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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控股继续入选 2017 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

宁兴控股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意大利公司举行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市金融办党组书记倪伟一行到访宁兴控股

宁兴控股召开 2017 年半年度经营工作会议

新光集团周晓光董事长一行到访宁兴控股

宁兴贸易集团荣获“中国质量诚信企业”荣誉称号

宁兴控股召开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党委中心组（扩大）会议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于 2017 年 8 月公布

2017 年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榜单，宁波宁兴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继续入围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并被评为“2017 浙江

省服务业百强企业”、“2017 宁波市百强企业”。

同时，宁兴控股下属宁兴贸易集团、宁兴特钢集团、宁

兴优贝、宁兴恒骐一并入选“2017 宁波市服务业百强企业”，

宁兴特钢集团、宁兴优贝、宁兴液化被评为“2017宁波·竞争力”

百强企业。宁兴云公司的《外贸综合服务模式创新管理》、宁

兴优贝公司的《立足供应链生态圈 打造跨境电商管理新模式》

分别荣获 2017 宁波市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三等

奖。宁兴控股副总裁、宁兴贸易集团总经理、宁兴特钢集团董

事长黄永增荣获“第十六届宁波市优秀企业家”荣誉称号。

宁兴控股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意大利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在宁兴控股总部举行，双方以跨境电子

商务为重点，携手启动深度战略合作。时任宁波市人民政府副秘

书长张延先生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

签约仪式由宁兴控股副董事长高屏女士主持。宁兴控股董事

长吴以刚先生、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运营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古琎女

士分别致词。吴以刚董事长指出，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意大利公

司的战略合作，将依托双方资源和优势，在跨境进出口市场、跨境业务海外仓、供应链等领域开展多方面合作，为推进外贸转型升级、

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做出积极努力。古琎女士在发言中感谢宁兴控股提供良好平台，感谢宁波市政府给予大力支持，认为双方

可以进一步深化合作领域，拓展合作成效。 

宁波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夏群女士致辞，张延副秘书长代表宁波市政府向合作签约双方表示祝贺。最后，宁兴控股副总裁、

宁兴贸易集团总经理黄永增先生和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意大利公司总经理朱震敏先生代表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2017 年 9 月 14 日，市金融办党组书记倪

伟一行到访宁兴控股，就我司副董事长高屏在

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交的《关于改善中

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建议》进行上门

面商答复。倪伟书记充分肯定了该建议的可行

性、全面性和专业性，在会同政府相关部门进

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该议案的答复

意见和下步工作计划。高屏副董事长指出，市

政府及有关部门在积极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环

境方面所做的努力值得肯定，同时希望政府有

关部门及银行能够深入了解中小微企业的深层

次需求，精准解决融资瓶颈问题。双方共同探

讨在适当时间以适当形式加强银行、股交所等

机构与中小企业的融资对接。

陪同倪伟书记到访的还有宁波市金融办合

作服务处副处长邵萍萍、宁波市海曙区发改局

副局长欧益民等。

2017 年 7 月 20 日，宁兴控股在宁波钱湖宾馆召开半年

度经营工作会议。来自宁兴控股各子公司及总部经营管理层、

相关部门负责人等 50 人参加会议。与会各公司交流汇报上半

年运营情况，提出下半年工作举措。总部财务审计部就上半年

公司财务情况分析做了专题发言，风险管理部就合规经营、库

存及应收款风险控制以及风险动态管理等提出要求。

吴以刚董事长做半年度工作报告，简要总结了上半年运

营基本情况，提出了当前运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围绕全年

目标，提出下半年要坚定信心，焕发激情；狠抓市场开拓，坚

定不移推进创新升级，加强精细化管理，加强能力建设，加强

“奋斗者之歌”主题活动等六方面工作任务和要求，要求各公

司、部门要鼓足干劲，激发活力，形成合力，做强实力，全力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2017 年 9 月 30 日，

著名企业家新光集团周晓光

董事长及新光集团总裁虞江

波、新光互联、新光金控负

责人一行到访宁兴控股。宁

兴控股董事长吴以刚热情接

待了到访嘉宾。双方交流了

各自企业发展情况，畅谈了

对互联网 + 等有关产业的

看法，就今后的战略合作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并表示将在跨境电商等多领域

寻求共同发展机会。

宁兴控股副董事长高屏、宁兴控股副总裁黄永增、宁兴贸易集团副总经

理王伟民、宁兴优贝总经理施晨佳等参加座谈交流，并陪同参观了宁兴优贝

位于保税区的物流仓库等。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第三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中国质量诚信企业

