，为今后第二届、
第三届等未来可能的线上展会做准备。

另一方面，由于本届线上展会的技术支持方腾讯存
在引流方面的缺陷，需要我们参展商自己去提前约热
和邀约；直播中碰到的种种技术问题和工具繁琐不实
用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及时克服，这也给我们顺利开
展线上展会制造了一些障碍。

全新机遇：拥抱数字贸易促企业转型升级
云上广交会是疫情冲击下的顺应新的消费模式及贸

易模式发展而发起的“稳外贸、稳外资”的伟大尝试，
它为我们传统外贸行业开启了世界贸易的新通道，提
供了非常不错的转型升级探索方向。我们若能把握线
上线下融合的趋势，用互联网打破时空限制，将传统
外贸的流程化繁为简，通过更加直观的展示和全新技
术的加持，进一步开辟全新的获客渠道和市场，为企
业转型升级打开新思路。

2020 年全球贸易格局已然不同，因此，无论是从
市场、行业和企业等角度来看，被动等待肯定不是解
决问题的最优解。在参考借鉴先行者探索成功的基础
上，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线上展会服务模
式，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实践才是破局的关键！

车商的“网红”之路
◎ 宁波宁兴丰田  史梦依

“直播带货”、“网红经济”对于许多行业而言早已
不是什么新鲜词汇，但对于商品“体型”较大、单价较高
的汽车经销行业来说，各经销商重视欠缺且进展缓慢。但
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加大了人们对于
网络经济的依赖，各经销商纷纷意识到“此地必争”并提
速了“打造网红”的脚步。宁波宁兴丰田便是在疫情期间
异军突起的一家“网红汽车经销店”。

“网红店”首先要有“网红”，但对于汽车经销商来
说，当前直播最大的目的还是推广品牌、增加人气和搜集
客户信息。出于专业和成本角度考虑，公司的主播人选首
先锁定在几位“才貌兼备”的基层管理者身上，她们有“当
家花旦”番茄、“最美售后经理”九姑娘、“优秀讲师”
小超人，集结了销售、售后的精英人才。但“看花容易绣
花难”，平时看直播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直播上侃侃而谈很
容易，而真正上镜时，紧张、忘词、不自信无一例外出现，
尤其是起初阶段直播间的观众寥寥无几，说不打击人也是
不可能的。

“必须在直播的道路上闯出名堂”，在公司新媒体运
营项目总指挥张祯副总的坚定带领下，宁兴丰田的新媒体
团队重整士气，开始了在直播中的探索之路。胡适说过：“凡
富于创造性的人必敏于模仿，凡不善于模仿的人决不能创
造”。为此，主播们关注了大量“网红”，尤其是汽车板
块的“网红”，去学习直播中运用的各类技巧和道具，并
采购了专业的直播硬件设备，打造了“宁兴丰田直播间”。
在直播的内容上，也力求给到观众更感兴趣的方面，如丰
田趣事、选车注意事项、保养项目说明、事故处理等。经
过主播及运营团队的努力，直播间的人数得以持续提升。
但很快，粉丝量和直播人数就遇到了瓶颈，“如何突破”
又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经过多次研讨，运营团
队根据汽车类观众的喜好，将直播间的机位转移到了展厅
并不断转换场地，提起了观众的兴趣，互动也更加频繁了。

一波三折，就在一切向好发展的时候，直播间又被系
统频频警告甚至停播，观众人数也开始降低。运营团队根
据警告内容对直播协议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总结了直播敏
感词汇，并研究其他优秀主播的直播话术，同步配套了小
视频推送引流，坚持每天 2 小时的固定时间播出，直播效
果终于得以稳固。

截止目前，宁波宁兴丰田的单场直播最高达到了 7.9 万
人，单抖音总粉丝数累计15.1万人，月直播间粉丝成交8台。
公司的主播团队也在进一步扩大，既能满足不同观众要求
也在挖掘员工们的各项潜力，并拟将新媒体运营工作与公
司企业文化建设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一名走在前沿的
“网红”汽车经销商。

宁兴嗨购进口商品直销中心之前一直没把线上渠道作为
重心。疫情发生后，开始尝试“微商城 + 微信群 + 直播”
的经营模式，最初是清库存，然后开始尝试新品销售，首
场直播在线访问人次超 10 万，让我们对线上活动的推进更
有信心。

在进行直播营销的过程当中，我们把直播当作战略，也
把直播当做工具。社群 + 直播 + 门店，是构建进口商品直
销中心店增长的新终端模式。社群解决人，直播解决场，
门店解决货，形成了一个叫做“人货场”在传统零售店的
全面新零售的升级。

现在进口商品直销中心，每周五在线上进行直播，全体
员工通过微信朋友圈和粉丝群分享给用户，引流用户进入
直播间，成为自己的粉丝，持续性进行私域流量直播。通
过每周一场的直播，不仅提高了老会员的粘性和复购率，
同时通过老会员拉新会员裂变，让私域流量池里的粉丝日
渐增长，持续性输出品牌形象。在员工培训上，直播用“固
定主持人 + 区域导购介绍”的模式，锻炼每位员工的引导
销售能力，强化对产品的认知，整体提升员工的综合能力。
相信在未来的道路上，宁兴嗨购进口商品直销中心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营销模式上，品牌影响力日渐提升，实现从 0
到 1 的发展。

全员直播
走进镜头里的
◎ 宁兴海鑫  杨非凡

“宁兴嗨购”

（摄影：叶嘉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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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风采

不平凡的 2020 年，宁兴人战疫情，稳生产，促发展，
危中寻机抗压前行，创新发展逆势而上，他们凝心聚力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他们多措并举稳步推进重点项目的发
展，他们弘扬工匠精神在平凡岗位上追求卓越，他们在困
境中以实际行动再一次诠释了宁兴人的担当和使命，彰显
了宁兴人闪亮的风采。

编者按

Ningsh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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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图
恩报

宁波四知精神之

王文彤：敢作为勇担当的

2020 年 11 月，时任宁兴控股副总裁、
宁兴特钢集团董事长的王文彤，又接到了新
的任务，受命担任舟山宁兴船舶专职董事长。
舟山宁兴船舶是宁兴控股重要的新板块，对
于进一步完善整个集团的经营结构，创造新
的盈利模式，提升长远持续发展能力，具有
重要作用和意义。

王文彤董事长到位后，第一时间与经营
班子成员、部门负责人、外协施工单位负责
人交流，发现问题，梳理思路，制定解决方
案，在稳固现有安全生产经营的同时，提出
了“以产品为中心的‘小、专、精’技术领
先的船舶经营方向和“以生产为核心，确定
‘品质至上’的高效船舶制造方向”，并将
该理念充分灌输，成立六个专业小组，负责
各项重点工作的推进，着力让每一位宁兴造
船人明白造船的方向和目标。

发现船舶设计人才严重制约公司的生
产，他一边要求人事加大招聘力度，一边主
动对接上海的船舶设计公司，引进专业人才，
设计部人员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从 5 人增加

2013 年，王文彤担起了宁兴特钢总经
理的重任，带领特钢团队推进宁兴特钢集团
走上转型升级的新征程。2015 年宁兴特钢
集团借“供给侧改革”之势，提出公司总体
转型的升级方案，以“专、精、特”为经营
转型方向，全面实施产业链战略合作，大大
提升了经营质量。在转型升级取得初步成效
后，2018 年王文彤和特钢团队提出要打造
特钢产业“产、销、研、融”生态圈，即：
以模具钢材料为主体，建设特钢经销平台、
特钢加工配送平台、热处理技术服务平台、
特钢供应链金融平台及高效设备制造等五大
平台，通过五大平台的独立运作与统筹管理
来实现良性循环，以此来提高自身的增值服

至 9 人，设计能力和服务生产的保障能力显
著提升。各个部门的人才紧缺问题逐步解决，
员工的凝聚力不断加强，工作积极性明显提
升，他更是以身作则，一有时间就到厂区内
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联系相关负责人，
明确整改内容、方案和时间，船厂运营效率
大大提高。

面对宁兴船舶各职能部门职责不明晰、
协作矛盾频出的问题，他调整经营班子分工，
明确分工，责任到位；调整管理架构，优化
部门设置；规范议事制度，完善决策机制；
落实建纲建制工作，梳理 130 项制度，将宁
兴的管理体系，文化理念贯彻落实到每一位
员工。他说，宁兴船舶的未来是星辰大海，
现在才刚刚出发，航行的方向要准确，更重
要的是航行动力，这来自于公司制度体系下
员工的自动自发。

局面渐渐打开，人心不断汇聚…生产副
总说：“我们终于有了明确的、符合公司发
展实际的方向和定位了，咱就好好干。” 
技术部长说：“我们的人员队伍强大起来了，
公司后勤保障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做事更有
动力和底气了。”员工们说：“制度建设让
我们的工作职责、内容和方式更加明确，我
现在终于明白制度的优势了”……

宁波、舟山两地跑，王文彤奔波的区域
和工作重心似乎有了改变，不变的是休息日
依然还是工作日和出差日，依然不是跑市场
就是盯现场。短短几个月，舟山宁兴船舶整
体面貌、氛围大大改善，生产经营有序推进。
相信，舟山宁兴船舶在这样一位勇担当、善
谋划、严自律、勤作为的管理者的带领下，
一定能够朝着既定的目标阔步前行。

一次次突破，一项项改善，这是王文彤
交给宁兴的答卷，全力以赴、忠诚奉献，以
企为家，这是他对公司信任最好的回报。 “工
作上要‘像家事尽心尽责’、‘要一心为公’、
一切以公司利益为重，一切以公司发展为
重”…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的率先
垂范是对宁兴优秀经理人最好的诠释。

敢作为

勇担当

谋篇布局促发展

锐意进取谱新篇他从多年外贸业务的摸爬滚打、实践历
练，到特钢经营的敢想敢做、创新开拓，再
到船舶修造的肩负重任，全心投入，作为宁
兴控股优秀经理人，他果敢有魄力，忠诚有
担当，实干有能力，无愧于优秀共产党员的
称号！更是宁兴控股优秀管理者的榜样。 

王文彤
宁兴控股副总裁，兼任公司两个重要
板块宁兴特钢集团、舟山宁兴船舶的
董事长。曾获宁波市优秀企业家、宁
兴控股多次优秀经理人。

务、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经过三年多的
实践，宁兴特钢集团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实现较好增长，确立特钢经
销领域的行业龙头地位。2020 年，宁兴特
钢集团又拓展“一核三翼”新思路，并将以
信息整合、资源保障、技术服务、快速配送、
成本控制、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竞争优势不
断扩大，推进公司在有质量的发展道路上越
走越快！

在宁兴特钢的这几年，王文彤董事长不
停奔忙于各大钢厂、重要客户和公司的重点
项目，他是清晨列车和红眼航班的常客，对
他来说休息日就是工作日和出差日。这样的
励精图治和辛勤耕耘，感染和带动着宁兴特
钢团队不断奋进；这种敢于扬起风帆、搏击
风浪的勇气，敢于突破、舍我其谁的魄力，
不断激励着宁兴特钢人砥砺前行。

◎ 宁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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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施总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宁兴，是怎样
机缘让您决定进入宁兴优贝 , 进入跨境电商行业？
当时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答：2013 年我初为人母，对进口母婴产品
特别感兴趣，而接触的代购存在打擦边球现象。
2013年底国家出台“阳光海淘”政策支持跨境业务，
于是看到了机会，想把海淘和进口消费品结合起来，
这才跨入电商行业。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最大的
困难就是组建一支跨境电商专业团队，电商类人才
本不多，而跨境电商是新产业，团队组建后需要深
入认知和解读。

问：宁兴优贝成立至今，起起落落，如今在
跨境与仓储物流一体化经营中做出较好成绩。宁兴
优贝是如何调整提升来适应行业高速发展？ 

答：宁兴优贝能够快速适应行业且保持高速
发展，主要得益于较早较深入地参与到跨境行业，
能主动适应变化，紧跟行业步伐，快速衔接市场。
每一次取得成绩和突破后，我们敢于一切归零，重
新成长。

宁兴优贝的成长与发展，最要感谢的是宁兴
这个大平台。宁兴就像一本宝贵字典，无论遇到什
么问题，都能在其中找到答案，而且不吝赐教。
宁兴有丰富的市场经验给予经营和风控上多方位指
导，有广泛的社会资源给予帮助和支持，有较强的

资金优势缓解经营压力……当然，还有优贝小伙伴
们，面对困难，千方百计开源节流，引进新业务，
降低成本和库存损耗……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
们的骨干队伍依然稳定。

问：火鸡面爆款营销大大推动了宁兴优贝的
快速发展，你觉得火鸡面销售何时会到瓶颈？下一
个爆款在哪里？下一步发展有什么考虑？

答：韩国三养公司已经有 60 年历史，火鸡面
进入中国市场有 8 年，所以它并不只是简单的网红
产品。韩国三养公司的研发能力和生产稳定性都很
强，不断开发出很多新品。双方目前形成良好的合
作，都十分珍惜这份友情。

火鸡面在进口食品中已是 Top1，下步可能会
考虑美妆类产品 , 会更加关注产品品质，希望合作
品牌方重视中国市场，具有系统性规划，争取打造
一个新的爆款。 

宁兴优贝是一家供应链服务整合公司，有线
上线下销售渠道及资源优势，有对营销团队的能力
提升及布局等，后期会考虑跟国内其他品牌合作。

问：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双循环的新格局，
宁兴优贝面临哪些新机遇和挑战？

答：今年宁兴优贝整体发展状态不错，主要
是自身抗风险能力在增强，同时宁兴有好的企业名
誉和商誉评价，都是合作伙伴比较看重的。目前国
际形势非常不确定，企业要做好准备适应变化：一
是，“多条腿”走路，如目前供应链一体化经营模
式，不容易轻易倒下；二是，通过自身优势去吸引
更多合作伙伴，不断吸取他人优势；三是，培养团
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在不利环境中的生存能力。

成绩都是过去，要随时做好清零准备，为未
来打算。现在企业讲究的是综合素质，不能靠一
个产品打天下。未来宁兴优贝将在不脱离“供应链”
主线前提下，拓展渠道和能力，培养更多维度的
优势。

问：宁兴优贝成立六年多，您觉得最大的成
功是什么？最遗憾的是什么？这一路对您影响最大
或是最想感谢的人是谁？

答：觉得最成功的是宁兴优贝遇到风浪的时
候没有轻易放弃，咬牙坚持下来，取得现在成绩。
最遗憾的是陪伴家人时间比较少，错过孩子成长关
键时刻。还有外婆去世时我还在机场，没能见最后
一面。

要说坚持下去的动力，就是我热爱这份工作。
把自己喜欢的国外的东西带回分享给大家，自豪地
说超市里一定有我们家的产品，那是一种满足感，
我的员工们也很骄傲。

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很多，宁兴的领导，
我们经营班子成员，六年来不离不弃在身边的伙伴
们……如果只能选择一个人的话，最想感谢的是我
的父亲。从小他对我的要求就很严格，我所有的特
性，包括做事风格、经营理念等，都受到他潜移默
化的影响。甚至我关注宏观经济也是受他熏陶，记
得小时候每天早上 6 点，他一定准时收听《美国之

音》，我从小跟着听。

问：作为女性管理者，您如何平衡工作与家
庭的关系？

答：家人都很支持我的工作，虽然有时候妈
妈看我忙会心疼，但是爸爸会阻止我妈“拖我后腿”。
生活和工作没有完美平衡，想要在工作中取得成绩
就要一门心思去做。对于家庭生活，该花的心思也
是要花，要尽力而为。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营造和
谐充满爱的氛围，让孩子感知父母家庭的爱和关怀
是必不可少。我们家孩子看到爸妈这么忙，反倒少
了依赖，培养了出“自力更生”能力。

问：您平时注重哪些方面的学习？最近有什
么学习安排？

答：我自认还是比较注重学习的。我认为语
言能力很重要，从去年开始学习日语。另外今年一
年没有出国，担心口语能力下降，每周会找外教复
习英语口语。现在没有大段时间学习，就利用碎片
化时间，见缝插针。我的时间管理还是比较强的。
（笑）

最近考上了 EMBA，明年开始会定期上课。学
习不光是从书本、课堂上学，还可以跟各个行业中
有丰富经验的人聊，不同领域能带来新的感触和灵
感，总之，“脸皮”要厚，善于追问、善于学习。

问：宁兴优贝小伙伴们眼中的您如何？您的
性格特点怎样？ 

答：他们说我“精力旺盛，熬死猫头鹰”；
还有说我记忆力好。可能是小时候经常看漫画书，
因为租费按天计，要快速把书看完记住，就锻炼了
记忆力。还有，我们员工平均年龄很年轻，所以都
说我是“二次元美少女”，跟大家没有代沟。

我觉得自己是比较乐观的人，遇到不好的事
情，会做好最坏打算，但仍然比较正能量，能够带
动整个公司氛围。

问：平时有什么爱好？ 
答：我每周都去健身，已经坚持两年多了。

平时比较喜欢看书，管理类多一些，最近在看品牌
管理营销类，比如稻盛和夫、王阳明等。还有好听
的音乐，不管哪个国家的；也会看日本动漫。一般
不刷剧，感觉刷剧会变笨。（笑）

问：宁兴优贝是个年轻团队，95 后占 35%。
作为总经理如何激发他们能力？有什么职业上的
建议？

答：首先我觉得需要营造愉快工作氛围，要
认真倾听他们想法，现在年轻人爱表达，都有自己
闪光点，要鼓励他们把自己优秀的一面表现出来；
同时也要了解他们的弱点，不要让他们做不擅长的
事情，导致丧失自信心。

关于职业建议，我觉得年轻人要给自己压力，
勇敢去大风大浪里淘一淘，所经历的都会变成自己
的附加价值；要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思考，还要有兴
趣爱好，保持学习能力和自我成长能力。  

从宁兴普通的业务助理，到“火鸡面女
神”，是怎样平台和个人努力让她成长为年
轻的宁波市优秀企业家、宁兴优秀经理人？
她身上有哪些闪光点值得我们学习？让我们
走进宁兴优贝、走近施晨佳，一起探索这些
答案吧。

施晨佳
宁兴优贝总经理

扬巾帼时代风采  

◎ 宁兴贸易集团  杨茹冰  

   ——记“宁波市五一巾帼标兵岗”宁兴贸易集团服装专业部郑慧班组

2020 年 2 月，宁波宁兴贸易集团服装专业
部郑慧班组被宁波市总工会授予“宁波市五一
巾帼标兵岗”荣誉称号，表彰郑慧班组弘扬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立足新时代、担当新使命、
彰显新作为、展现新风采。

郑慧班组 15 人全是女性员工，这支“娘子
军”主要承接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品牌服装
订单生产并出口，她们凭借女性特有的勤劳与
智慧，用不懈的耕耘与奋斗，促进技术创新，
加大市场开拓，总出口金额从创立初期的一年
不到 100 万美元逐渐增长至现在的一年 800 多
万美元，在公司创新发展中谱写了华美的乐章 !

任何创新工作的落实都需要一个高效团结
的工作团队来支撑，郑慧班组虽然没有男性成
员，但她们的工作能力和责任心丝毫不亚于男
性职工，全体女员工们出色地承担起创新发展、
业务拓展、出国参展工作，加班验货、搬运面料、
展厅布置各种重活累活，可以说是巾帼不让须
眉。跟单、品控、出运、结算等岗位的员工在
业务旺季周末加班是家常便饭，赶货期更要通
宵工作，团队负责人郑慧更是常年出差谈业务，
有时候连续一周辗转于机场火车站 ...... 女员工
们兢兢业业，爱岗胜过爱家，全身心投入到每
一天、每一刻的工作中，在平凡岗位上展现敬
业风采，受到所有客户的一致好评。

“立足本职，创新突破，争创一流业绩”
是郑慧班组一直追求的目标，激励着班组全体
成员在困境中不断向前奋进。几年来，班组加
快转型升级进程，加大创新投入，提高市场反
应速度，增强设计研发能力、供应链管理能力、
资源整合能力和国际市场拓展能力，出色地完
成了经营任务，有力推动公司经济效益的提高，
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实现新的突破。

加强创新投入
引领科技优势

丰富产品线
提高综合竞争力

爱岗敬业奉献
平凡岗位展巾帼风采

增加销售渠道
挖掘内需市场空间

开拓多元出口市场
加大市场拓展力度

美国是郑慧班组的主要出口市场，出口金
额占比总出口额的 85% 以上，为应对中美经贸
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郑慧班组从提高产品品
质和自主设计能力着手，把竞争重点从服装成
品逐步转向服装面料等产业链中上游产品。

当前，环保再生理念已是全球各大服装品
牌都在追求的理念，郑慧班组紧紧抓住这一趋
势，将再生面料的环保理念引入到全球五百强
企业 HANES 旗下的热销品牌 CHAMPION 中，
成功开发四十余种再生面料，深受 HANES 客
户的喜欢，更受到HANES美国总部的充分肯定，
被划入指定供应商行列。而每成功开发一种面
料，代表着将接到之后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由该
面料制作的成衣订单，这不仅提高了服装的附
加值，更在严峻市场环境下稳定了业务的发展。

“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郑慧班组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积极参加
世界各国的专业展会，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
优化布局。

她们 2018 年在美国 Magic show 服装展会
上接待的韩国高端高尔夫品牌VANIER的客户、
2019 年 7 月在德国慕尼黑 Outdoor 服装展会
上结识的德国客人 BULLETIN，目前均已开展
合作，并参与到新款的设计和开发中。随着中
国一带一路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她们将把握
机遇，系统谋划，进一步加大沿线新兴市场的
拓展。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只有自主创新能
力不断提高，才能确保在服装领域内做到真正
的“不可替代”。

在 与 CHAMPION 合 作 期 间， 她 们 还 跟
CHAMPION 的设计师合力开发帽子、包、袋子
等等，尝试多元化产品开发，现已顺利开始生产
第一个手提包的订单；还为美国最大的帽子批发
Paramount 开发围巾、帽子、手套等产品，跳
出单一做服装产品的局限，发展空间不断扩大。

中国有 13 亿消费者，内需市场十分庞
大，郑慧班组多年合作的美国客户 GREG 
NORMAN，SKECHERS 鉴于多年的良好合作，
非常信任地把国内多家专卖店的订单生产交给
她们，目前郑慧班组已生产了专供国内门店的
近六十个款式的订单，实现了国内和国外市场
的双轨发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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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创新突破精神

( 摄影：黄亚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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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风采 Ningshing Style

多米尼加 DJM 胶鞋生产基地自 2018 年建成开工以来，扎
实推进基地建设，不断完善运行功能，努力提高生产管理水平，
专注产品研发升级，对霍尼韦尔、BOGS、ROUCHETTE、POLO
等品牌商的吸引力越来越强，订单逐年增加。产品的生产难度
与产品价值不断提升，产品系列化与多样化不断拓展，就需要
DJM做到保证生产产量、产品质量、交期稳定，要做到这几点，
必需要有专业、尽责的管理团队，训练有素的熟练工人，及时
有效的供应链。

我们团队年初加入宁兴，在接种新冠疫苗后，于 8 月飞抵
多米尼加 DJM 胶鞋生产基地。初到多国，对所有中国主管而言
最大的问题便是语言问题，要将国内成熟的胶鞋生产技术教给
当地工人，即便聘请专业的翻译，也很难准确表达橡胶行业的
专业词汇。初期两国员工只能靠简单的单词和手势比划进行交

流，中国主管将常用西语词汇记在纸上，反复练习和应用，当
地员工积极学习技术，努力在翻译帮助下解决学习中的疑问。
两地员工在闲暇时间还分享双方文化和习俗，加强了解和沟通，
避免文化差异造成的矛盾，拉近距离，增强友谊。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生产工艺水平稳步提升。

为了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公司积极改进管理模式，实
施计件考核方案。例如：平板班组的计件考核方案推行后，平
板个人产量提高了 2 倍；SPERRY 接帮计件考核方案实施后，接
帮个人产量提高了 3 倍；目前开始着手制定成型班组以及辅助
班组的计件考核方案，争取明年开始所有班组都制定出计件考
核方案，通过计件考核方案来有效提高 DJM 的质量和产量，达
到扭亏为盈的目标。

人才培养上，我们有意识地多提拔培养多米尼加主管，从
管理意识、质量意识、效率意识等几方面着手进行培养。只有
把当地主管的管理水平提高上来，中国主管才能有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产品过程控制中去，才能保证 DJM 未来能平稳顺利的发
展。通过中多双方员工的积极磨合，双方团队共同攻坚克难，
砥砺前行，为 DJM 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多米尼加共和国是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伙伴，
DJM 鞋业公司作为中国在多米尼加最大的实体企业，我们全体
中方人员都负有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一定会克服困难，将疫
情影响降到最低，全力以赴，稳健经营，逆风而上，做好每一
双胶鞋，做一个骄傲的宁兴人，为国争光。

做好每一双胶鞋
做一个骄傲的宁兴人
◎ 宁兴贸易集团多米尼加 DJM 鞋业公司  张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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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特钢集团下属的宁兴精密制造公司成立于
2018 年底，当时主营中型塑料模具及配套产品，通
过充分利用特钢集团材料、热处理及表面处理的配套
能力，以及与上游生产钢厂、下游客户及行业伙伴之
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进一步整合产业链，优化资源配
置，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经过经营团队近两年辛
勤耕耘，宁兴精密制造公司顺利完成基础建设及扩产
增效的前期准备工作，为下步向“中大型、先进型、
高端型的平台化模架及金属制品供应商”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

深耕打基础 
蓄势待勃发

   ——记宁兴特钢集团精密制造团队
◎ 宁兴特钢集团精密制造公司  金琳瑶

要打造先进高端模架制造企业，信息化和自动化
建设非常重要。2019 年，公司经营班子会同集团信
息管理中心，实施 ERP 系统管理并进行设备数字化
改造，车间安装了可视化、数字化设备。2020 年实
施 MES 生产管理系统，实现了 MES 和 ERP 系统的
对接，同时规划成立宁兴精密数据运营中心，员工们
克服噪音、灰尘和炎炎夏日的高温，只用了短短 2 个
月就成功上线 EMAN 系统数字化看板。公司真正实
现了可视化和数据化管理，提升了公司的经营质量管
理能力，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公司还积极推行标准管理体系和单机自动化。
2020 年公司全面实行图纸程序标准化、工艺技术制
造加工标准化，同时工程技术部为实行单机自动化，
已完成正面、侧面多个程序串联，实行了单机自动化
的试运行，设备使用效率、加工精度、产品质量和交
期将会得到大幅提升。

宁兴精密制造团队将继续高效协作，积极拓展市
场、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经营品质，努力朝着先进高
端的智能制造企业迈进。

建章立制抓基础  

宁兴精密制造最初由模架团队 40 人组成，随着
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急需增加熟练技术操作工、质
检员和工程部技术岗位人员，公司在宁海、余姚、慈
溪等模具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地区，筛选、聘用到一百
多位模架技术工人，组成精密制造 7 个主要部门。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新公司经营团队在集
团总经理室的关心指导下，认真梳理部门和岗位职责，
理顺各项业务流程，下发员工手册、内部管理规章制
度、各部门程序文件、薪酬体系和奖惩制度等等，建
立、健全了公司内部的“法律”。

工人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照顾新团队新员工，
公司食堂根据外地员工的口味做一些偏辣的菜系，每
月还组织员工生日会，把当月生日的员工聚集在一起
吃蛋糕、谈工作、话家常，把各地员工的心紧紧凝聚
在一起。

千方百计开拓市场 

提升管理信息化与自动化建设

市场开拓并非易事，公司总经理和业务副总带领
市场部对宁波大市范围的客户开展摸排，着力发展有
潜力的客户，期间吃过不少闭门羹，被客户临时爽约
的也不在少数，但他们坚持不懈，愈战愈勇，成功开
发了海泰科、振业、方正和海尔等客户。

维护客户也是关键，疫情期间，所有业务员保持
电话、邮件通畅，24 小时待命，一旦客户提出紧急
技术难题必须当面处理时，业务员在做好防护措施后
立即驱车前往解决问题。有次为及时解决新客户青岛
海泰科的需求，公司总经理带着业务员天未亮就出发，
12 个小时不休息，轮流开车，在客户下班前赶到当
地车间现场，查看模架质量问题，及时和品质部门沟
通并商讨解决方案。就是凭着这样周到的服务和“拼
命三郎”的精神，公司迎来了一个又一个优质大客户。

宁兴风采Ningshing Style《宁兴人》第 17期

4645



宁兴风采 Ningshing Style 《宁兴人》第 17期 宁兴风采Ningshing Style《宁兴人》第 17期

逆风而战  创造奇迹
   ——记四川宁兴长城特钢十天交付专用模具材料

◎ 宁兴特钢集团四川公司  黄  达

一批用于出口加工的模具材料牵动着宁兴特钢四川公司和
攀钢集团江油长城特殊钢公司（攀长钢）的心，尽管该批次订
单已提前一个多月在做前期的对接与跟踪，但由于受疫情影响，
导致终端加工企业的具体需求反复变化，迟迟不能敲定，等客
户最终确定时，留给我们的交付时间仅有短短的十二天。该材
料属于高碳铬钢，具有高耐磨性、良好的强度、抗断裂性强等
特性, 从炼钢、锻造开坯到轧制成材，需要经过严格的工艺控制，
特别在后续热处理及精整过程中，加工难度很大，正常的交期
需要 45 天。客户的交货时间紧，接还是不接 ?

围绕这批材料，四川公司与攀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攀
国贸）销售部门、攀长钢制造部门及各生产加工车间及时沟通、
充分交流，最后达成一致意见：接 !

合同下达伊始，特钢四川公司、攀长钢、攀国贸紧密合作，
从生产制造全流程到物流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严格的时间
节点把控。如轧钢厂扁平材作业区，从接到紧急交货请求通知
开始，迅速响应 , 积极协调生产组织，按时分工协作，并立即
为紧急材料开启绿色通道。精整与检验送样同步进行，实现 “零
等待”。四川公司提前安排提货车辆，在车间入库同时抵达车
间库房，连夜倒运，确保了在接到生产合同的第十天上午，货
物已提前到达用户加工车间，为客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经过
各方的通力合作，共同创造了该批模具扁钢材料十天内交付的
奇迹。

通过此次业务，产销战略合作的优势得到充分体现，实现
了从接单到生产再到配送的无缝对接，攀长钢快速的生产交货
期给用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川公司以用户为中心、围绕用
户需求提供高效服务的服务理念，获得了用户的高度评价。

岱山的清晨第一缕金色阳光照耀在舟山宁兴船舶的船台
上，照耀着一艘色彩鲜艳、气势雄伟的大船，船头红绣球已高
高挂起，船上彩旗飘扬映衬着上水欢快的气氛，各方来宾也在
观望区翘首期盼地等待船舶吉时上水，蛟龙入海。

船台上机器轰鸣，忙而有序。要知道移动千吨大物不仅需
要科学计算还需要足够的经验，在船底放置气囊数量要计算准
确、拆支撑船体石墩要把握好时间、牵引绞车和船体链接的钢
绳要精准到位……每个环节都不容忽视。

瞧！保障部的全体员工在总指挥领导下，正通过对讲机实
时对接船舶上水的各项准备工作，旁边是安环部人员，时刻观
察船台情况，确保人员进出安全，还有各施工队各工位都早已
就位。再看船台上，两台牵引绞车牢牢固定在船首前，通过两
条钢绳拉拽着千吨巨轮纹丝不动；船底的工作人员正将气囊逐
一放置在通过精确计算的指定位置，之后逐一充气至刚好将船
舶微微顶起；船体微微撑起，工作人员迅速进入船底，第一时
间拆除支撑船体的石墩。“动力系统正常、锚泊系统运行正常、
切割装置准备就位……”随着一项项工作最后确认，船舶上水
已进入倒计时阶段。简短的上水仪式后，总指挥下令“割缆！”，
只听“嘣”一声，火花四溅，切割装置割断了牵引大船的最后
一根缆绳，船底二十多个长气囊托起三千多吨的船，它就像一
列刚刚启动的火车缓缓向前驶
进，在船台斜度的作用下气囊
不停滚动，船滑行速度也越来
越快，船艉首先平稳接水，几
秒鈡时间千吨“巨物”激起巨
大浪花冲向大海的怀抱。大船
成功上水。在蛟龙入海时，鞭
炮礼花燃放震耳欲聋，船东及
现场来宾相互道贺，工人更是
欢快不己。因为这是我们宁兴
船舶人的首制船，它承载着我
们每个造船人的辛勤汗水和梦
想，愿蛟龙入海，万里无阻！

众人齐心  助蛟龙入海
◎ 舟山宁兴船舶  韩来顺

（ 摄影 : 黄  达）

2020 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一场百
年不遇的重大疫情不期而至。当疫情初露
苗头时，宁兴优贝物流总经理施伟就判断
这场疫情势必会影响到公司正在开展的
“春节不打烊”活动以及年后的正常开工。
于是他当机立断，取消个人春节度假计划，
并于 1 月 26 日大年初一的傍晚，紧急召
集公司管理人员召开疫情防控会议，成立
疫情防控小组，亲自挂帅疫情小组组长。
当晚就制定宁兴优贝物流疫情防控总体方
案，落实后勤防疫物资采购保障机制、疫
情防控响应机制和疫情防控工作标准，要
求对进出仓库的所有人员和车辆做到“一
查二问三测四登记”，从严从紧从实把握
好人员出入关口。

宁兴优贝物流作为跨境电商物流企
业，存在仓内人员数量多、人员流动性大

等问题，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作为总
经理的他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参
加基层一线的疫情防控工作，在各仓检查
点，经常能看到他在一线对进出车辆和人
员严格登记检查指导的身影，为确保不出
纰漏他冲在了最前线。

疫情防控前期，防控物资极其紧缺，
施总积极与宁波保税区管委会协调口罩
等防疫用品采购、清关，并全力协助保税
区管委会做好其他保税区企业口罩应急采
购。得知其他疫情严重地区防疫物资供应
困难后，经过公司管理层商议决定，他又
第一时间想尽一切办法，紧急调集近 3 万
瓶价值约 72 万元人民币的进口消毒清洁
喷雾、消毒洗手液，无偿捐赠给北仑红十
字会，为北仑疫情防控贡献了宁兴优贝的
一份力量。

疫情防控指挥官  员工信赖主心骨

◎ 宁兴优贝物流  刘  晴

   ——记宁兴优贝物流总经理施伟

疫情下的
宁兴风采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巨大冲击，危难时刻
宁兴人显本色，献大爱，优贝物流总经理冲锋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贸易集团进口部经理在
疫情高发期奔忙于进口防疫物资，宁兴船舶造船人鼓足干劲加班加点弥补疫情耽误的进度，
宁兴丰田人把握政策机遇猛追全年经营目标 ..... 还有逆势前行的宁兴外贸、乘势而上的宁
兴跨境电商、抢抓机遇的宁兴特钢、忙而有序的宁兴液化中，都有攻坚克难、顽强拼搏的
宁兴人身影，宁兴精神在疫情防控中熠熠生辉。

疫情期间，公司返岗复工员工下班回
家时经常会被居住小区或村委会拒绝入
内，施总无论身在何处、无论什么时间，
在得知类似消息后，都会在第一时间拿起
手机与各级政府部门进行多方沟通协调，
保证每一位下班回家的员工有家能回。施
总还协调公司员工帮助保税区干部一起排
查摸清员工居住信息，做好返岗登记，充
分利用公司微信群，及时掌握员工健康安
全信息，配合保税区做好防疫工作，确保
员工的居家安全。

疫情下彰显大爱，我们可敬可爱的施
总是优贝物流疫情防控的指挥官，也是我
们员工依赖的主心骨，他用脚踏实地的工
作作风，不惧危险的勇气诠释着敢于担当
的意义，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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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注定是令人刻骨铭心的
一年。

新春来临来际，新冠肺炎疫情突然
暴发。都说抗疫期间白衣天使是最美逆
行者，而宁兴贸易集团业务部李军老师
这位为一线医护人员四处奔波、搜寻防
疫物资的逆行外贸工作人也一样闪光。

正月初四开始，应宁波市慈善总会
和商务局的要求，根据公司安排，李军
老师多次前往市商务局参加进口防疫物
资的专题会议，商量如何通过我司用最
快捷的方法进口到各类防疫物资。