表彰会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上午在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举行，会议表彰了

2016 年宁波地区共 38 家中国质量诚信企业并授牌。宁波宁兴贸易集团有限

公司荣获“中国质量诚信企业”称号，被授予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颁发

的荣誉牌匾。  

2017 年 10 月 30 日下午，宁兴控股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党委中心组

学习扩大会议，并对各公司、各级党组织学习宣贯落实作出安排部署。宁兴控股党

委书记、副董事长高屏主持会议，并全面导读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全体与会人员围

绕十九大报告，结合公司发展及自身工作实际，畅谈学习体会。高屏书记就公司各

级党组织学习宣传贯彻好十九大精神提出了六点要求，即要认真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学习，深刻领会十九大精神；打铁必须自身硬，

加强班子自身建设；抓住新时代、新发展的战略机遇，加强企业发展的战略研究；强化创新意识；用中国梦、宁兴梦凝聚力量加

强企业文化和团队的建设；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员先进性转化为企业发展红利。

吴以刚董事长分享交流了自己的学习体会，指出党的十九大是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里程碑式的历史意

义，十九大报告是我党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他要求公司各级经营者和全体党员干部认

真学习领会十九大报告，重点把握好九个深刻领会，并结合企业发展实际，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公司创新发展的动力。最后结

合十九大报告精神，吴以刚董事长对年内最后阶段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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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连锁经

营协会主办的第 19

届中国零售业博览

会 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 在 重 庆 国 际

博 览 中 心 举 办。 宁

兴优贝携手日本大

河实业带多个日本

畅销商品以日本馆

形式参展，将双方合作引进的多个日本畅销商品出展亮

相，包括首次在中国大陆正式发布的 Calbee 卡乐比麦片，

Jagabee 薯条三兄弟、日本超人气 MIKIHOUSE 童装以

及羽田机场人气热销食品等。展会还邀请了日本零售大

王卡乐比 CEO 松本晃先生亲临展馆现场为新商品发布站

台，并在中国零售业大会上做主题演讲。日本羽田机场和

MIKIHOUSE 品牌方在展会现场做专题推荐。全国连锁协

会郭戈平会长等业内领导也到场参观。

此次参展向日本品牌方们展示了中国庞大的消费市

场，对接了国内商超的需求信息，为进一步拓展经销渠道、

将进口商品落地国内商超提供了良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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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宁兴恒力召开
圆盘锯铣机床新产品推介会

宁兴优贝携手日本大河实业
参展重庆 2017 中国零售业博览会

宁兴涌优被评为省级现代生态循环
农业“十百千”工程示范单位

苏州市党政代表团一行莅临宁兴涌优考察指导

宁兴丰田卡罗拉
入选警车目录

宁兴云、宁兴优贝获得企业管理
现代化创新成果奖

江苏宁兴天工举行
智能加工中心开工仪式

2017

年 7 月 23

日， 由 宁

兴 特 钢 集

团 合 作 投

资 的 江 苏

宁 兴 恒 力

智 能 设 备

有限公司在盐城隆重召开圆盘锯铣机床新产品推

介会。来自中国机床工具行业协会、钢铁研究院所、

各大钢厂、全国机械行业、钢板切割及深加工行业、

模具制造行业等 90 多位嘉宾出席本次会议。

江苏宁兴恒力经过四年研发攻关，成功开发

出国内首创的数控龙门钢板切割圆盘锯铣机床系

列产品并通过权威部门鉴定，填补了国内钢板圆

锯高效精准切割的空白，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推介会上，该产品受到与会嘉宾的高度认可和欢

迎，有多家客户代表签订了设备意向采购协议。

为加快推进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浙江省组织开展生态

循环农业示范创建活动，以点带面推动生态循环农业健康发展。

2017 年 9 月 27 日，经宁波市农业局推荐，宁兴涌优被认定为“省

级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十百千’工程示范单位”。

宁兴涌优拥有国内首创的 TMF 发酵饲料技术，是中国现有

TMR饲料技术的升级进化。公司充分发挥中外技术专家团队优势，

经联合攻关及多次试喂验证，已开发了 TMF 系列、TP 系列、粗

纤维发酵饲料等系列产品，最大化地利用秸秆、农副产品等本地

农作物资源，积极助推农作物综合利用的生态循环产业经济。

2017 年 9 月 7 日下午，苏州市委副书记朱民等党政代表团

一行，在宁波市委副书记陈奕君、慈溪市委副书记陈杰峰等有关

领导陪同下，莅临宁兴控股下属的宁波宁兴涌优饲料有限公司考

察指导。宁兴控股董事长吴以刚携宁兴涌优的经营班子陪同接待。

考察团一行领导参观了宁兴涌优的生产车间，详细听取了公

司经营发展以及 TMF 发酵饲料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等情况汇报，并着重了解了有关秸秆、农副产品等再利用方面的