那段日子里，李军老师白天向国内
各相关部门咨询防疫物资进口手续，晚
上还需要结合时差，在凌晨一两点钟与
外方沟通防疫物资的发货、订舱事宜，
每天的睡眠时间基本上就只剩下三四
个小时。有一次外方工厂实际发货的品
名和内陆运单品名不相符，李军老师担
心发错货，一直等到外方仓库上班后，
立刻委托国外志愿者开箱清点货物，等
对方仓库核实只是单据写错，而实际货

物无误以后，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他
这才放心的去休息了，第二天七点多他
又一早起床，开始操心航班的起飞的问
题……当时很多航空公司都已经停运，
仍在运行的航班也都是爆舱严重，运费
疯长，一天一个变化，需要时刻关注。

在疫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本市的
防疫物资可用期限已经进入倒计时，进
口刻不容缓！经过各方不计日夜的努力，
2020 年 2 月 9 日，第一批防疫物资终于
顺利飞往上海，宁波市慈善总会，我司
综合业务部，以及物流公司全力配合，
在第一时间将这批货物送到了中国科学
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的手中。有了第一
批防疫物资进口的经验，后期又顺利的
进口第二批第三批物资，并帮助宁波市
第一医院进口一批防护服。

与此同时，李军老师还动用自己所熟
悉的各种社会力量，寻找其他防疫物资，
于当月从俄罗斯进口28万个口罩，全部成
本价供应给宁波市内有关政府部门。

从疫情开始到正式复工期间，李军

疫情之下  彰显仁心
◎ 宁兴贸易集团  谢  恒  

老师始终奔波在为医护人员进口防疫物
资的第一线，进口防护服 19947 件，头
罩8500个，面罩10000个，脚套8000双，
口罩 28 万个，共计货值贰拾柒万叁仟
叁佰伍拾柒美元。为不增加市慈善总会
和商务局的负担，所有防疫物资的进口，
公司均不收取任何费用。

今年 4 月，公司收到了宁波市慈善
总会的感谢信，一句情透纸背的“大爱
宁波，感恩有你”是对宁兴贸易集团履
行社会责任的认可。浙江省商务厅随后
也对我司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突出表现
给予高度肯定和嘉奖。

岁月静好如常，只因有人冲锋陷阵，
逆风而行，为祖国为家乡尽自己最大的
努力，在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所有为之奋斗的人都是我们值得尊敬的
战士。复工之后，再见到李军老师，依
然是那一如既往亲切的笑容，我们却从
这笑容中看到了不同以往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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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黄亚珥)

我的家乡在武汉，常年在浙江舟山工作，是宁兴船舶的造船人，
与我一起共事的还有十多位武汉兄弟，春节前的一周我们先后回到武
汉。在喜庆的春节氛围中，新冠病毒无声无息地快速扩散开来，大量
患者涌向医院，惶恐与焦虑中，不少家庭永失至爱亲朋……武汉瞬间
变为死寂鬼城，正常生产生活骤然“停摆”，这座按下“暂停键”的
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负重前行，不眠不休。

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武汉封城，这对疫情的遏制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武汉人民在这期间共同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炼狱之旅，堪称穿
越。中国举全国之力与时间赛跑，与病毒作战，英雄的武汉人民识大
体、顾大局，克服重重困难，付出巨大牺牲。冲在第一线是抗疫，“闷”
在家里管好自己也是抗疫，人民一条心，上下铆足一股劲，把一个个“不
可能”变成现实。

我家的抗疫便是千万武汉人的一个缩影。疫情期间家中有两位“逆
行者”——女儿和女婿，女儿是新闻媒体人，作为当地党媒主编，非
常时期，弘扬正能量，为党发声，为民呼喊，彰显责任与担当；女婿
是公安刑警，多少次他奔波大街小巷，过家门而不入，全力查找疑似
患者协助及时送医，并且作为主力快速侦破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被
单位授予“洪山英雄”称号。

爱人从医退休后操持家务带着两个小外孙，疫情期间，老同事一
家三口感染新冠求医无门，她多方沟通求情，争取到一张病床挽救了
最危急的一位感染者。至暗时刻，三岁的小外孙突然深夜发烧，全家
惊恐万分，她却非常沉着：“交给我，吃点药观察一晚，全程由我陪
着居家隔离”，二天后，小孙子平安康复，虚惊一场。五岁的外孙女
还在她的辅导下，荣获全国希语大赛湖北赛区“特等奖”。这是无数
武汉家庭疫情期间的缩影，家是最小国，他们以自己的坚守与突围为
抗疫作奉献。

被困在武汉的八十多天里，我们多次收到控股公司领导及相关政
府人员的关心、鼓励、指导，这激发起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武汉同
事们相互鼓励、相互关照、相互监督，十多位员工及几十位家属做到
了零感染。武汉解禁第二天，公司领导承担住压力，多方做好沟通与
协商工作，帮助我们一路畅顺回到公司。恢复正常工作后，经常有人问：
你们怎么没有休息日？过多的表白似显矫情，我们往往报之一笑。经
历疫情风暴中心的人们，已看淡名或利、生或死、得与失，更看重身
体的健康、有意义的工作或生活，我们要把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交出无愧答卷！

回首抗疫这段日子，我完成了一次人生穿越，痛苦、酸涩、愤怒、
感激、奋争、救赎……各种体验五味杂陈。经过疫情，我仿佛穿越炼狱，
获得重生，磨难激发出我们奋斗的力量，任何困难都将不能阻挡我们
前进的步伐！              

◎ 舟山宁兴船舶  刘世师

穿越与重生疫情下的

2020 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席卷而来，全国上下一心，全面抗
击疫情，国内疫情很快得以有效控制。奉化宁兴丰田作为本地第一批
复工企业，复工后除严抓防疫工作外，更是在集团“全年经营目标不
调整”的要求下，把紧追各项工作目标作为头等要务。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
西南北风。”这原本是一首咏竹诗，赞颂竹的刚毅，也非常符合疫情
过后我们的心境。为尽快提升公司的销售业绩，公司重新部署强化了
各关键岗位职责及工作重点：总经理负责联络街道、政府、商务局等
各方渠道，以获取最大程度的政策支持；销售经理负责抓好各项集客、
A 卡搜集、订单转化，狠抓业务短板整改，同时针对疫情带来的客户
行为习惯改变调整服务模式，如开展“一对一”上门服务流程作业等；
其他职能部门全力配合经营工作。

4 月底至 5 月，奉化区政府为了刺激地方消费放出了大招 ----“每
台车给予车主赠送交强险 +2000 元保养券的购车补贴”，公司获此消
息后紧锣密鼓地召开会议，就“如何在这场‘消费红利’中取得战果
最大化”商讨制定了相应方案。我们首先加大了扫街力度，所有销售
人员倾巢出动，戴上口罩走街串户，宣传公司产品，搜集客户信息；
然后结合客户的诉求定制套餐方案，把产品和服务最佳组合；有了客
户信息和产品利器，就开始锲而不舍地“攻坚”目标客户。政策对于
各同行竞争者而言是平等的，能否抢得最大“蛋糕”，拼的就是准备
工作是否充分和拿单速度是否够快。时间就是金钱，在公司全员的紧
密的配合下，公司在区里第一波”购车补贴“活动中即赢得了 111 张
订单，成为奉化汽车园区最大赢家，单月销量创造了开业以来的历史
新高，也为公司追赶全年目标进度取得突出贡献。

继奉化市民的“购车盛宴”后，我们将“兵力“集中在了大客户
销售上，加强了对机关单位的走访与维护，寻找商机。功夫不负苦心人，
三季度公司成功竞得政府职能部门购车标3次，共获得了“5台卡罗拉、
3 台柯斯达”的订单，为政府购车业务做了较好铺垫。

经过这不平凡的一年，我们更加懂得：危机并不可怕，任何时候，
都要用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在危中寻机，勇抓机遇，迎难而上，方
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奉化宁兴与各位宁兴人以此共勉！

◎ 奉化宁兴丰田  王幼杰   

咬定青山不放松
   ——紧抓疫情后的消费“红利”

我和我的同事们

我的家人 (摄影：葛鑫鑫)

(摄影：刘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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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抗疫
疫情之下，化身战士的医者、坚守岗位的同事，无私无畏的志愿者……有太多温暖的使者，

平凡的英雄在身边涌现；疫情期间，当隔离了外界的打扰，与家人相伴相守，更懂得了世上亲
情之珍贵，唯真情不可辜负；疫情，是不是唤醒了我们对自然的敬畏、生命的敬畏？我们又在
其中学到了什么……以下片段摘自“齐心抗疫·温暖同行”征文活动中部分优秀文稿。

温暖同行

◎ 宁兴贸易集团  高  原

“疫”见美好

疫情期间，隔离点的工作量陡增，公司员
工积极报名参加“今天你休息，岗位我来顶”
的志愿者服务活动，我们作为一名志愿者来到
鼓楼呼童小区，为进出小区的居民测体温，查
绿码，温暖的美好时刻历历在目。值班服务的
门口旁边是一家面馆，老板经常走过问：“你
们没吃饭，我请你们免费吃碗面吧！”，由于
疫情不能随便出入，光顾面馆的人不多，但每
天老板都是 10 点以后才关灯打烊收工，之后
和面馆老板说起为什么这么晚下班时，他说：
你们志愿者为了我们这么辛苦，我灯亮着，你
们也感觉亮堂些！”，老板的话朴实让人温暖，
真正体会到作为一名志愿者的幸福感，小小行
动，温暖你我！

◎ 宁兴优贝物流  牛晓变

你抗疫的侧影，就是女神的样子！

曹雪莲是天猫直营仓的一名单证主管，也是一名怀孕八个月
的孕妈。疫情爆发正值春节假期，万家团圆之际，曹雪莲挺着肚
子在仓库带领春节留守人员全力防控疫情，从大年三十到三月，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她顽强地坚守在仓库抗击疫情工作前线上。

春节期间她每天一上班就开始给每个在岗的员工量体温，发
口罩，开早会，统筹安排一天的工作，她承担了制单、发运进度
管控、人员上班情况以及疫情防控管理。每天早上八点半到晚上
七点，一天工作时长将近十个小时，中午累了就在椅子上稍作休息。
同事们劝她觉得累就早点下班，还是身体要紧，她却说现在仓库
人员紧缺，若自己去休息，工作还需压在其他同事肩上，她轻轻
抚摸着隆起的孕肚，笑笑说：“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有两份
力量 !”平实的话语却让我们坚信，走过春寒料峭，行过惊蛰阴雨，
前方等待我们的一定是 春暖花开！

征文活动优秀文稿选登

◎ 宁波宁兴丰田  李君鹏

◎ 宁兴金海  施利旦

◎ 宁兴海鑫  刘巧超

◎ 宁兴恒骐  刘  笠

致英雄者

对后新冠的一点思考

是毅不是疫

我眼中的疫情

毛主席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家，我们的英雄也
是人民的英雄，我们是自己的英雄”。当发出“锁城”、举全国之
力支援鄂城的决定时，我们每个地区，每户人家，每个个体，都遵
照指示，禁足隔离，在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节日里做到不聚集不聚
餐，做好防护。正是因为举国上下的同心同德，共同抗疫，疫情才
如钟南山院士所预测的逐步好转。而在全球疫情蔓延的此刻，我们
也发现其他国家“抄不了我们的作业”，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体
制、迅速的决断、统一的执行，中国从曾经“最危险”的国家变
成“最安全”的国家，中国政府不计成本地救援病患，大大提升了
国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也狠狠地打脸把“人权”整天挂在嘴边
的某国。可以说，在这场战“疫”中，可以说，we  are  ourselves 
heroes--- 我们是自己的英雄。

这次疫情除了带给我们这些外向型企业遍体鳞伤外，又有什么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与启示呢？
首当其冲的就是加强供应链建设。疫情爆发以来，我们许多供应商的供应链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裂，企业作为链

条中的一个环节又很难组织起整个链条的协同运作，复工复产过程中处处受制，捉襟见肘。而许多服装、电子、汽车类
企业凭借着稳定而灵活的供应链体系，迅速转产生产口罩、防护服等紧缺物资的生产。

智能化转型建设也是同样迫在眉睫。疫情过后，如何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将成为企业要考虑的问题。近期，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词在各级政府有关恢复经济的一系列政策中频繁出现。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改造，降低人力成
本；通过优化流程，降低转运消耗，无疑是制造业不二的选择。

还有就是我们必须保有全球化的眼光，发展的思维。在大多供应商还在按部就班，坐等靠的时候，个别工厂已经对
事态的发展进行了精准的预判，通过产能调配，抓住疫情窗口期加大了生产与出口的力度，挽回了一定的损失。在连接
成为世界主旋律的时代，一切都不是单独的个体，人与人的连接，事件与事件的连接，抓住其中的机遇成为我们要学习
的一项基本技能。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越是一发千钧之际，越能研读出人性的平凡而伟大；
越是存亡绝续之时，越能显出我们华夏子孙的意志和
毅力。新年前夕口罩工厂复工加班，流水线传递的是
质朴的关怀；除夕夜半火神山医院工地里特殊的年夜
饭，是无数工人在万家灯火里坚守着战场；全国各地
的募捐浩浩汤汤，每一份物资都萦绕着执著的信仰。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没有人是旁观者、“局
外人”。我们虽无法像这些人民英雄一样奔赴在抗疫
第一线，但可以从从自身着手，养成戴口罩、勤洗手、
不吐痰等良好习惯，这不仅是为“小家”的健康负责，
也是在保障“大家”的安全，更是对抗疫一线工作者
最好的支持。

征文活动优秀文稿选登
(摄影：余静峰)

此次疫情，钟南山院士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
范，日常健身，增强体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站在
人民和群众最需要的第一线。同时疫情也给我们敲响
了警钟，人不可贪婪，要敬畏大自然，保护野生动物，
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武汉的医院出现人满为患
的现象，缺医院、缺病床、缺护士、缺设备、医院基
础设施落后，是我们社会主义体制的缺陷。传染病的
《入排标准》过于苛刻，使真实数据出现了偏差，让
我们错过了黄金防疫期。疫情暴露了我们很多短板，
给我们上了一课，也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疫情，
让我们成长，做了平日里无法做的事，让我们停下脚
步，审视自己。想清从哪来，到哪去，才能不偏不倚，
坚定的走下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宁兴涌优  陈柳宏

致敬最美逆行者

知否，她是谁的妻，一句你平安归来，一年的
家务我包做了，感动了无数网友。

知否，隔着玻璃的亲吻，舍小家为大家，白衣
天使大爱无双，义无反顾奔赴抗疫一线。

知否，咫尺天漄，他们隔空比心和拥抱，表达
着爱意和思念。

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一个个平凡的人化身坚
强的战士，可歌可泣的女同胞们放下红妆换上武装，
剪断了齐肩长发，甚至风云秃变，她们医者仁心，
忠诚履职，牢牢顶起中国抗疫的半边天。

你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我知道你为了谁，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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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区管理部人员编制占到宁兴液化总人数的 80%，可谓是宁兴液化

公司的重中之重，事关安全生产有序进行的关键部门。自 2002 年运行

以来，通过不断的调整和磨合，已经形成团队精诚协作、生产操作高效

精细、管控安全有效的良好氛围，这与宁兴液化库区管理部多年来的“传

帮带”传统密不可分。

尽管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发展一日千里，但有些传统的理念依然在

起作用，有时还能发挥强势、主流的作用，液化库区管理部就很好地传

承了“传帮带”这一传统理念，并延续到每年每月每日的时时刻刻中去。

传，是把企业文化、安全理念、管理思想和优良传统，潜移默化地

传给新人，每一年每一批新员工进入公司，都要经过严格的“三级”安

全教育培训合格，同时把公司的经营理念，人际关系理念、为人处世的

理念灌输给新人。

帮，是帮助新员工新同事解决具体问题，还要在思想上、理念上以

及实际工作中做示范，体现出前辈的关怀。这种帮是发自内心诚心诚意

的帮扶，帮助新员工实际上也就是帮助了自己，互帮互助开心做事。

带，是亲自带着他去操作，手把手地亲自带他。这一点每一届每一

位的班组长都做的非常贴心和耐心，因为这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虽然

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要把这些操作程序和安全管理规定熟练掌握并形成

日常习惯，还是需要班组长的细心指导才能独挡一面，正所谓“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

现任操作班长李龙明就是这样通过“传帮带”的引领，一步一步从

操作小白成长为岗位能手的。15 年前小李刚从学校毕业时，从未接触危

险化学品的操作，当时的班长就天天带他在身边熟悉操作规程和现场，

一遍又一遍仔细耐性地讲解；一个月后把他交给组长，组长开始手把手

教他怎么紧固螺栓；三个月后小李被分配给一个组员，也就是小李的师

傅了，小李和师傅每天同班次一起生产操作，在互动中教学相长，彼此

鼓励；二年后小李就能独挡一面了，从组员升为组长再升为班长，李班

长也像老班长一样开始带徒弟了。这就是我们库区管理人的优良传承之

风，有甘当人梯的好师傅，还有勤学上进的好徒弟。  

库区管理部的“传帮带”模式，如今也有了新的内容，出现了亦师

亦友的关系，而安全管理理念不断更新和更高要求，也为师傅的传授内

容、形式提出了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公司中普通的一员，

我们都有义务去实现“传帮带”，而企业则要为“传帮带”建立相应的

制度、文化和机制保障，使企业的发展走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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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宁兴开业筹备的感悟
◎ 宁兴海鑫  严登平  

2020 年 7 月 14 日，我加入蚌埠宁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投入到宁
兴嗨购进口商品直销中心的开业筹备工作之中。

直销中心定于 9 月 30 日开业，时间紧，任务重，万事虽然开头难，
但天下事在人为。项目负责人宁兴海鑫张宇副总经理首先对项目和筹备
工作做了细致和明确的分工，包括各个事项推进的时间节点，以及需要
注意的关键性细节。小伙伴们有人负责市场策划，有人负责后勤行政，
而我作为直销中心的店长，主要负责人员的招募、培训、联营业态的招
商、各类地推宣传执行、跟进装修进场、以及后期货品上架陈列等。整
个历程只有短短两个半月时间，大家争分夺秒，埋头苦干，直销中心从
最初的空白之地，到装修精美、商品纷繁的直销中心呈现在消费者眼前，
这个过程犹如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直销中心的建成开业凝聚了所有参与者的努力。作为一个基层管理
者，给我最大的感受有几点：

首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每一项工作都要做足前期功课，制
订详细的规划，要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推进程度制定工作的步骤。比
如各岗位人员招聘的时间点和数量，联营品牌如何推进，地推如何分阶
段进行，商品上架的步骤等等，在公司领导对大局的把控以及支援同事
的协助下，蚌埠店的筹备规划得以有条不紊的推进。

其次，要做好时间管理。开业筹备事项千头万绪，有的急迫，有的
重要，作为一线店长，必须首先把时间和精力用于解决紧急又重要的事
情上，而时间轴和每日 LIST 无疑是最好的工具，既能做到提醒，又能
让那些紧迫的工作得到优先的解决。

再次，给予员工有效的心理辅导。开业筹备工作繁重辛苦，无论是
大夏天在室外地推，还是前期卸货、上货等工作，都是一线员工完成的，
这些一线员工几乎都是女孩子，难免会有一些抱怨的声音；房屋装修过程
中味道较重，个别人甚至因此离职；在店门招牌都没亮起的情况下，地推
陌拜去售卖抵用券时会遭到消费者的质疑，员工也有了抵触情绪 ...... 这时
作为管理者，就要全力帮助员工重树信心，给予鼓励，打造一个迎难而上
的团队。在大家共同努力与坚持下，推介会得以完美呈现，开业时消费者
手持前期地推的抵用券纷至沓来，这是所有人辛勤付出的结果。

最后，及时总结与提升。任何一个项目落地以后，肯定会暴露很多
问题，比如蚌埠店在开业时出现的系统价签问题、货品问题、各部门衔接
问题等，这是教训，也是一个宝贵的试错经验。我们及时召开复盘总结会，
总结经验，这将对后续新店开业有实实在在的指导作用。

最终，我们的蚌埠店在 9 月 30 日顺利开业，并在国庆中秋双节取得
了良好的销售业绩。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将继续努力把蚌埠店经营好，争
取更好的成绩！

液化库区管理部的
◎ 宁兴液化  姚建华

传帮带

宁兴海鑫财务部是我毕业后步入社会的起点，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

慢慢融入海鑫这个大家庭，点点滴滴都让我感动，工作会有一点点苦，

大家庭却总能给予我更多的甜。“当好家，理好财，更好地服务企业”

是财务部门的职责，我在这里慢慢学会如何承担起这份责任。

翁敏敏，公司的财务经理，肩上担着当家的重责，工作中她用心努

力地做好每件事，始终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为目标。她的专业知

识很强，我有不明白的地方都会向她请教，她会引导我怎么做才是正确

的，提示我如何提高工作效率，教导我不仅要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也要

提高实操能力。

工作之余，我们也会聊过往的经历。我了解到她刚入职宁兴海鑫的

时候，用两个月时间把海鑫一年应收款和库存情况全部梳理清，那段日

子加班是家常便饭，压力无法纾解就回家哭一顿，第二天继续埋头整理。

一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去找业务部查数据，去仓库数库存，凭着这样一股

子韧劲，她最终把数据全部整理出来。她说，数据的真实性是财务工作

的基础，没有真实性作为地基，所有的分析都是徒劳。

听完这些，我暗暗给自己定下了工作目标，我要通过努力成为像翁

经理一样能干、独立的人。她是领导，更是我的标杆。

崔若华，是我工作中的老师，但我觉得她更像我的小姐姐。回想起

我进公司的第一天，她让我看以前年度的会计凭证来熟悉公司的业务，

介绍工作大致流程，教我使用软件，她教会我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重要

温暖的家
◎ 宁兴海鑫  张  莹  

的信息一定要用笔记本记下来，不会的时候可以参考。

印象最深刻的是盖现金发票时需要将章盖得很清楚，而刚开始我一

直盖不好，这让我产生了畏惧感，每次盖章时手都不自觉地颤抖，我又

自责又羞愧，觉得自己浪费了好多支票。崔老师和翁经理没有责怪我，

而是让我勇敢地多尝试几次一定会盖好，她们的鼓励给了我信心，如今

我已能轻松完成这个任务了。虽然只是一件小事情，但给我的正向激励

却是极大的。

如今我已经基本能独立完成任务，并且能够主动学习和思考，我深

刻体会到主动完成任务永远比被动更有意义，更有成就感，今天最好的

表现是明天最低的要求，我希望自己每天都能进步一点点。

我很幸运在毕业之际进入海鑫，遇到了优秀有趣的同事，她们用敬

业的工作状态积极面对繁琐的工作，她们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标杆。

在这样的团队中工作，我内心温暖，心存感激！
( 摄影：崔若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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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兴这个大家庭，在宁波的外贸圈，甚至于在宁波交易团定点的广东大
厦宾馆，提起黄老师，大家都报以会心一笑：“哦，黄老师啊，认识的！”好
多老外贸还亲切地称呼他“亚珥”。

这一切缘起于 2000 年羊城的广交会，从那一年的秋交会开始，二十载岁月
匆匆，黄老师与广交会风雨同行，结下不解之缘。他作为公司的广交会领队，
包揽了从摊位申请、样品发运、机票预订、参展证办理，到展位装修、展会摄影、
现场问题协调处理等大量工作。每届展会开始前，黄老师总是第一个抵达广州
打前锋，每天以两万多步的强度“泡”在展馆，撤展时也要等把所有样品运回
宁波后，他才最后一个离开广州。二十年来，40 届广交会，每一届他都要在广
州待上一个多月，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确保每一届参展工作都能圆满完成。

这位专业、敬业、多才多艺、每天笑呵呵的黄亚珥老师，是宁兴贸易集团
综合业务部的副经理，负责公司展会工作，还“兼职”宁兴人摄影师，多年来
他用高超的摄影技术记录了无数宁兴人的笑脸、宁兴人的光影瞬间、宁兴发展
进程中的重要时刻。

参加广交会二十载，黄老师见证了宁兴外贸人在广交会这个大舞台成长、
发展、腾飞，而宁兴伙伴们也见证了黄老师二十年来初心不改，倾情陪伴他们
砥砺前行：

陈宜清（日用品专业部经理）：黄老师是个德、能、勤、绩俱佳的好人啊，
他工作能力强，责任心强，多年以来他一直在本职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他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

许光杰（胶鞋事业部副总经理）：黄老师事事都任劳任怨，事无巨细均全
力以赴地为我们做好服务工作，我们要对他说声谢谢！

邹闰苗（服装专业部副经理）：黄老师的工作态度如蜜蜂采蜜，不辞辛苦、
勤劳肯干；他个人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为人阳光又自律，是我们年轻人非常
好的学习榜样 !

邵亮（水暖事业部业务经理）：和黄亚珥老师的交集缘起于各类展会，他
总能为我们争取到最佳的摊位、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展商合作的机会。在
生活中，他是四明影社常客，是书法大家，是三江六岸游泳界的浪里白条，作
为一名资深的斜杠中年，黄老师是我们每个宁兴人学习的榜样和标杆。

袁瑜（宁兴云业务经理）：每一届广交会黄老师都认真对待，尽力为我们
争取最好的摊位，展会期间坚持每天上下午巡视每个摊位，及时听取需求，解
决问题。他热爱工作，总是面带微笑，从不抱怨，他有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
但总是带病坚持工作，从未缺席广交会，精神可嘉！

这就是我们眼中可亲、可敬的黄老师 !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分享黄老师参展
二十年的感受，听听他对参展工作的寄语：

黄亚珥：我进入宁兴大家庭已经有 20 个年头了，一直从事着老本行——“策
展与参展工作”。二十年来，参与组织了 300 多个境内外展会，其中每年春秋
两季的广交会是我工作的重中之重，让我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外贸的黄金时
期，见证了广交会历年来的改革、发展和创新，同时也见证了我们公司一批又
一批外贸新手通过参展的历练逐渐成为了业务骨干 ...... 今年的新冠疫情倒逼广
交会提前进入数字化转型，线上线下“双线展”是今后广交会的发展方向，对
我们的参展工作也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我们要克服困难，努力学习，
积极应对，以全新的姿态拥抱数字化时代的来临！

在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陈如伟正出发去往重庆，计划三天拜访五
家工厂。由于疫情的关系，国外客户不能来国内考察工厂，但是采购期限
越来越紧迫，这令他们非常担忧，客户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请求陈如伟的
帮助，因为他是他们最信赖的伙伴和朋友。

陈如伟，从浙大毕业就加入了宁兴大家庭，现在是宁兴金海国贸二部
的业务经理，他有想法有追求，专业能力强，服务到位，连续四年被评为
控股公司优秀员工，多次获得公司的业绩表彰。 

当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暖通行业的生产和销售队伍时，陈如伟却嗅到
了危机的味道，放慢脚步开始思考：产品附加值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薄，
竞争却日渐激烈，现在的这条路还能走多远？虽然当时销售业绩不错，但
陈如伟没有流连，着手为产品转型做起了准备。几年以后，当暖通行业经
历洗牌，很多从业者被市场无情淘汰的时候，陈如伟早已成功转型，投身
技术附加值大，品质要求高的机械制造行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一
个行业跨越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陈如伟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可想而知，
他三天两头跑工厂，跟技术人员讨教、学习，客户一个参数修改的合理性，
都是十几次甚至几十次和工厂沟通、反复测试得到的。近几年，陈如伟又
开始思考单一产品带来的风险和有限的可持续性，每当客户有新产品询价
时，他就有意识地学习、了解该产品，寻找合适的供应商，努力争取将新
产品发展成拳头产品。没有谁会比谁更幸运，幸运只青睐付出努力和奋斗
更多的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灵感往往来源于对专业知识、技
术的学习中，即使业务再繁忙，陈如伟也从没停止学习。他身后橱窗里最
显眼的位置，是一排翻旧的工具书，他的桌子上一直放着一叠白纸，方便
随时摘抄和背诵新的单词。模具图纸对于我们文科出身的人来说好比无字
天书，陈如伟花了大量时间来学习和钻研，从图纸小白到现在可以给客户
提出合适的建议和意见了。业务的开展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遇到客户投诉，
陈如伟会主动跑工厂找原因，带上工程师第一时间远渡重洋为客户解决问
题，这种积极的服务意识进一步取得了客户的信任，总能将危机转化成机遇。

从重庆回来，已是深夜，陈如伟在第一时间将收集到的工厂信息、
产品信息客观详尽地描述给客户。客户回复到：Your efforts and help are 
very much appreciated by our company. We value your contribution into 
our business.

道在日新，艺亦须日新，新者生机也； 业精于勤而贵于专，一巧可赢
千利。我们在抱怨业务难做，运气不好的时候，却有人在默默耕耘，悄悄变化，
等待花开的一天。从现在起，不如让我们更脚踏实地一点，更异想天开一些。

一台电脑，一个电话，一支笔，这些就是我的日常工作标配了。也许
有人会觉得外贸业务助理的工作简单，谁都可以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每一个外贸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奋斗和坚持。正所谓，干一行爱一行，
9 年来，在业务助理这个看似平凡的岗位上，我找到了自己不一样的价值。

我的主要工作是对客户进行维护和订单的整理，这些工作都是非常繁
琐的，尤其对于服装外贸来说，需要花无数的时间和精力去一点一滴的磨透。
从整合订单数量到装箱配比，从颜色搭配到辅料开发，甚至于服装上的车
线的大小都需要进行一一的比对。每次我都抱着“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
一个”的决心理着单子，看着上面一个个字母，耳朵边不时响起领导的叮嘱：
“仔细些，再仔细些。”因为只有我的信息传达准确了，才能让工厂以最
快的速度接收到客户需求，尽可能避免订单中的错误，优化订单生产链。
比如我们三父子的订单，需要根据客人的设计开发不同的辅料，在开发辅
料的时候又会有不同的转色，甚至有些订单上的辅料会有近二十种颜色转
变。这些都需要我静下心来，对每一个颜色进行分类整理归纳，整合后再
给成衣工厂和面辅料厂进行相关的开发。

因为工作要求细致，我不得不面对工厂方面的各种电话加微信轰炸，
同时也要承受来自客户方面的催促压力。这个时候，更需要我静下心来倾
听。曾经有一位客户，他要求所有的车线必须使用粗线来缝制，但是实际
操作的时候，工厂反馈由于面料原因，无法达到这个工艺要求。经多次沟
通，客户还是坚持自己的设计原则，导致合作陷入僵局。眼看生产就要卡
壳了，我的内心翻滚着无数只热锅小蚂蚁，但是仍然保持镇定，拿起笔化
身 FBI 先来“抽丝剥茧”，分析客户为什么需要用粗线，是为了美观，为
了牢固还是因为客户曾经遇到过什么坑了？而工厂方面，为什么不能安排，
是因为机器过不去还是因为工艺不成熟呢？然后我把每个问题关键点同客
户、工厂进行逐一沟通，最终找出了矛盾点和解决方案，把最优的方案提
供给客户进行选择。经过反复沟通，客户理解了因面料较薄，如果工厂用
粗线生产，就会导致留下针眼或者面料破裂。最后，客户同意了我们用常
规线进行生产，订单顺利出货。

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我会静下心来，不断完善
专业技能和沟通技巧，在基础的工作中锻炼自己的能力，踏踏实实地做好
每件小事，勤勤恳恳地付出努力，我相信我终将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在平凡中创造不凡。

结缘广交会二十载

◎ 宁兴贸易集团  高  怡

徐奋，宁兴特钢集团信息管理中心的主任，曾荣获 2019 年宁兴控
股“新锐奖”。他是个倔脾气，在他眼里，只要想干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近几年来，制造加工业信息化管理的呼声愈渐高涨，宁兴特钢集
团也在信息化建设的浪潮中不断完善。集团信息化建设项目建设时间
紧、任务重、难度大，当别人担心完不成工作任务而找理由推脱时，
徐奋毫不犹豫地接下任务。他说：“这是让我学习、锻炼、成长的机会。”

集团 ERP 管理系统自 2014 年 7 月开始正式启动，至今已实施运
作 6 年多的时间。在这 6 年时间里，徐奋经常为攻破一个个技术难题
加班加点，甚至连续多天吃住在公司，无暇照顾家庭。就是在这样忘
我的工作下，徐奋和他的团队推进集团 ERP 系统日益完善，最终实现
了集团对各子公司的业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效整合，基本满足
了跨区域集中管理的需求；实现全流程数据打通，可实时查看各子公
司每日经营数据，实现集团对各子公司的信息化风险管控、各子公司
车间条码扫描计件考核、以及集团大数据的沉淀和综合分析等，企业
管理效率和综合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ERP 管理系统建设只是徐奋干实事的一个缩影，他还积极参与集
团供应链金融平台和微信商城的研发搭建，实现了特钢 ERP 系统和农
银 e 管家平台的接口对接，订单自动抛送和结算等功能。

多年信息管理工作的经历培养了他敏锐的技术眼光，在实干的同
时，他带领他的团队勇于创新，为了实现宁兴精密车间的数字化和工
业自动化，积极探索各模块实现原理，创建宁兴精密数字化运营中心，
实现了 CNC 设备参数采集及报表展示、MES 系统上线应用、根据 3D
图纸自动析出 BOM 表数据及水路自动计算等工业自动化应用等。徐奋
说：“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企业为我们创造了施展才华的平台，我们
唯有始终如一、脚踏实地的工作来予以回报”。

“ERP 登陆不上了。”“ERP 价格审批失败。”“网络不通了。”“单
子怎么打不了了？”信息中心经常会接到这样的电话。他们总是不厌
其烦，立即到现场帮助解决问题，指导操作要领，成为公司网络及信
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守护者。

滴水成江河，无声胜有声。徐奋和他带领的团队就是这样脚踏实
地用精湛的技术实现数字创新，以默默耕耘守护信息安全。创新唯艰、
情怀始终，信息管理团队前路难免布满荆棘，唯有牢记初心，开疆拓土，
一路驰骋。

滴水成江河
           无声胜有声

◎ 宁兴特钢集团  顾云菏  

   ——记宁兴特钢集团信息管理中心主任徐奋

怀异想天开的梦  
        做脚踏实地的事

◎ 宁兴金海  蔡虹燕

   ——记宁兴金海国贸二部 陈如伟

   ——记宁兴贸易集团展会负责人  黄亚珥

静下心来 
做好每一件小事

◎ 宁兴恒骐  杨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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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 2020”主题活动

编者按

Win a Tough 
Battle in 2020

 党员干部七一座谈会实录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我们迎来了中国共
产党 99 周岁生日。立志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2020 年 7 月 1 日，宁兴控
股优秀的共产党员代表、先进党组织代表、各总支、支部书记和党员干部代表怀着光荣和自
豪的心情，汇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重温党的光辉历程，汲取强大的精神
力量，激发攻难克艰的勇气和智慧。

 2020力 赢战攻坚

永葆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
◎ 宁兴控股党委书记  高  屏

一、强化理想信念，提高知
信行合一的能力。各级党组织要
加强学习教育，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学习教育作为党建工
作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
部的终身课题，在实践中不断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
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把稳思想之舵。宁兴的党员干部
要常常对照党的要求“对标”，
按照党章党规“扫描”，同先辈、
先进“对照”，检视自己的思想
信仰，增强为党分忧、为国奉献、
为宁兴控股创新发展建功立业的
责任感、使命感。

二、强化党员干部的担当意
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宁兴
控股的创新发展、攻难克艰，需
要一支有担当、高素质、作风过
硬的党员干部队伍。首先我们要
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做政治上、
理论上、思想上的明白人，要以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干劲，以
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激情，
及追赶超越的责任感、紧迫感去
迎难而上，带领全体员工更加昂
扬的精气神谋发展、求突破、建
功业。

三、强化党员干部创新意识，
应变求变，勇于突破。在当前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环境下，要具
备应变求变的创新能力，很重要
的是善于学习，勇于突破。我们
要加强新知识、新业态、新模式
的学习研究，创新思路，紧抓机遇、
主动求变，积极培育促进企业发
展的新动能。注重学习研究的系
统性和超前性，不断提升职责能
力，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
手。在攻难克艰中探索新机遇，
在趋利避害中创造新机遇，于变
局中开新局，为公司持续稳定发
展提供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动力。