进展情况。在场领导对宁兴涌优在绿色生态循环农业及发酵类饲

料开发所取得的成果表示高度肯定。 

警务车对车辆品质和

安全性有着严苛要求。丰

田卡罗拉凭借卓越的行驶

性能、世界顶级的燃油消耗水平、超低排放以及庄严简洁

外观成功荣选为中国公安部的警用装备采购目录。经过激

烈角逐，2017 年奉化宁兴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为

宁波市公安局奉化分局的警务车全链供应服务商。11 月 16

日，在奉化宁兴丰田 4S 店内，公司成功交付了首批 10 台

卡罗拉警务车，就此拉开双方警务车长期合作的帷幕。

宁兴云公司的《外贸综合服务模式创新管理》被评为“2017 年浙江

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三等奖”、“2017 年宁波市企业管理现代化创

新成果一等奖”。同时，宁兴优贝公司的《立足供应链生态圈 打造跨境电

商管理新模式》入选 2017 年宁波市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三等奖

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通过企业家协会、企业联合会以及相关行业

协会审核推荐，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予以评定，体现了管理现代化

水平和创新发展趋势，是省市企业管理创新示范引领的标杆。

2017 年 10 月 10 日，宁兴

特钢集团下属的江苏宁兴天工模

具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加工中心开

工仪式在江苏宁兴天工厂房内举

行。宁兴特钢集团董事长黄永增、总经理王文彤，天工国际董事长朱小坤

以及江苏宁兴天工、江苏宁兴恒力智能设备经营团队与特钢行业特邀客户

等领导和嘉宾参加了此次仪式。

开工仪式由宁兴特钢集团总经理王文彤主持，宁兴特钢集团董事长黄

永增和天工国际董事长朱小坤为开工仪式致词，并为圆盘锯铣机床开工揭

彩。江苏宁兴天工董事长阎剑彬为圆盘锯铣机床按下开机安钮。江苏宁兴

恒力智能设备董事长陈亚宁向现场的领导和嘉宾详细介绍了圆盘锯铣机床

的技术指标和性能。与会领导和嘉宾们还现场参观了圆盘锯铣机床的运行

过程及加工产品。通过现场观摩和交流，嘉宾们对圆盘锯铣机床及加工的

产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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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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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品牌优势 宁兴液化逆势求突破

2017 年，面对市场持续低迷、竞争激烈、安监环保趋

严等压力，宁兴液化发挥品牌优势，加强品种策略、服务

意识，加强专业化运作，强化安全经营，积极增量增收，

1-11 月份液化仓储吞吐量突破 30 万吨，预计全年同比增

长 70%，其中乙二醇占宁波区域到货总量 1/3。

17

18

12

宁兴优贝入选商务部 2017-2018 年度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为促进我国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充分发挥电子商务示范