四、强化组织建设，提升党
的组织力。按照“三严三实”的

要求，加强“两学一做”和“守
初心，担使命，做奉献”教育的
常态化，持续创新完善党建工作
与经营管理的深度融合，突出引
领功能，强化服务职能，以创建
星级支部、锋领组织为载体，把
公司党建与经营、攻关、安全、
质量、效益、文化有机结合，充
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开
展党员示范岗，党员先锋工程等
实践活动，把党员的先锋作用体
现在管理创新、业务领先、技术
革新和急难险重任务之中，以切
实提升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
战斗力。

2020 庚子之年，受全球疫情冲击公司各板块经营面临
严峻挑战。为激励全体宁兴人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提高
持续创新的能力，坚守品质经营的定力，凝聚共成长同发
展的合力，突破困境、逆势前行，为全面完成 2020 年度工
作目标任务共同奋进，宁兴控股组织开展“攻坚 2020”年
度主题系列活动。活动主题突出，内涵丰富，形式多样，
进一步营造了全公司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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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8 日，中共宁兴贸易集团第二次党员大会在天
宁大厦三楼隆重召开，来自各支部共 68 名党员参加大会。大会
由宁兴贸易集团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李军波同志主持，宁兴控
股党委委员、总裁、宁兴贸易集团党总支书记黄永增同志作题为
《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优势 全力护航公司创新突破 为实现公司
持续稳健发展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宁
兴贸易集团第二届总支委员会，由张磊、吴雪泳、李军波、戴磊、
郑海波五位委员组成。新一届党总支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张
磊为党总支书记，选举李军波为党总支副书记。宁兴控股党委书
记高屏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2020 年 11 月 6 日，中国共产党宁波宁兴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党员大会在集团三楼会议室隆重召开。大会由宁兴特钢集团总经
理阎剑彬同志主持，宁兴特钢集团上一届党支部书记江宁同志作
题为《凝心凝力 ,责任担当 ,为实现宁兴特钢发展新目标而奋斗》
的工作报告。之后，大会进行改建党总支的换届选举工作，选举
产生由江宁、邹康、张廷波、陈亚宁、阎剑彬等五人组成的宁兴
特钢集团第一届党总支委员会。经第一届党总支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江宁为党总支书记。宁兴控股党委书记高屏同志出席大
会并讲话。 

宁兴贸易集团完成换届选举

宁兴特钢集团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

各党总支、支部
换届选举工作顺利推进

“攻坚 2020”主题活动 Win a Tough Battle in 2020 “攻坚 2020”主题活动Win a Tough Battle in 2020

防疫复工践
担创新发展

初
使

心  
命  

在因疫情停产期间，销售部、行政部与仓储物流
部由党员带头，作好相关通行证的申领工作，组织物流，
保障客户牧场不缺料不断草；积极化解因疫情而导致
成本上升、需求变化和订单延后等不利因素，主动调
整销售策略与技术服务方案，对重点客户量身定制相
关销售与服务政策，稳健推进客户牧场扩群增量工作；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申请疫情惠企政策，
缓解信贷、税收与社保等方面的压力，确保公司稳定
运营。

——宁兴涌优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助理  齐  赟

作为党员干部，我们从来都是身先士卒，不推卸，
勇担当。今年受疫情影响，面对相关工厂不能及时开
工而无法按时交付订单的情况，公司及时组织了相关
党员骨干业务员，奔赴省内各个地区走访重点供应商，
了解他们的开工复产情况，并且在提供防疫物资和协
助开工复产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帮助。其次，在这个快
速发展的时代，身为党员，我们更是加强学习，走在
前头，勇于接受新事物，尝试新模式；有创新的精神，
有试错的勇气；在疫情一开始，就捕捉到防疫物资出
口这一商机，组织部分业务人员进行货源的搜集，积
极联系客户，达成了几笔交易。短短几个月，几个重
点国家的市场都已逐步恢复至往年的 80% 左右，为实
现年度目标打实了基础。

——宁兴金海党支部委员、副总经理  杜  玮

特钢集团党支部在控股公司党委的领导下，这几
年来，紧紧围绕特钢集团转型升级，五个平台建设、
打造特钢产业生态圈，实施特钢战略发展规划的这一
中心任务，开展了积极的工作。通过认真抓好党员干
部的政治理论学习，组织开展“两学一做”教育活动
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动员
党员干部为完成公司的经营目标和任务，尽职尽力，
勇挑重担，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通过坚持以人为本，
抓好员工队伍建设；通过深化企业文化建设，提高企
业凝聚力，提升公司形象；通过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
建立完善党内各项工作制度和台账等各项工作和活动，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19 年在参加海曙区“支部竞赛”
活动中，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宁兴特钢集团党总支书记  江  宁

疫情初始正值春节，宁兴海鑫支部成员第一时间
全体归建，迅速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板
块特殊性，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建立疫情防控内控
机制、以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坚决扛起政治责任、
防控责任、工作责任，确保经营与各项防疫工作落实
到位。直销中心为保障当地民生生活品所需，支部委
员深入一线，做好员工的心理安抚工作，根据实际，
全员克服困难，通过基层员工轮班，管理人员代班等
措施，解决人员保障问题。疫情期间，支部委员走在
前面，干在实处，有效发挥了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

——宁兴海鑫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林  锋

我们应将党的元素融入到企业发展各项工作中，
将“红色基因”植入企业发展，广泛开展各类技能比武、
拓展训练、素质提升培训等活动，形成积极正面的价
值导向，培养积极向上的氛围，提高员工职业技能和
素质，激发员工责任感和荣誉感，打造出宁兴独具特
色的企业文化。例如，新冠肺炎疫情了催生直播带货“新
外贸”，加速了外贸数字化趋势。公司也积极通过云
广交进行直播，通过更多的网络渠道，把握“直播带货”
这一风口，让公司转“危”为“机”，更好地应对此
次疫情对经营业务开展的冲击。

——宁兴恒骐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朱伟栋

水暖事业部是一支具备优良传统的队伍，在历经
这十几年的发展后，积累了一些问题。作为管理者，
在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增加的外部环境下，我们更加
需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科
学的理论来武装头脑，指导工作，重视调查研究，及
时复工复产；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提高科学思维能力，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
良性互动，推动部门的整体改革。我们会将全年工作
目标和积极稳妥的推进改革相结合，争取交出一份满
意的答卷。

——宁兴贸易集团
第四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助理  戴  磊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十分清晰而坚定地认识到：
党员就是要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中，用模范先锋的标
准要求自己；党员干部就是要不断勇往直前、不惧困
难和挑战，“战疫”时期带领大家搞好职工安全，“和平”
时期搞好企业发展。因此，宁兴丰田党组织一方面坚
决打好防疫战，一方面结合不同时期的不同形势想方
设法做好经营工作，提交了一份满意的上半年答卷。

——宁兴丰田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张  艳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祖国的强
大，我们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作为宁兴党委带领下
的青年一代，我们也积极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疫情期间，
多家公司跨境电商出口业务明显增长，这是青年员工
们以老一辈宁兴人丰富的外贸经验为引导，积极探索
外贸出口新模式的成果；云上展会、电商直播等新的
模式促使我们要努力成为新时代的宁兴外贸人；同时，
青年团员们积极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向宁波市慈善
总会捐款，参加无偿献血等，希望每一个微小的善意
和举动，终能汇聚成大爱和强大的力量，成为我们青
年一代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力量。

——宁兴控股团委书记  仇  松

面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各业务团队在党员干
部的带领下，顶住疫情带来的各种压力，克服交通不便、
沟通不便、运输不便等各项困难，积极开展在线交流、
线上营销，努力稳定在手订单，做好生产出运工作，
紧盯市场变化抓机遇，积极争取新订单，不锈钢、服装、
水暖、日用品等均在复工后接到新订单。在拓展业务
的同时，各业务部门科学应变，坚持练好内功，加强
产品研发设计，提升供应链管理水平，稳步推进贸工
研一体化建设：引进培训新的 DJM 生产管理团队，做
好 DJM 的防疫复工工作，积极推进与霍尼韦尔的新品
开发项目；森福克服复工后工人人数不足、物流不畅
等影响，顺利完成节后出货计划；服装部与优质供应
商合作面向中高端品牌市场共建宁兴贸易集团服装生
产基地，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服装供应链。

——宁兴贸易集团党总支书记、总经理  张  磊

疫情期间，重点问题重点管理，切实保障经营工作。
面对仓库人员防疫安全、跨境货品运输影响、海关报
关报检进度等三大关乎公司能否顺利开展经营工作的
关键问题，公司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冲在生产经营第一
线，认真梳理困难，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攻坚克难创
造成绩。尤其物流公司，认真制定仓库人员突发疫情
启动防控应急预案，做好疫情防护的科普工作，订立
以各仓党员和仓主为责任主体的“一个都不出问题”
责任状，坚持“春节不打烊”，保持仓库不中断运转，
及时将防疫物资以及各类商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结合
疫情的市场需求，公司加大火鸡面等速食产品的销售
力度，以及带动口罩、额温枪、防护服、洗手液消毒
液等防疫物资的销售。在这次严重疫情影响下，公司
还是如期实现上半年的经营业务目标。

——宁兴优贝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  曹旭东

党员干部在防疫工作中起带头作用，在生产作业
与安全规范中起表率作用，在企业团队建设中起核心
作用。疫情期间，宁兴液化全体党员干部率先垂范，
积极主动，引领全体员工克服繁重的生产任务所带来
的返程员工隔离难、上下班车接送不方便、作业人员
紧张等一系列困难，做到疫情期间三个不停，即生产
任务不停、施工维修不停、安全管理不停，圆满完成
生产任务，各项生产经营指标再创历史新高。

——宁兴液化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  高丹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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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黄亚珥)

（摄影：王一博）

(摄影：黄亚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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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 ! 在宁兴镌刻 题记：奔跑，向时间证明我们还可以更快；跳跃，向标尺证明我
们还可以更高；奋斗，向人生证明我们的无限绚烂。亲爱的宁兴人们，
请坚守初心，坚持梦想，以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传承攻
坚克难、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雕刻自己在宁兴最美的模样！

坚持与创新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是什么能够让我在一家公司一个岗位持续如此长的时间？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一是时刻对工作保持热情，二是坚持。我
想对我的新同事们说，你们即将面临的工作难免会遇到困难挫
折或者发展的瓶颈，当你士气低沉的时候，我建议停下来好好
地思考一下，问问自己是否还能坚持，多向同事请教，调整自
己的工作思路和方式，重新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这样离成
功也就不远了。

如何能保持激情并能带领团队共同创新。我的经验是：首
先要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对自己从事的业务要精通，并能多
花时间琢磨业务技巧。二要不断学习，多向同事、同行学习他
们的经验，并能消化为自己所用。三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设想，
宁兴文化是极力支持和鼓励创新的，我们不介意不成熟的创新
思路，而不赞同一味死板的墨守成规。

在这里，你不用担心平台小，我们出去跑业务提到宁兴，
心中都会充满自豪感；在这里，你不用担心职业通道，公司有
完善的晋升制度，只要你努力，机会都是公平的；在这里，你
不用担心自己不会做怎么办，我们还有“导师带良徒”的培养
机制，只要你肯学，办法总比困难多。在宁兴学习成长的十年
里，我想与大家分享：

 掌握方法，勇于迎接岗位的新挑战
 开拓创新，立足岗位提高服务意识
 团结协作，共同建设宁兴大家庭
 终身学习，不断在前行中突破自己

成长需要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小事，需要提升自己的知识
储备，完善自己的专业技能，需要调整自己的工作态度。曾经
为了让中海贸上架一个跨境数据，全天蹲守在北仑的办公室前，
为了销售商品拿更多的订单从早上 8 点到晚上 10 点不间断待
命配合平台，为了能采购到更低价格的货物在国外 1 天内跑 3
个城市见供应商抢资源。学习和成长是一个自驱的过程，主动
跳出自己的舒适区，感到挣扎与压力的时候，往往是黎明前的
黑暗，那才是成长最快的时候。现在回头看，这些经历对我来
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让我更有底气迎接新的挑战。当一切都
准备就绪的时候，机会来了，才能稳稳的抓住。

请热爱你的工作，享受在宁兴工作带来的快乐。快乐是连
续长时间加班的煎熬和困苦后，完成的一份份有价值的分析报
告；是参与运作与宣传的房地产投资项目，在11个月的时间内，
将投资本金和分红交给投资人；是历时两年半经历无数曲折后，
最终公司以合理的价格成功收购船厂，成为宁兴新的发展板块，
这些快乐都是宁兴给予我锻炼机会获得的成就感，是宁兴的前
辈们无私的指导和帮助带来的成长提升。我想用习主席说的一
句话分享我在工作中成长的感悟，希望与未来的你们共勉，“每
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却得不到结果的日子，我们把他叫做扎根。”

“攻坚 2020”主题活动 Win a Tough Battle in 2020

宁兴优贝总经理助理
兼商品部总监   

万  蓉

宁兴贸易集团
总经理助理   

郑海波
宁兴特钢集团   
华东区域总监

王  军

宁兴控股团委书记   
仇  松

勤学勤思  善作善成

热爱工作 享受快乐

老
员
工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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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员工
乘风破浪万里行

我们都是行动派

选择完美

求思求变，无愧心责

 “兴”之所向，身之所往

紧张、激烈的新员工培训大会已经结束了。培训期间的团队合
作项目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成员随机组成，却不但要求在最
短的时间内能相互了解、并要在目标与策略上达成共识，这对每个
队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开始的磨合并不顺利，但在团队目标
与集体荣誉的激励下，通过大家的精诚合作，奋起直追，最终实现“逆
风翻盘”。这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同舟共济的力量。

正如宁兴从单一的项目管理型公司，发展成如今这样的多元化
发展的集团公司，其中遇到过的困难挑战是我无法想象的。但正是
在一代代宁兴人的努力下，宁兴成为了行业中的佼佼者。宁兴这艘
巨轮，在帮我们抵御风浪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成长
机会。对我们每个新员工来说，前方的路正长。但我坚信，只要我
们始终秉持宁兴人开拓创新、团结拼搏的进取精神，永不懈怠，就
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海。

在优贝的文化衫上，有一句很有趣的口号：我们都是行动派。
我想，这就是对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最好的回答。对于我们来说，
行动派意味着敢想，敢做，敢拼，敢闯。就像高总在培训中教导我
们的那样，一名合格的宁兴人，在思想上要坚持“求真务实，明理
守信，包容竞合，创新进取”的文化品格，在工作中要做到“诚实、
敬业、进取、团结”的八字精神，在生活中秉持“学习进取，团结和睦，
勤劳节俭，诚实感恩”的文化理念。就像在素质拓展中星火队所诠
释的那句公司文化一样，追求共赢。让每个人微小的力量在团队中
汇聚闪耀，恪守自身，用更好的自己铸就更卓越的团队，最终星星
之火，也能燎原。

涓涓细流终会汇聚成江河大海，只要我们心怀梦想不断追逐，
用满满的信心为公司续写新的辉煌，就会陪着宁兴一起乘风破浪，
披荆斩棘。

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像是在和一位成熟和蔼的老者在温馨的烛
光下促膝畅谈，他在用自己一生的经验和经历告诉我如何去做事情、
如何做人、如何去更好的生活……

首先，工作就是要快乐，热爱能抵岁月漫长。今年的疫情让一
些人的就业压力非常大，很多人面临着失业的残酷现实。我想我是
幸运的，也是快乐的。因为我深知工作并不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
还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其次就是要选择完美。书中的一段话真的是让我醍醐灌顶：“粗
略的工作，就会造成粗略的生活。工作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做着
粗略的工作，不但使工作的效能降低，而且还会使人丧失做事的才能。
所以粗略的工作，实在是摧毁理想、堕落生活、阻碍前进的仇敌。”
所以在今后的选择中，我愿意超越平庸，去选择完美，促进自己更
进一步。

自今年 6 月入职以来，从事办公室文秘工作，所处所应之事皆
以不愧于心、无愧于责为准则，悉以旧职处事风格为常，然体察 9
月新员工培训事宜后，方觉心、责二字实为简易，但求无己过实属
单边用力主义。宁兴控股新员工培训，浩然于气，泯然于节，格局
风貌皆以协作、偕同为始，处事之时心、责固然重要，但商之本末
皆需双边甚至多边之和谐、圆融、通达，在此之余，更需着力新意、
维立创意、求思求变，方能助推满盘进益。

通读公司荐书《自动自发》，如新泉过身，无不畅然。树己心
为新种落地，欣然于当务，与英文书目同步，willingness，欣然于
任何职位所发之事，得享工作所赠之苦乐，以全局通达之心气，极
避平庸力趋完美，以感恩欣赏之心意，增诚加智，做思想主宰，旺
灵魂香意，递生命元气。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宁波人，宁波人对宁兴有着特别深刻的印
象，不论是扎根在宁波人脑子里的老牌外贸企业口碑，还是现在的
多元化业务发展从国际贸易、跨境电商、特钢经营、农业饲料科技
到船舶制造，这些优秀的业务板块无一不在大力推动着我们家乡的
发展，我为能成为一名宁兴人感到无比自豪！此次新员工培训，让
我对宁兴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在宁兴这个
温暖的大家庭里好好成长、早日成为一名优秀宁兴人的信心。

作为一名外贸从业者，最基本的就是对外语的掌握和国际贸易
知识的了解，我争取在接下来的工作生活之余再学一门语言，积极
了解各国的商务文化，避免在和客户的交流中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同时更努力学习钢材基础知识，工作中遇到不懂的或者不明白的，
虚心向前辈请教，积极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在工作和社会中实
现自己的价值。

◎ 宁兴贸易集团  陈诗雨

◎ 宁兴优贝  潘丹怡

◎ 宁兴恒骐  冯兰欣

◎ 宁兴控股总裁办公室  蒋玲月

◎ 宁兴特钢集团  顾宇盛

感悟
最美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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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 • 超越
◎ 宁波宁兴丰田  冯  超

2020 年 7 月 29 日，以“追梦·超越”为主题的宁波宁
兴丰田技能大赛正式开始拉开帷幕，为贴合公司经营管理方
向，围绕“销售售后一盘棋”的宗旨，达到“以赛代练”的
目的，此次比赛联携了销售顾问、服务顾问两个一线业务岗
位，不单对各自岗位的专业性进行了全面比拼，更在两大业
务模块的衔接合作上上演了“销服连携”的“大戏”。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业务技能
的提升离不开日常的基础积累，为检验选手的基本功，当天
上午安排了笔试环节，内容囊括了丰田品牌知识、各车型卖
点、价值链业务、销售流程、销售技巧以及服务顾问“基础级”
和“一级”的内容，全面考验了选手们的基本功情况。

下午开始了演练环节，以总经理、部门经理、主管为主
的评委团队对销售顾问的电话邀约和服务顾问的接车流程进
行了全程观摩，就选手话术的准确性、流程的标准性、表达
的逻辑性、沟通的有效性分别进行了点评和打分。经过上、
下午的两轮比拼，5 名销售顾问、4 名服务顾问进入了最终
的决赛。

2019 年 4 月，宁波市委、市政府出台《新时代宁波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了到 2025 年，要基本建成符合宁
波产业需求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建立和形成有
利于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工作制度和成长环境，产业工人
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2020 年 4 月 15 日，宁兴特
钢集团被宁波市总工会列为“宁波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试点
企业”。

为此，宁兴特钢集团积极贯彻文件精神及上级工会工作要求，
结合公司实际，制定了自己的员工队伍建设实施方案。通过党建
带工建，完善组织体系；加强员工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员工
队伍的政治素质；完善民主管理制度，保障工人主人翁地位；健
全技能培训机制，提升员工技能水平；完善员工权益及福利保障
机制，增强员工的粘合度等多方面举措，扎实推动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走深走实。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宁兴特钢集团员工队伍建设取得了明
显成效，呈现出朝气蓬勃、奋发有为、业务精湛、团结和谐的产
业工人队伍形象，为生产经营工作的安全、持续、健康、和谐、
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记 2020 宁波宁兴丰田技能大赛

“我们都是行动派！”
——宁兴优贝开展 2020 年团建活动
◎ 宁兴优贝  马颖川

Smile 宁兴金海
开心“六一”

快乐中秋

2020 年初，全国都因疫情紧绷着一根弦。时
至五月，我国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此时，借
“六一”，一个原本属于孩子的节日，祝宁兴金
海的每一个“孩子”，愿你们笑对挫折、笑对人生、
开心每一天！

中秋佳节少不了月饼，在佳节来临之际，宁
兴金海员工在公司休闲区欢聚一堂，一起亲自动
手制做月饼。“老师傅”教得认真细致，“新学徒”
学得一板一眼。一炉炉的月饼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一张张的笑脸笑靥如花。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歌

声回荡在宁兴金海公司的休闲区，这里正在举
办宁兴金海 10 月的集体生日派对，愿寿星们
生日快乐！平安如意！幸福安康！

为提高员工凝聚力和向心力，展现共创卓越的奋斗精神和快乐工作、
健康生活的积极心态，由宁兴优贝组织的“我们都是行动派”团建活动于
7 月 4 日在宁波江北奥体中心 10 号馆举行。本次活动集结了宁兴优贝、
亚历蒂斯、优贝物流等五家公司的 200 多位小伙伴共同参与。

工作中乘风破浪，团建中尽情去“浪”！此次团建活动内容丰富有趣，
包含“指压板接力赛、“拔河比拼”、“合力筑塔”、“动感颠球”、“极
速 60 秒”等多个项目，每一个项目都考验着大家的思考能力和团结协作
精神，这不仅是智慧和体力的角逐，更是团结和协作的完美比拼。下午的
拔河比赛让场内气氛达到了巅峰，当一束红绸在绳子的中间系起，两队队
员在绳子的两头聚齐，随着一声哨声，一场需要力量与耐力的对峙精彩上
演，在场的小伙伴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纷纷加油助威，呐喊声此起
彼伏。

此次活动虽已散场，但我们的故事仍在延续，拼搏与活力是我们永恒
的主旋律，让我们一起期待与优贝的下一个故事。

◎ 宁兴特钢集团  沈月红

“新时代的产业工人”
   ——宁兴特钢集团被列为宁波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试点企业

决赛采用了“销服连携”的团队作战形式，两名选手面
对场景设置，既要体现各自岗位在服务客户过程中的专业性
又要相互协作，对选手的专业性、灵活性、合作能力可谓是
全面的考验，最终，经过激烈的比拼，销售顾问、服务顾问
各决出了“前三甲”。

比赛不是终点，梦想不断超越，前进永不止步，我想，
下一次，我们会更好！

（摄影：黄瑞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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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有情  文章有意
——记《宁兴人》编委采风交流活动

此次采风活动，《宁兴人》编委记者团走进千年古刹，登顶穿
岩之峰，游览梅渚古镇，参观了宁波市与新昌县合作共建的钦寸水
库，领略了石城新昌的逸致山水与荟萃人文，拓宽视野，增进交流，
体味了“山水有情、文章有意”的意境。 

◎ 宁兴金海  王尚洁

初赏新昌

又是一个秋风送爽，金桂
飘香的季节，《宁兴人》编委
的年度采风活动又如约而至，
此次采风的目的地是绍兴的
新昌。

新昌，这座藏身于浙江绍
兴的小城，可能并不著名，但
对于出生于江浙的我来说却不
陌生，特别是新昌的大佛寺，
从小就时常听家人朋友提及，
几次心动最后却一直迟迟没有
成行，欣喜此次终可一近小城
芳泽。

采风之旅的首站就是大佛
寺。这座始建于东晋年间的古
寺依山而建，迈入景区大门，
古树、奇石、碧潭，一步一景。
由于疫情的关系，不见往日熙
攘的游客，大佛寺更显庄严静
谧。跟着导游一路品赏，来到
石窟弥勒佛像之前，脑海中曾
描绘了无数次的“江南第一大
佛”映入眼帘。这座巨大的弥

◎ 宁兴贸易集团  谢  恒

天色正好风微凉，青山环
绕绿水长；拾级而上腿打颤，
却也阻止不了——欢声笑语满
山岗。

2020 年 9 月 12 日上午，
穿岩十九峰——爬山。

说起爬山这项运动，我上
一次爬是什么时候，还真是想
不起来了。站在 999 级台阶的
最下方，我仰头望去，心里默

勒佛雕凿于悬崖绝壁之中，正
面端坐于大殿正中，面容慈祥。
大佛寺中还有一处千佛石窟，
石窟之中，千尊佛像，形态各
异、惟妙惟肖。大佛寺以其巨
大的石窟弥勒佛像和千佛石窟
被赞誉为“越国敦煌”。大佛
山内还有一处用山体直接雕刻
而成的亚洲第一卧佛 -- 双林石
窟卧佛，巨大的卧佛，安然地
侧躺在佛殿之中，一氅袈裟加
身，安然带笑，赤足，露出五
个圆圆的脚趾。大佛寺的钟声
悠悠传来，让人们的心瞬间
平静下来。

此次采风的另一处景点是
穿岩十九峰。“穿岩之岩高苍苍，
峰峦十九摩天光。”穿岩十九峰，
顾名思义，有十九座山峰绵延
相连。一进景区，青山出绿水，
绿水绕青山，两座独木桥静卧
绿水之上，十九座山峰姿态各
异、风姿绰约，好一副秀美的
山水画卷，好一处幽静的人间
仙境。据说有很多有名的武侠
影视剧都曾在此取景拍摄，怪
不得这绝美的风景在缥缈间带

默给自己打个气：嗯，一定可
以的。却还是忍不住有一种壮
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凉……

大部队已经开始上台阶了，
雄赳赳气昂昂，我也开始跟着
上台阶，气喘喘心慌慌。好不
容易到了 99，万里长征才第
一步，我已经两股战战，几欲
先走。只是想起导游说的，一
会儿不会原路返回，还是只能
硬着头皮故作轻松继续向上。
到了 199，我故作的那份轻松
已经装不出来了，大口的喘着
粗气，脸色也开始发白，跟大
部队也已经拉开了距离。我倒
是有心跟上，奈何实在心有余
而力不足。旁边的队友开始放

慢脚步，在我旁边给我加油打
气，让我调整呼吸，慢慢前进。
剩下还有大半的路程依旧是一
路走一路喘，一路喘一路走，
好不容易爬过了 299，撑过了
399，熬过了 499 来到了 599，
旁边的队友始终不离不弃，一
边鼓励我，一边也让我注意身
体，让我实在吃不消不要硬撑。
感动之余还是要继续前进，不
拖后腿才是现在唯一需要努力
的事情。等我到达699的时候，
抬头看看大部队已经到达一个
平台。大概是已经过了身体的
极限，也可能是映入眼帘的苍
翠欲滴让人心旷神怡，虽然还
是一如既往的大喘气，但仿佛
也没有刚才那么累了。剩下还
有 100 级台阶的时候，我仿佛
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脚步也
变得轻快了许多。

终于和大部队会合了 ! 站在
山顶俯瞰下去，竟也有一种“适
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的感觉。
再回头看看走过的山路，尽管
过程一言难尽，却终究也是坚
持到底，此刻仿佛才明白了登
山的意义。

着一种江湖的神仙气息。来之
前导游就透露登山的石阶共有
999 级，心中换算成楼层数，暗
暗犯怵。行至山脚下，实在找
不出退缩的理由，心一横。牙
一咬，爬。登山石阶沿山势修
筑而成，迂回曲折，不一会就
腿软气短。好在从 199-999 级
台阶，每 100 个台阶，都有铜
牌作有标识，不由地感叹此举
之妙，在艰辛攀登之中给人以
鼓励与希望。一鼓作气，终于
成功爬完 999 级台阶，唯独叹
息一路只顾埋头咬牙苦爬，却
忽略了一路的大好风光。台阶
过后的路平缓好走，四周满是
树木植被，眼睛所到之处都是
绿色，虫鸣鸟语不绝于耳。凉
风习习，沁人心脾，登山的疲
乏一扫而空。山中还有一段空
中玻璃栈道，脚下是翠林山谷，
头顶是蓝天白云，行走于栈道
之上，宛如飞鸟在空，自由惬意。

新昌景美，听闻还有李白
《梦游天姥吟留别》笔下的天
姥山、沃洲湖，期待下次有机
会继续细赏。

《宁兴人》第 17期 《宁兴人》第 17期

适与野情惬
      千山高复低

挥舞球拍  绽放活力
“宁兴控股杯”宁波市商贸系统职工羽毛球比赛

宁兴控股网球兴趣小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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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公益  让爱流动 那一抹宁兴红

无偿献血活动

“今天你休息、岗位我来顶”抗疫志愿服务活动

“文明礼小二”青盟责任岗

第二十二次“慈善一日捐”活动

《宁兴人》第 17期 《宁兴人》第 17期

1

1

2

创建文明城市志愿者行动3

2

——宁兴控股志愿者活动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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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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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新春文艺汇演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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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在欧洲、澳洲、美国、日
本等地都是一种较为普及的运动。在
那里，只要有小康的生活水平，都有
能力经常去打打高尔夫。当然，一般
的人更多去的是大众球场，而条件好
的人更多去的则是私人球场。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高尔夫
这项运动呢？首先，她广阔优美、风
格迥异的各种球场，能使人在享受明
媚阳光和清新空气的同时，不断受到
经过大师雕琢的各种自然美景的熏
陶；然而，她独特的比赛规则，使
人在不断追求自我突破自我完美的同
时，又能轻松地与队友和对手一起享

七彩人生 Colorful Life 七彩人生Colorful Life

◎ 宁兴金海董事长  岑国辉  

◎ 宁兴贸易集团   高  原

挥杆之趣

挥洒汗水  快乐锻炼

网球的学习过程让我不断地
感受到它的魅力 , 在每天的网球
学习里体会着球场上的快乐。快
乐能让人如沐春风，按照要领一
次次挥拍，接球的能力不断提高，
每次有进步，和小伙伴们一起快
乐成长，你会发现世界的美好。
那么让我们在生活中随时随地寻

每次练球必下雨，虽天公不
作美，也阻挡不了大家练球的热
情。在刚开始的那第一 , 二天次
打球并不顺 . 好象球总喜欢作对 ,
总不往心中所想的地方去 , 就开
始有些着急. 教练会耐心地说“在
场上首先需要做到的是把挥拍动
作做完，这样就够了。不要因为
想着要把每一个球都击回，而使
动作变形。接不到球是很正常
的，随着你每天的进步，你会慢
慢地接到所有的球。这样去想，
你在场上不会因为紧张而用力去
握拍，也不会无法把挥拍动作完
成。”慢慢每周不断的练习，动
作越来越规范，看到了自己击球
成功率的不断提高 , 挥拍速度也
越来越均匀平缓 . 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任何事情的成功都要靠
背后的一次又一次的努力才能够
实现。

学习打网球是我2020年“学
习计划”之一，今年公司组织了
宁兴网球队，请了专业教练指导。
练习时，宁兴的队员们分组练习，
互相监督动作是否标准、互相提
醒动作要领、一个抛球一个接球，

看，一个个绿色的网球被挥出；
听，一声声网球和球拍激烈撞击发出的清脆声；
闻，一阵阵浓郁的桂花香…  期盼已久的网球课开始了。

快乐学习

雨中坚持

团队配合

七彩人生

疫情之下，我们依然可以做更好的自己：运动健身，
让我们拥有更强健的体魄，运动是一切生命的源泉；远足
旅行，让我们呼吸更自由的空气，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
趁繁花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徜徉书海，让我
们的心灵得到慰藉和升华，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
通神……

编者按

Colorful 
Life

找快乐。也许我们会为每次学习
得到的收获而喜悦，但是我们更
应该看到在学习过程中的感受。
不断地在过程中寻找、体会自己
的闪光点，会让最终的结果更加
尽如人意。网球是一种运动，同
时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团队意识越来越强；双打训练时，
不仅要接好自己的球，还要根据
球的落点和速度判断队友是否能
跑位，接好每一个球。不轻易放
弃每个球，无论何时都要并肩战
斗，移动一致。

看，一个个网球弧线飞出；
听，一声声释放的喊声；
闻，淡淡腊梅花香一阵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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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达
书理

宁波四知精神之

受比赛带来的乐趣；此外，她的运动
特性，让人在击球时轻不得重不得，
既要注意动作的正确性又不能太在意
动作，既要用心又不能太用心，总是
让人对她又爱又恨。而且，每打一场
球就好像经历了一段人生：不如意的
事总是十有八九，不断碰到困扰痛苦，
但我们还是一路向前，阳光总在风雨
后，不经意间我们又见到了彩虹。所
有人生的哲理，在高尔夫运动中都适
用。所以，朋友们，为了让我们的生
活更多彩多姿，积极地创造条件去打
高尔夫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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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兴金海  岑祉毅

◎ 宁兴特钢集团四川公司  黄  达

◎ 余姚宁兴丰田  陈营营

投入自然

青海的那个湖

运动·养生·健康 

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由于生
存与发展的驱使，人们总是在为
生计而忙碌，快节奏、高效率的
现代生活将人的神经及生活搞得
高度紧张。

青海的那个湖，分明是片海。
驱车奔驰在环湖路上，一边是无际
的海岸线，一边是辽阔的草原。草
原上悠然吃草的羊群，像散落的棋
盘，星星点点，自在安详。不远处
是盛开的油菜花，金灿灿的花枝迎
风摇曳，给高原的初秋渲染出春的
繁华。空气中弥漫着沁人肺腑的香，
招惹着好事的蜂蝶远度而来，陶醉
在这一片花丛，找寻属于自己的那
一份情和爱。每隔几公里就会出现
一个藏包，迎风飘展的幡旗，似在
向路人招手，又似在向你述说古老
而神奇的故事。

◎ 宁兴贸易集团  胡韵韵

十里秦淮—南京行

南京是一座历史底蕴浓厚的
六朝古都，当更加了解这座城市
的时候，这趟旅程才会更加有意义。

这次短途旅程的其中一个片
段是参观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
院是中国最早创建的博物馆，是
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关于史前
文明相信很多博物馆也有，而这
里也是作为江苏一带的进行展
示，其中最令人沉醉的是六朝十
都的文明，喜欢历史的朋友应该
会意犹未尽吧 ~ 这里共有六个
馆，民国馆更是一秒让你穿越到
百年，用南京阿姨们的话说，如
果你来了南京博物院却没有来民
国馆，那你就等于白来了南京博

游记

而我喜欢在闲暇之余，将野炊
炉，野炊壶及沏茶的茶具放入背包
中，然后独自背上背包去进入自然，
寻一处人烟稀少却景色极佳处。席
地而坐，煮水、品茶、赏景、静思。
我在大海边、山顶上、瀑布下、竹
林中、小溪边、水库旁等都煮过水、
品过茶、发过呆。

所以在我的心里私自经营着一
座世外桃源。也许没有陶渊明想象

的鸡犬相闻，但是对于我来说，足
够了。那是一个可以让我静下心来
品清茶之苦甜，嗅花草之清香，听
黄鹂之悦鸣的地方。生活在大城市
里，能拥有这样一个地方对我来说
真是再好不过了。

秋时：树枯叶落，草黄人稀，
也许大多数人会感伤暮年之苦。但
以一颗安宁的心态去看待这一切，
又何尝不为归还、静穆、轮回的美
好呢 ?  