企业的引领作用，中国商务部于 2017 年 5 月起开展电子商务示

范企业评选活动，并于 9 月 3 日发布评选公告，确定全国 238 家

企业为商务部 2017-2018 年度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宁兴控股下属

的宁波宁兴优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功上榜。

1410

浙江省省委书记车俊考察
巡视消博会宁兴云展位

宁兴贸易集团获得海关 AEO
高级认证

2017 年 6 月 8 日，第三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

第十九届中国浙江投资贸易洽谈

会、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日用消费

品博览会在宁波开幕。宁兴控股旗下的“宁兴云”和“宁兴恒骐”两大品

牌再次亮相消博会。6 月 8 日下午，省委书记车俊一行巡视中东欧综合馆、

国际日用消费品博览会现场时，考察了宁兴云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展位。车

书记详细听取了宁兴云平台服务内容及贸易模式等情况汇报，对宁兴云服

务平台的工作给予肯定，勉励要做优质量、做强品牌，进一步将宁兴云平

台做大做强。6 月 9 日上午，宁兴控股董事长吴以刚参观考察了展会，详

细询问了参展情况，对工作人员的精神面貌表示肯定，勉励要创新开拓，

不断进取，并对参展工作提出了指导要求。

 2018 年 1 月 3 日 , 宁兴控股所属的宁兴

贸易集团获得宁波海关颁发的 AEO 高级认证企

业证书，成为宁波市 AEO 高级认证企业，并与

宁波海关建立“关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成为

AEO 高级认证企业后，宁兴贸易集团将享受一系

列的海关优惠措施 , 包括较低的出口查验率、简

化单证审核、优先办理通关手续、提前办理验放

手续、由海关为企业设立协调员、AEO 互认国家

或地区海关提供通关便利等，同时也给进口商带

来实实在在的便捷和效益。

宁兴贸易集团取得

AEO 高级认证，是多年

来努力改善经营环境、

规范内部管理、强化各

环节标准及制度的结果，

为公司的国际贸易便利

化创造了优良条件，并

提升了外贸综合管理能

力、风险防范能力和国

际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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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海鑫全力拓展苜蓿饲料新业务 宁兴控股举行首批“导师带良徒”
结对签约仪式

宁兴控股举办
2017 年度
新员工入职培训

宁兴控股举办“跨境电商模式创新
与传统商贸企业转型思考”专题讲座

KINHIL 金海荣获“2017 中国
采暖散热器行业十大品牌”

宁兴恒骐春夏时装
发布会成为广交会
上的新风尚

众兴汽车入选宁波市公务车
维修定点单位名录

宁兴控股组织高温慰问
及文明安全经营检查

2017 年宁兴海鑫公司积极助力打造宁兴饲

料品牌，进一步扩大燕麦草销售，全年完成销售

3 万吨，同比增长 60%。在此基础上，宁兴海鑫

着力开拓苜蓿草

和 苜 蓿 颗 粒 业

务，与西班牙著

名牧草公司建立

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邀请西班牙

专家来甬举办各

类讲座和品鉴活

动，扩大对苜蓿

草产品的宣传和

推广，并为牧场

主和采购经理传

授苜蓿草的喂养方法和健康饲料理念，取得较好

反响，为新一年全面推开苜蓿草和颗粒业务奠定

基础。

为加强公司后备队伍建设，发挥骨干及专业人才“传帮带”作

用，助推青年员工成长成才，宁兴控股组织开展“导师带良徒”活动，

并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举行首批师徒结对签约仪式。控股公司总裁

室领导与结对师徒及各公司代表共 80 余人参加仪式。

结对签约仪式上，控股公司副总裁马骏宣读了聘任首批 18 位导师的决定，总裁室领导为首批导师们颁发导师证书。随后，

与会的师徒们签订了《师徒培养协议》。徒弟们向各自导师行拜师礼，导师向徒弟赠送了书籍和学习笔记本，师徒代表进行表态

发言。最后，控股公司董事长吴以刚，副董事长高屏分别讲话，强调要坚持长期推行“导师带徒”这种培养模式，要成为公司人

才培养的有效方式，成为宁兴文化建设的一大亮点。

宁 兴 控 股 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

在宁波天港禧悦酒

店举办新员工入职培训，来自各公司的 62 名新员工参加此次培训。培训会上，

宁兴控股吴以刚董事长寄语全体新员工，就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宁兴人提出

希望和要求；高屏副董事长作题为《宁兴的发展历程与企业文化》的报告。

总裁办就《员工手册》及公司管理制度等进行了讲解。童小建、张宇、何雄、

王颖、邵敏等 5 位优秀老员工代表分享了在宁兴的成长和体会；新员工们通

过书面测试、宁兴文化主题表演、知识竞答、才艺展示等进行了培训成果汇

报展示。孙健、王捷和陆金晶等代表新员工作了表态发言。全体新员工积极

参与，团结协助，展现了新宁兴人的活力和风采。

培训会后，控股公司向新员工推荐赠送了《自动自发》一书，鼓励大家

自动自发，发挥才干和优势，与企业同发展，共成长。

为加强公司管理层对跨境电商领域

的进一步认识，促进对传统商贸企业转型

升级的思考，宁兴控股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下午举办“中国跨境电商模式创新与传

统商贸企业转型思考”专题讲座。控股公

司及各公司经营班子成员、中层管理者共

120 余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邀请浙江工

商大学管理工程与电子商务学院副院长、

浙江现代商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肖亮教

授授课，从认识“互联网 +”和“一带一路”、

跨境进口电商典型模式与案例、跨境出口

电商典型模式与案例、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模式与案例等四个方面，详实地阐述了跨