湖边：让心灵如湖中之水，深
邃方得宁静，宁静方能致远，追
寻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到大自然中
去，感受自然的磁场、自然的美妙
声音、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温
暖的阳光、轻柔的月色等。

山顶：站在高山之巅，极目世
界，“荡胸生层云，一揽众山小”，
那种油然而生的心情应是广泛的。

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地点、不
同的景致、不同的感悟，心灵被各
种感悟所洗礼后，人世间的世事纷
争、功名利禄、荣辱得失等就会变
得淡薄，便会体会到什么是“澹泊”，

什么是“无为、无不为”，体会到
什么样的生活及人生观才能保持一
个真正的自我。当达到这种境界时
才是本质意义上的身心放松、达观
处世。再回到都市时，你会更多一
些微笑，少一些烦恼。

当然，我们投入自然的怀抱不
是逃避都市中的一切不顺，应当是
积极的调整自己、认识自己、改造
自己，并从自然中汲取新的思想、
新的能量，投入到时代和生命更有
意义的步伐中去。

路在车轮下无限延伸，像一条
宽宽的带子直通天际，天际是一片
蔚蓝，看不到路的尽头，也幻想不
出这条路上将演绎出怎样的神话，
路边不时闪动着骑车和步行的驴友，
停驻一下，问候一声：朋友你这是
要去到哪里？阳光下是一张张黑黝
黝的笑脸，“我也不知道，只想一
直走下去”、“我骑了好几圈了，
就想看看这里的风景”。粗略地计
算一下，骑车环湖一圈大约需要一
周的时间，步行一圈至少半个月时
间。我可亲可敬的朋友，你的理想
我无法企及，你的高度更令我景仰，
累了你就歇歇吧。

走近湖边，像是在接受圣人的
洗礼，我抑制住内心的呐喊和咆哮，
只一句轻轻的“我来了”，眼眶倾
刻间噙满泪水，两次都靠近你的怀
抱，两次又都匆匆离去，我不是一
个朝圣者，我只想看到你：这寂寞
的高原，这高原的平湖，这平湖的
宁静；我只想看到你。我需要你给
我宁静的心情，给我辽阔的胸怀，
给我无言的力量。掬一捧湖水，咸
咸地和着泪水吞下，唯其如此，我
才能长久地拥你在怀里，与其我在
你的怀里。

青海的那个湖，分明是片海，
只有心中有海，才永不会干涸。

物院。果然，一走进民国馆真的
爱了爱了，里面的每一条街道，
每一个建筑物，都是完完全全的
民国风建筑，再往里面走就能看
到一个民国风的红绿灯，闪烁着，
让你仿佛能感受到民国时期马路
上人们的奔波，还有复古的火车
超适合拍照的，而且里面还有陈
列许多旧照片，可以见到以前的
南京样貌。

离开前还逛了一趟先锋书
店，这里被评为中国最美书店，
由地下车库改造而成，走进来就
会发现一个巨大的十字架，长长
的通道放满了书籍，是文艺青年
们来南京必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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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兴海鑫  王建明 ◎ 宁兴金海  顾聿恋
运动练就好体格 随风奔跑

生命在于运
动。运动充满了
酸甜苦辣，也充
满 了 成 功 的 喜
悦 和 失 败 的 烦
恼。有苦有乐，
这 是 人 生 的 本
质，也是运动的
本质。因为这个
本质，运动才无
限的精彩。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在时

间洗礼中积淀，多年健身经历，让我养成坚持运动的良好习惯，
不仅成就了一副好体格，更是养成了一种特别阳光、积极的心态。
这就是体育运动的魅力所在。

你也许会说，定期运动，或者每天运动，总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但事实是，一旦你习惯每天运动，习惯会迫使你一
直坚持下去。每天运动不仅会让你感到快乐，也会影响你生活
中的其他细节。比如让你精力充沛，从而工作效率更高、获得
更大的快乐。

大家动起来，健康的体魄，阳光的心态，让汗水留住你精
彩的人生！

2016 年，马拉松刚刚兴
起，看到周边很多人的朋友圈
在发跑步照片视频，蒋洪伟心
底泛起一丝涟漪，上学期间他
一直是校田径队的一员，时隔
多年，心底跃跃欲试，想知道
自己是否也能尝试跑马拉松。
然后，他就从 5K, 10K 开始尝
试，慢慢的，越跑越多，也慢
慢地爱上了这项运动。

平时、周末、即使国内外
出差，从印尼、法国、德国，
到美国，从来没有间断过，时
间久了，跑步的成绩也不知不
觉的越来越好。蒋洪伟还加入
了一群马拉松爱好者的群体，
平时一起跑跑步，交流一下跑
步的心得。

他说：跑步使我释放压
力，放松自我，我享受随风奔
跑的感觉，它也让我看到更多
更美的风景。

当快节奏的生活使得亚健康越来越成为常态化，你还在熬夜追剧、舍不得放下手中的抖音和游戏、为了方便选择吃快餐和垃圾
食品而对锻炼的话题日推一日吗 ?

一场“疫情”的“考验”使我们认识到：免疫力才是一个人最大的竞争力。当大家都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发现身边的人纷
纷行动起来：有去健身房健身打卡的，有在家做俯卧撑、瑜伽的，有去公园里跑步的，有陪孩子一起打篮球的 ...... 运动能使血液循环，

调解人体机能正常运动，锻炼
肌肉；运动还能分泌多巴胺，
使人快乐；运动的人，短时间
看来似乎与不运动的人差别不
大，但日积月累之后就会有惊
人的变化。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
健康的另一个来源，我们不用
照搬中医医书里面的养生知识，
却要为自己和家人纠正陋习：
远离烟酒、垃圾食材食品，重
视早餐，每餐不吃太饱，每天
多喝水，每周多食用杂粮与蔬
菜瓜果。关爱自己，关爱身边
的人。

愿岁月静好，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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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兴优贝 俞  燕

◎ 宁兴贸易集团  陈明亮

书籍和人生

中华文明瑰宝—《道德经》

◎ 宁兴贸易集团   张宁宁

观《历代经济变革
得失》有感

虽然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喜欢书籍，
喜欢徜徉在文字之中，体会另一个世界。

独自一人之时，放下一切纷扰，打开《寻
路中国》，透过彼得·海斯勒的眼睛，品味祖
国不同的风土人情，静看中国无处不在的政
治影响，那是一种旁观者清的感受，没有偏见，
只有眼中的存在和真实。读书，可以足不出户，
心游万里。

夜月静谧之时，翻开《明朝那些事儿》，
跟着当年明月，看明朝历史舞台上的一幕幕
风起云涌，明君降临、贤臣盛世、昏君无用、
奸佞横行……直到曲终人散，云淡风轻。读书，
可以延伸生命的长度，历经古今。

《道德经》，又称《老子五千文》，是
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
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道德经》的作者姓李，名耳，又名老
聃，人们尊称他为「老子」。据《史记》记
载，老子本是周朝管理王室藏书的史官，他
退隐西行，经过函谷关时，遇到了关令尹喜。
受关令尹喜的嘱托，老子「著书上下篇，言
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这就是《老子》五千
文。汉代《老子河上公章句》将《老子》分
为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名为《道经》，后
四十四章名为《德经》，《道德经》因此而得名。

《道德经》拥有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
系，其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军事、
管理、文学、美学、修身等方面，因此《道德经》
的思想具有跨越历史、跨越宗教、跨越文化
的永恒价值。

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哲学著作。论述修
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
旨归，文意深奥，包涵广博，被誉为万经之王。
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围绕「道」展开。老子认为，
道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和主宰，但「道」
是一种混沌的状态，看不见，摸不着，也无
法用语言来描述。「道」最重要的特点就是
自然无为，老子把「道」比作水，因为它像
水一样滋润万物，却又甘居下流，不与万物
争先；它如水一样柔弱，却又能使世界上最
坚不可摧的东西臣服；它如江海一样能包容
万物，因而能使百川归附，气象博大。

《道德经》包含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
善恶、美丑、长短、高下、前后、有无等都
是对立的统一，失去了一方，另一方也就不
能存在；事物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
化，《道德经》第五十八章中「祸兮福之所倚，

七彩人生 Colorful Life 七彩人生Colorful Life

春节期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我原
本正常的生活节奏，给我的日常出行带来了
极大不便利。习惯于逛街购物、打卡各类网
红店的我，整天只能闷在家中无聊地刷手机。
闲来无事的我在书架上翻到一本旧书，略微
翻看了几页，便点燃了我沉寂已久的阅读兴
趣。

这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书名为《历代经
济变革得失》，是我国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
的作品。吴晓波被誉为中国最好的财经作家，
著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腾讯传》
等广具影响力的财经书籍，著作两次入选《亚
洲周刊》年度最佳图书。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主要利用两个研
究工具（分析方法）对我国历代的经济变革
进行比较和分析，即从四大利益集团（中央
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层、有产阶层）博
弈法和四大基本制度（郡县制度、尊儒制度、
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法切入，沿着历
史的脉络，以经济制度的变革为核心主题，
对中国历史做了一次跨时空的平铺直叙。作
者在书中提出了两个结论：1. 最近三十多年
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
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
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
逻辑的危险。2. 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
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
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重
大关系。这本书希望以建设者的理性心态，
探研本国的历史轨迹及可能的前途，同时为
未来的中国经济变革提供一些基础性的判断。

通读全书，我既能感觉作者对于史料考
证花费了许多心思，又惊讶于作者的逻辑思
辨能力和深厚的学术功底。这本书虽然是借
史实来解决现在的问题，但书中没有明显给
出中国未来经济如何发展的答案，需要读者
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通过吸收书中带来的
启迪，去探寻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 宁兴海鑫  袁浩翔
◎ 象山宁兴润丰  费梦梦

读《人性的弱点》有感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读《苦难辉煌》有感

推荐理由：
《人性的弱点》是世界成功学第一书，戴尔·卡耐基成功学教育全

书之一！这不只是一本交到人们人际沟通处理压力的技巧的书籍，同
时也是卡耐基在通往成功道路上的一些感悟，以及他从他人成功后所
总结出的一些规律。

在与人相处时我们需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懂得换位思考，
我们才能理解他人，更是可以取得他人的认可与尊重，在马斯洛五层
需求层次理论中，“尊重需要”在第四层次，可见人类天性中对于尊
重追求与重视。同时我们都应当学会宽容，面对他人的过失要存有一
颗包容的心，就如卡耐基所说“批评不但不会改变事实，反而会招致
愤恨”，而在他人取得成功时，更应给予最真诚的赞赏，永远不要忽
视语言带来的力量，也许这句赞赏就是他人成功路上的基石。

在如今这个人情社会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我们的工作与生
活都有益处，常言道“众人拾材火焰高”，“团结就是力量”。

除了与人交际，我们也需要学会与自己交谈，因为生活中的压力
无处不在，而这时我们需要放松，需要引导自己，不能把自己困在压
力之中，适当的压力可以当做动力，但是过多的压力反而只能事倍功半，
所以我们需要时常与自己交谈，反省自身，同时学会快乐生活，不要
让生活中的不开心占据我们的生活。

< 如果你想从本书中获益就必须具备一项不可或缺的条件，否则
再多的方法也帮不了你的忙。这个神奇的条件就是：迫切改变自己和
学习的意愿。一旦你具备此条件，不需要其他建议，就能从本书中获
最大利益，并享受快乐的人生。>  ———戴尔·卡耐基

推荐理由：
什么是数据？什么是信息？什么是知识？什么是“低水平勤奋”？
这是作者在这本书的前期所抛出的一个问题。在如今信息泛滥的时代，

你是不是每天看微博、看公众号、看知乎却怎么也看不完？你是不是收藏
或者摘录了很多的“知识”却永远封存在了那里？作者说，那是因为你没
有掌握如何管理和认知知识；那是因为你没有掌握临界知识的底层思维和
方法。

作者通过知识的认知、掌握临界知识的核心、变现知识三个阶段，再
通过各类案例，最终告诉我们让知识变成资产，让学习成为财富积累的过程。
知识无穷无尽，唯有掌握了这个世界运行的底层规律才能让自己跳出“低
水平勤奋”。

推荐理由：
近期捧读《苦难辉煌》这部长篇报告文学，让我的思绪透过字

里行间，穿越时光回到那战火纷飞、血雨腥风的年代。这本书让我
们从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进一步了解党史，是第一本把中共早期
历史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解读的图书，也是第一本可以作为大散文欣
赏的历史图书。

该书视角广阔、思路新颖，立意高远，运用了许多鲜为人知的
史料资料，在许多重大事件上做了独特的解读和分析，客观有力地
解释了历史事件发生和演变的原因，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苦
难中创造辉煌的不平凡历程。该书没有把笔墨局限在中国共产党自
身的范围内，而是从国际大环境切入，高度关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
国际走势，尤其是抓住影响中国革命走向的共产国际、苏维埃俄国、
日本军阀、欧美国家等国际因素，展示和分析其对于中国革命和中
国共产党的影响，进一步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对坚定正确的理想信
念具有积极意义。书中还描绘了众多我们敬仰和熟知的大人物，如：
毛泽东、陈毅、彭德怀、蒋介石等，同时也描写了众多迄今仍默默
无闻的英雄。正是这些人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甘愿吃
苦，宁愿战死也不愿掉队离队，方才成就了我们和平的今天。

不是每个人，都能以短暂的生命辉映漫长的历史。虽然我出生
在新中国，无法真正感受到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的赤诚，也无
法真切地体会到解放前后新旧中国的鲜明对比，但这丝毫不会影响
我学习党的先进性，实践党的先进性。忆苦思甜，居安思危，此书
值得一阅。

书名：人性的弱点
作者：戴尔·卡耐基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书名：《好好学习》
副标题：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
作者：成甲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书名：《苦难辉煌》
作者：金一南
出版社：华艺出版社

心无杂念之时，打开《苏菲的世界》，
跟着哲学导师为苏菲设立的课程，温故苏格
拉底、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哲学大师的思
想精髓，用一颗充满好奇的心去审视人生、
品味生命。读书，可以使生命从混沌走向智慧、
由困惑渐入佳境。

夜深人静之时，读霍达的《穆斯林的葬
礼》，知悉穆斯林的风俗习惯和回回（伊斯
兰教徒）之间的淳朴友爱。为主人公哭而哭、
笑而笑，感受他们的幸与不幸，体会他们如
玉般纯真的凄美爱情。读书，可以丰富人生，
虽未亲身经历，却已感同身受。

工作懈怠之时，品读《致加西亚的信》，
跟随罗文穿梭在古巴的丛林中，找寻不知身
在何处的加西亚将军。罗文的身上带着的不
仅仅是一封信，更多的是忠诚、敬业、勤奋、
承诺、服从和荣誉。读书，就像照一面镜子，
看到自己的不足；也像一记警钟，敲醒自己
沉沦的心。

时间如水流逝，回顾岁月无痕，书籍帮
助我们拓展人生的宽度。

人生大多平平淡淡，少有波澜起伏，书
籍帮助丰富生命，保持向上的心。

人之一生，无因无果，精彩也一生，平
白也一生，书籍帮助分享别人的人生，精彩
自己的生命。

福兮祸之所伏」，讲的就是矛盾存在与相互
转化的规律。

老子的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反映论。他的
认识论重视经验，也重视理性思考。 老子的
人生观和宇宙观是一致的，即“天人合一”。

《道德经》还包含着很多修身的准则，
例如淡泊名利，重视生命。《道德经》第
四十四章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
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答案很明确，那就是生命是第一位的。

《道德经》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
是全世界的文化财富。从 16 世纪开始，《道
德经》就被翻译成法文、德文、英文、日文等，
到目前为止，可查到的各种外文版的《道德
经》已有一千多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
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除了《圣经》外就是《道德经》。

今天，世界文化交流日趋一体化，科技
和物质发展迅猛，价值观多元化，社会竞争
日渐激烈，我们能够重新阅读《道德经》，
显得更有现实的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
们在享受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快乐时，不得不
忍受快乐背后的负面痛苦。人与自然的矛盾
日渐激发严重；人与社会的矛盾与日俱增。《道
德经》在某种程度上，能帮助我们解决面临
的各种难题，克服人类的身心痼疾。它的普
世价值思想和智慧，能为迷茫的我们提供借
鉴。时下，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学习老子的热潮，
老子的《道德经》也因此而风靡全球。据调查：
在德国，几乎每个家庭都备有一本德文版《道
德经》；在日本，《道德经》成为企业管理
者的案头藏书，用以指导自己企业的经营和
管理。

◎ 宁兴特钢集团  何  雄

让知识变成资产

《宁兴人》第 17期 《宁兴人》第 17期

好书
推荐

 ——读《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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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兴金海  吴  莹

 2020 的春节因为新型冠状肺炎，成为
国人永久的记忆。面对疫情，配合钟院士提
出的“抵抗传染病，不走动，不拜年，各自
居家隔离”的口号。以往的聚会聚餐，逛街
看电影，国内外旅行这些固定项目都无法进
行。宅在家中，努力让无聊的生活，变得有趣，
消磨时光的好办法——烘焙。当孩子撸起袖
子加入烘焙，家里的笑声更多了，从对工具

香香味道 
小小成就

◎ 象山元润分公司  章丹丹

疫情只会让我们更加热爱生活，而食物总能让人身心愉
悦 ---- 说说我最近的新宠：蛋黄酥。

有人说：马卡龙象征着爱情，提拉米苏寓意着“带我走”，
而蛋黄酥则象征的是“特别的人”。因此它看起来平平无奇，
制作过程却需要更多耐心与爱心。

首先是搓出水油皮面团，这个环节是最体现“功力”的：
将猪油、糖粉、中筋面粉、水按照配方倒入盆里，拌均匀，用
手和成面团状，把面团倒在案板上，用双手搓开、揉匀，一直
揉到面团具有很好的延展性 ---- 可以拉出一片薄膜状。这时稍
做停歇，把面团包上保鲜膜，松弛半小时。

接下来制作油酥面团：小盆内放入猪油，倒入筛过的低筋
面粉，用手抓捏至油和粉类充分融合在一起，用手按压，直到
和成一块均匀的面团，就是油酥面团了。把油酥面团也包上保
鲜膜，松弛半小时。

半小时后，擀制酥皮：把水油皮面团和油酥面团分割均匀，
取一片水油皮面团用手掌按成中间略厚、边缘稍薄的饼皮。中
间放上一个油酥面团，整成圆球状，将包好的面团，盖上保鲜膜，
松弛 15 分钟。然后取一个面团，用擀面棍将面团擀成椭圆形。
由上至下将面团卷起，卷好后成圆柱状，依次将所有面团擀卷后，
盖上保鲜膜松弛 15 分钟。

接下来制做馅料：咸蛋黄刷白酒中，再放置在烤盘上，用
烤箱 180 度烤 5 分钟。称出 25 克 1 份的红豆沙滚成圆球形，
包入咸蛋黄，备用。

蛋黄酥 - 给那个特别的你

开包：取一个松弛好的面团，擀成中间略厚、边缘稍薄的
圆形饼皮。放入一颗豆沙馅，用虎口收口法收拢，将蛋黄酥收
口朝下，放置在烤盘上。

进烤箱：表面刷上薄薄的蛋黄液，在蛋黄酥的顶部洒上黑
芝麻。烤箱以 180 度预热，180 度上下火，烘烤 25 分钟，直至
表面变为金黄色即可。

蛋黄酥，送给最特别的宁兴人，希望宁兴甜甜蜜蜜，团团
圆圆，红红火火。

◎ 宁兴恒骐  缪琳雅
自制吐司

1、150ml 牛奶 +1 个鸡蛋 +35g 白砂糖 + 奶粉 20g+3g 盐 +3.5g 酵
母 +250g 高筋粉

（高筋粉吸水性不同，如果揉面过程中太湿，适当再加粉）放入厨
师机 / 面包机揉面；

2、轻度起筋，加入软化的 25g 黄油，继续揉至出膜；
3、面团包圆，盆盖保鲜膜，温暖环境下醒发 30 分钟；
4、分三等分，分别擀牛舌状卷起，松弛 5 分钟；
5、再次分别擀牛舌状卷起，放入土司模具盒里面，发酵至模具盒

的 8 分满，加盖子。烤箱上下 170℃，30 分钟（如果黑色高糖模具，20
分钟就够了）。

白土司制作过程 巧克力面包制作过程

1、320ml 牛奶 +2 个鸡蛋（约 80g 就够，留一点刷小餐包蛋液用）
+70g 白砂糖 +40g 奶粉 +40g 可可粉 +6g 盐 +7g 酵母 +500g 高筋粉，放
入厨师机 / 面包机揉面；

2、轻度起筋，加入软化的 25g 黄油；
3、第一次发酵前，揉入 80g 耐高温巧克力豆，后面操作同普通土

司做法。
以上，两个土司盒的量。

◎ 宁兴一车一品  卢勤成

◎ 宁兴优贝  刘  俊

烘焙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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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
烘焙

的了解运用，到各种粉类的熟悉，每种材料
的配比，手里的面团更可以让天马行空的想
象，一一呈现，肆意创作，无限可能。当半
成品放入烤箱时，香香的味道，弥漫家里的
各个角落。成品出炉的时候，总有小小的成
就感，享受与家人团聚的宁馨和静谧。生活
如诗，愿疫情早日结束，平安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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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新词一起学
The special year of 2020 has spawned a series of "newness" to promote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uch as new formats, new 
models, new occupations and all-inclusive new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mastering these "newness" not only help us to work better, but also help 
update our life patterns and keep pace with the New Era.