境电商多种模式以及对传统商贸企业的转

型建议和思考。

由中国家居建材装饰协会主办“2017 中国

采暖散热器行业十大品牌”评选活动历时三个月，

于 2017 年 8 月揭晓榜单。该评选活动综合专业

评测、专家点评、网络评选等结果，经过多轮审

核精选出节能环保品质出众、质量服务优异的十

大品牌。宁兴金海的 KINHIL 品牌在众多参选品

牌中脱颖而出，被评为“2017 中国采暖散热器行

业工程推荐十大品牌”。

2017 年 10 月 31 日，

第 122 届广交会原创设计

时尚秀在 PDC 设计廊秀场

迎来了宁波宁兴恒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广交会首秀。宁波商务委员会对

外贸易促进处处长费建明出席活动并致辞。秀场上，宁兴恒骐展示了时装、

运动、休闲皮衣三大系列，精彩演绎了“简约风尚”-2018 春夏主题。本

次活动由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中国纺织产品

进出口商会、广交会产品设计与贸易促进中心、广东省商务厅、宁波市商

务委员会等共同组织。经过三天的时尚秀，宁兴恒骐获得本届广交会原创

设计时尚秀最佳合作品牌奖。

2017 年以来，众兴汽车精

心运作各维修点和保险理赔服务

中心，维修产值、进场客户数、

事故台次等同比都有提升。公司积极参加有关项目投标，于 2017 年 6 月

成为宁波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务车辆维修定点单位。

2017 年 7 月 26 日， 宁

兴控股副董事长、工会主席 高

屏一行 5 人到各子公司进行

高温慰问，并组织半年度文

明安全经营检查。慰问及检查小组先后走访了宁兴特钢集团、宁兴涌优、

宁兴液化、宁兴优贝物流、国机宁兴汽投、众兴汽车、宁兴贸易集团等公司。

高屏副董事长代表控股公司向在高温期间坚守岗位的宁兴员工表示深切慰

问和和感谢，并将藿香正气水、风油精、消暑饮品等慰问品送到员工手中。

文明安全经营检查中，检查小组对各公司生产设施设备、消防设施设

备、环境卫生及文明安全经营管理台账等进行重点抽查，并在现场逐一指

出存在的问题，要求进一步落实安全责任制，加强安全教育培训，重点加

强消防设备的定期检查和更新，切实做好隐患排查和整改，确保文明安全

经营。

19 24

宁兴控股举办经营风险
控制专题培训

26

27

2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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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017 年 8 月 30 日下午，

宁兴控股在宁波天宁大厦 3 楼

举办经营风险控制专题培训。

来自各公司、各部门业务等相

关人员近 60 人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由宁兴控股风险管理部应中雄总经理主

讲，就贸易环节中需注意的共性问题及采购业务中、销售业务中的常见问题和

注意事项等三个部分，详细讲述了合同订立、采购、销售业务中各个环节需把

控的风险点和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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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宁兴·你我同行”——宁兴控股举行慈善公益系列活动

为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宁兴控股于 2017 年 5 月启动开展“大爱宁兴·你

我同行”慈善公益系列活动，主要内容包括“慈善一日捐”、“无偿献血”、“爱

心汽车屋”、“慈善助学”、“志愿者活动”等，把公司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各项慈

善公益活动进行了整合与提升，并新增了无偿献血、牵手残障儿童等新的内容。 

“大爱宁兴·你我同行”慈善公益系列活动的启动暨“慈善一日捐”捐款仪式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在宁波天宁大厦举行。