特殊的 2020 年催生了一系列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如新业态、新模式、新职业以及包罗万象的新词汇，
学习和掌握好这些“新”，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投入工作，
而且可以更新生活模式，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New Formats，New Models，New Professions   

新业态、新模式、新职业 

Online Education 融合化在线教育
Online Health Services 互联网医疗
Telecommuting 线上办公
Digital Governance 数字化治理
Industrial Platform Development Ecology 产业平台化发展生态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Enterprises 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
Virtual Industrial Parks And Clusters“虚拟”产业园和产业集群

New Formats，New Models

编者按

Share

个新业态，新模式

Blockchain Technicians 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
Urban Management Grid Member 城市管理网格员
Online Marketers 互联网营销师
Information Security Testers 信息安全测试员
Blockchain Application Operator 区块链应用操作员
Online Learning Consultants 在线学习服务师
Community Health Assistants 社区健康助理员
Old People's Ability Appraiser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Additive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Operator 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

New Professions  
个新职业9

15

Livestreaming Salesperson 直播销售员
Internet Information Auditor 互联网信息审核员
Small and Micro Loan Officer 小微信贷员
Labor Dispatch Administrator 劳务派遣管理员
Painter of Clay Tablets 泥板画创作员

New Job Categories  
大新工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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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NTY-TWENTY has a landmark ring to the history, for 
the first time in 60 years this year coincides with a year 
of the rat, the start of the 12-year cycle in the Chinese 
zodiac, itself will not be short of drama, dozens new 
highlights gave a sense of what lies ahead, such as the 
start of a new year prompts bigger-than-usual thoughts 
about the future, the whole year's experience implied 
unprecedented historical changes, etc. May we all have 
the courage to accept and embrace "newness" and step 
into the New Era shoulder to shoulder together. 

Humanless Economy 基于新技术的“无人经济”
Self-Employment 培育新个体
Innovation of Side Businesses 微经济
Conduct Multi-Site Practices 多点执业 
Sharing Life 共享生活
Sharing Production 共享生产
Sharing of Means of Production 生产资料共享
Circulation of Data Elements 数据要素流通

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unveiled a smart manufacturing and digital 
solutions factory on 17th Set. in Hangzhou. The Xunxi Digital Factory offer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 digitalized end-to-end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 that enables fully-customized and demand-driven production. 
Supported by Alibaba’s cloud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ies, the facility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Manufacturing 
concept introduced by its founder Jack Ma.
Data is the core of New manufacturing and harnessing data insights is 
key to capturing new opportunities in the shift in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personalized rather than mass-produced goods. This allows traditional 
manufacturers to improve profitability and reduce inventory levels while still 
being able to meet the personalization needs. Powered by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real-time resourcing, process and cost planning, automated in-
house logistics and Xunxi's manufacturing operating system, the factory is 
able to produce small-batch orders at reasonable costs and with shorter 
delivery times.

2020 年 9 月 17 号，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在杭州揭开了其为新制
造概念打造的的智能工厂——迅犀。迅犀智能工厂专为中小企业提
供端到端需求驱动的高度定制化智能制造供应链服务。由阿里云计
算基础设施和物联网技术的共同赋能下，迅犀智造作为马云“五新”
概念中新制造的代表登场。

新制造的核心是大数据，为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
利用大数据赋能制造业是抓住机遇的关键。传统制造业可借这方面
的优势，提升供应链的适应能力，使其更好的满足客户的定制化需求。
另一方面，在各种新技术的加持下，例如实时采购、成本和流程管
理以及自动化物流，智能生产系统等等，迅犀可以以更合理的价格
和更短的交货期完成订单。

New Manufacturing 

“新制造”
◎ 宁兴恒骐  刘洋洋

This year, due to the epidemic, the Canton Fair has changed from offline 
to online, and everyone is also exploring this new marketing model. In fact, 
even earlier, online marketing has quietly become popular. Li Jiaqi, Viya 
and others have become the leading anchors of this emerging industry and 
have repeatedly created sales miracles. This emerging profession is the 
"Online Marketer".
Online Marketer refers to the person who uses the interactivit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Internet to conduct multi-platform marketing and promotion 
of enterprise products on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platform. The profession 
of "Online marketer" has added the job type of "live salesman". The main 
tasks of Online marketers include setting up digital marketing scenarios, 
multi-platform marketing and promotion of products through live broadcasts 
or short videos, promoting the conversion rate of products from attention to 
purchase, etc.

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广交会由线下转为线上，大家也在这全新
的营销模式中摸索。其实，在更早之前，线上营销就已经悄然走红，
李佳琦、薇娅等人更是成为这个新兴行业的头部主播，屡屡创下销
售奇迹。这个新兴的职业，就是“互联网营销师”。

互联网营销师是指在数字化信息平台上，运用网络的交互性与
传播公信力，对企业产品进行多平台营销推广的人员，“互联网营
销师”职业下又增设了“直播销售员”的工种。互联网营销师主要
工作任务包括搭建数字化营销场景，通过直播或短视频等形式对产
品进行多平台营销推广，促进产品从关注到购买的转化率等。

Online Marketer 

互联网营销师
◎ 宁兴贸易集团  毛佳蕾

“E-commerce Livestreaming”, the most popular and influencing word in 
2020, is a brand new form of Chinese new retailing that selling goods 
online through the popularity and influences of various people such as 
internet celebrities, movie stars or even ordinary people. Partially due 
to the social quarantine from Covid-19, “livestreaming” has taken over 
the e-commerce airwaves, fusing stay-at-home economy with live video, 
content marketing, influencer marketing and entertainment value.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TV industry, “livestreaming” provides stronger 
interaction and affinity, in which, consumers can directly communicate and 
even bargain with anchors. Moreover, “E-commerce Livestreaming” can 
often achieve the lowest price of the whole network because it bypasses 
the traditional intermediary channels such as dealers, and directly realizes 
the docking of goods and consumers. 

“电商直播”是 2020 年最受欢迎、最具影响力的词汇，是中
国通过网红、电影明星甚至普通人等各种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
网上销售商品的一种全新的新零售形式。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受
新冠病毒疫情的社会隔离，“直播”已经占领了电子商务领域，
将家庭经济与直播视频、内容营销、影响者营销和娱乐价值融合
在一起。

与传统电视行业相比，“直播”具有更强的互动性和亲和力，
消费者可以直接与主播沟通，甚至讨价还价。此外，“电商直播”
绕过了经销商等传统中介渠道，直接实现了商品与消费者的对接，
往往可以实现全网最低的价格。

E-commerce Livestreaming 

电商直播
◎ 宁兴海鑫  裘薪禾

◎ 宁兴控股总裁办公室  蒋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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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pidemic situation, the oper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all walks of life were facing many challenges and 
pressures. However, during such a special period, Ningshing staffs and 
their foeign cutomers greeted and encouraged each other through SMS, 
Emails and other forms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which showed the warth 
as the sun  and the love of brotherhood.

疫情大背景下，各行各业的经营与合作都面临着诸多考
验与压力。然而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宁兴人和外国客户通
过短信、邮件等在线形式互相问候和鼓励，情牵一线，温暖
如煦。

通力合作  共盼春来
《宁兴人》第 17期 《宁兴人》第 17期

 ——疫情下中外客户问候往来

Hi Josef,
Masks have been received. 
One behalf of our compan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hat 
you have done. Welcome to 
visit us again after the epidemic 
situation is relieved.

In the early days, we were hit by 
the epidemic. Foreign masks and 
materials assisted us. We are 
deeply grateful for this.

Hello Seraphina,
Yes super quite here. We have been taking forced 
leave as our customers aren’t buying the product we 
produce.
We are off again for another 2 weeks.
We barely have enough work to work a minimum hour 
week. Hope it picks up in August.
The virus is on the rise again in our state so the 
government don’t want to lift restrictions again.
Regards

Dear Bonnie

How is everything with you in our turbulence period at the moment ? 
Hope all of your families and you are healthy and safe.

It’s a strange situation we all face at the moment. Anyway still we need 
to create new GOOD styles for Autumn 2021 where we hope to be on 
right track again.

I have some focus points in future where we can growth together and be 
strong together. I will come back to you for this.

For the trend overviews you got from the designers I hope you find them 
inspired and are you working on offer samples from this ?

All the best from here and talk to you.

ANJA DREST NIELSEN
ONLY PLAY   /   PRODUCT & DESIGN MANAGER

口罩已经收到。代表我们
公司，非常感谢您所做的一
切。疫情缓解后，欢迎再次访
问我司。

初期的我们遭受疫情袭击，
国外的口罩物资援助了我们，对
此作出深刻的感谢。

是的，目前我们的生意很淡。 由于客户没有产
品需求，我们一直在被迫休假，下周我们又要休息
两个星期。

我们几乎没有满足一周一小时的工作时间。希
望这种情况能在八月好转。

病毒在我们的州再次呈上升趋势，因此政府不
想再次取消限制。

毫无疑问，这是艰难的时刻。

亲爱的波尼：
在目前动荡的时期你一切都好吗？希望你与你全家人健康、安

全。
此刻，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奇怪的情况。无论如何，我们仍然需

要为 2021 年秋季创造新的好的风格，我们希望能再次走上正轨。
我有一些未来的重点，我们可以一起成长，一起变得强大。我会再
次与你探讨这些。

对于你从设计师那里得到的趋势概述，我希望你能发现他们的
灵感，你是否正在努力提供这方面的样本？

祝你一切顺利。

                                   安雅  ONLY PLAY  
                                   品牌经理兼设计经理

Dear Taylor, 
i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that not only our country 
but the whole Europe deal with the serious problem 
with the Covid-19 decease. All main companies 
are closed and government closed the borders, 
asked people to stay at their homes and avoid 
contacts with other peoplel...but we try to work from 
homes… Im not sure for how long it will last but i 
hope we can work like this… it won’t be a “proper” 
contact but i hope we can deal with this and i just 
ask you for a little patience :-) 

Thank you and best regards
Alena

Dear ***,
How are you and your family?
Hopes everything is going well with all of you !

It seems the Corona virus spread seriously all over the world. 
The outbreak is much worse than we thought. Pls take good 
care of you and your family.

If anything needs my assistance, just feel free to let me know.
By the way, can you buy the masks from drugstores?
If you need, I will try to send you some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Corona virus is a specially hard time for all of us, let's pull 
through the hard times together.
Sincerely hope everything becomes well soon.

Best regards

Gregory

泰勒，你好。
不仅是捷克，整个欧洲疫情情况都非常严重。

目前所有公司都暂时关闭了，政府关闭了边境，
要求人们呆在家里，避免与其他人接触……但是
我们试着在家里工作，暂时还不确定这个情况要
持续多久，我会尽快处理订单信息发给你们，请
你们耐心等待。

谢谢，并致以诚挚的问候
                                                         阿莱娜

你和你的家人好吗 ?
希望大家一切顺利 !
看来冠状病毒在全世界传播得很严重 , 疫情比我们想象

的严重得多。请照顾好你和你的家人。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告诉我。
顺便问一下，你能买到口罩吗 ?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会试着寄一些给你。
冠状病毒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艰难的时刻，让我们一

起度过难关。
我真诚地希望一切都会很快好起来。

祝好
                                       格里高利

“Hi Ubay team, hope you are safe and 
well during pandemic time. 2020 is a 
challenging and uncertain year, hope this 
will change soon in next year and we look 
forward to meet you guys in Australia. 
Stay safe and all the best!”

“Hi，优贝的小伙伴们，希望大
家在疫情期间安然无恙。2020 年是一
个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一年，希望
明年情况能够尽快改变，我们期待着
在澳大利亚与你们见面。祝保持健康，
一切顺利！”

“河海无别 波澜共挽”

“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风雨同舟共济 , 沧海一路同行”

——优贝在疫情期间赠送口罩祝福语

In the later period, overseas 
countries were hit hard by the 
epidemic, so ask us for help, and 
we will do our best to help

后期境外受到疫情重创，向
我们求助，我们亦会鼎力相扶。

“유베이 여러분 , 안녕하세요 ! 코로나가 지속됨

에 따라 매일 힘든 하루를 보내고 있을거라 생

각됩니다 . 하지만 쓰러지지 않고 버텨낸다면 이 

어려움을 충분히 극복할 수 있을것이라 믿습니

다 . 유베이의 여러분 모두 항상 건강 잘 챙기시

고 꿋꿋이 이 어려운 상황을 헤쳐나갔으면 좋겠

습니다 . 언젠가 중국에서 다시 만나기를 기대합

니다 !!” 

“优贝的朋友们！大家好。疫情在不停
地折磨大家，也在度过非常艰难的每天。但
我相信如果大家一起坚持下去的话，能够摆
脱这场难关。所以希望优贝的朋友们身体保
重，继续坚持下去。望着下次在中国再会！”

Dear Young! 

As you have offered my your help several times, I come back 
on your kind offer. 
Indeed, I would love you to send me some more masks. 
To be honest, they are not for myself, but for my sister in law. 
She is working in the hospital, but she has only 1 face mask 
per day, which is not enough and quite risky! 
How much do you pay these masks? 
How many could I "order" you? 
Do you think that you could manage to send me a 50 pc? 
On my side, I should check what is the maximum pieces 
that can be sent without troubles and without being hold by 
customs. 
Or maybe you know the answer better than me? Do you have 
any info on the number of masks that you can send me? 

Kind regards, Cornelia 

杨，你好。
你之前已经帮我很多次了，非常感谢你的好意。
事实上，这次我还是需要寻求你的帮助，希望你能再

给我寄些口罩。
这些口罩不是给我自己的，而是给我嫂子的。她在医

院工作，但她每天只有一个口罩。这远远不够，而且相当
危险！

你买这些口罩花了多少钱？我能向你“订购”多少只？
你能给我寄 50 只吗？

另外，我这边会确认一下在没有海关扣押的情况下，
一次最多可以寄多少口罩。或者你能帮我确认一次可以寄
多少个吗？

顺祝安琪
                                                                                       科妮莉亚

法国客户致宁兴贸易集团

捷克客户致宁兴特钢集团

澳大利亚客户致宁兴特钢集团

捷克客户致宁兴恒骐

法国客户致宁兴恒骐

澳大利亚 Dermal Therapy
品牌方致宁兴优贝

韩国三养食品株式会社致宁兴优贝

丹麦客户致宁兴贸易集团

“優貝の皆さん、皆さんの無

事を願い、私たちは協力して、

一緒にコロナウェイルスを対

抗しましょう .”

“优贝的各位朋友们，希望大
家一切都好，让我们一起携手抗击
疫情。” 

日本 Seiban 品牌方致宁兴优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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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多米尼加
DJM 胶鞋生产

基地

宁兴特钢
圆盘锯铣机床

生产基地

宁兴涌优
奶牛发酵饲料

生产基地

宁兴户外遮阳
生产基地

宁兴服装研发
设计生产基地

宁兴特钢精密
制造生产基地

宁兴船舶
修造基地

近年来，宁兴控股各经营板块在创新规划引领下，深化专业化发展，强化贸工研一体化建设，

已建成胶鞋、服装、户外遮阳、圆盘锯铣机床、精密模具制造、发酵饲料、船舶修造七大专业化生

产基地。2020 年宁兴摄影小组组织专题摄影活动，走进宁兴七大生产基地，用镜头从多个角度记

录生动鲜活的工作场景，有辛勤劳作的一线工人，有认真严谨的技术工程师，有井然有序的生产车

间，有改造升级的机器设备……专注聚焦，品质经营，让我们共同欣赏来自宁兴七大生产基地的精

彩画面！

宁兴
之七大生产基地说图

贸 工 研 一 体 化 建 设 的 积 极 实 践

宁兴多米尼加 DJM 胶鞋生产基地

（宁兴摄影小组：黄亚珥、赵  炳、余静峰、王小金、王一博、崔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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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特钢圆盘锯铣机床生产基地

宁兴特钢精密制造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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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户外遮阳生产基地

宁兴服装研发设计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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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船舶修造基地

宁兴涌优奶牛发酵饲料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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