控股总部及下属各公司近 90 多名员工代表参加了此次仪式。本次活动邀请了宁波市慈善总会副秘书长郭天放、市中心血站体采

科朱戴伊参加。郭天放副秘书长高度评价了宁兴控股此次慈善公益系列活动的重要意义，介绍了慈善捐款的用途以及慈心善行的

意义。市中心血站朱戴伊介绍了宁波市无偿献血的基本情况和意义以及献血注意事项等。宁兴控股志愿者代表宁兴恒骐总经理朱

伟栋、宁兴贸易集团青年志愿者蔡玲晓发言，分享了参与志愿者活动的经验和感悟。党委书记、副董事长高屏在讲话中指出，此

次活动是宁兴控股“回馈社会，实现共赢共享”理念的积极实践，希望全体宁兴人为推进宁波慈善事业积极努力，为建设宁兴控

股的美好明天做出更大贡献！ 

在宁兴控股董事长吴以刚的带领下，各公司、部门代表在现场踊跃捐款。本次“慈善一日捐”活动共募集善款近 10 万元。

28

宁兴控股牵手白峰小学 
共庆六一儿童节

宁兴控股向达敏学校
捐赠“慢节奏爱心洗车房”

2017 年 6 月 1 日，宁

兴控股团委组织团员青年

前往与公司结对的北仑白

峰小学，与全校师生共同

庆祝六一儿童节。宁兴控

股团委转达了宁兴控股党

委、公司总裁室对全校师

生的关心和祝福，赠送了

课外书籍等礼物，并与小

朋友一起参加演出，献上

了精心准备的精彩节目，

在欢声笑语中与孩子们共

度欢乐节日。

2017 年 9 月 27 日，作为

“大爱宁兴·你我同行”慈善

公益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宁兴控股向市达敏学校捐赠的“慢节奏

洗车房”揭牌仪式在达敏学校举行。宁波市慈善总会副会长项性平、副秘

书长蔡怀书、郭天放，宁兴控股党委书记、副董事长高屏以及宁兴控股 20

多名青年志愿者代表和达敏学校师生一起参加了仪式。达敏学校是宁波全

日制智障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宁兴控股资助“慢节奏爱心洗车房”，并将

通过所属众兴汽车公司业务所长，定期提供洗车指导和帮助，为这群特殊

的孩子们学会力所能及的生存技能出一份力，公司团员青年们将组织与达

敏孩子们的经常性互动关爱。

32

宁兴控股组织无偿献血活动，为生命加油

为弘扬“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人道主义精神，根据“大爱宁兴·你

我同行”慈善公益系列活动安排，宁兴控股于 2017 年 6 月 2 日组织无偿

献血公益活动。各公司员工表现出高度的参与热情，整场活动共有 50 多名

员工报名参加、有多次参加过无

偿献血活动的、有刚入职的新员

工、有 50 多岁的老宁兴人、有从

慈溪赶来、有刚好过一个特别的

生日……整个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共同构成”奉献爱心，收获快乐”

主旋律，展现了宁兴人传承奉献

精神、热心公益、奉献社会的良

好风貌。

29

30

为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107

周年，加强女员工职业心理健康建设，提

升良好的职场形象，宁兴控股于 2017 年 3 月 8 日在荪湖山庄举行“拥抱春天·绽放美丽”主题

沙龙活动，来自控股总部和各公司近 200 名女员工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特别邀请到宁波市第一

医院院长阮列敏女士和宁波美苑医学美容集团董事长马肖琳女士分别为女员工们做“职业女性

心理健康讲座”和“职场女性形象塑造和提升讲座及演示”，为大家带来健康与美丽的分享。

宁兴女员工们在和煦的春光里，在鲜花茶点的陪伴中，放松心情，增进感情，学习提升，共同

渡过了一个美好的节日。 

为倡导宁兴青年快乐阅读、提升修养、添彩青春，在控股

公司大力支持及团委精心安排下，宁兴控股“青春·悦读”主

题读书沙龙活动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下午在宁波十里红妆书店举行，公司 40 多名青年团员参加

活动。宁波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宁波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陈国强，十里红妆书店创始人李皓，

宁兴控股党委书记、副董事长高屏及有关子公司领导应邀参加活动。 

读书活动中，李皓老师现场朗读了《傅雷家书》，陈国强老师以“陈述”分享读书心得，

指导读书方法，把整个读书沙龙活动带入高潮。有关子公司领导和团员青年们交流了各自阅读

喜好，分享读书体会。高屏副董事长希望全体宁兴青年坚持多读书，读好书，做一个有温度、

有深度和有宽度的宁兴人。 活动最后，控股团委向大家推荐了 50 本经典书籍的书单，勉励青年

们继续保持读书的热情，一路与书香为伴。

宁兴控股开展“拥抱春天·绽放美丽”
妇女节主题沙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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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控股团委举办“青春·悦读”主题读书沙龙活动

34

宁兴控股开展“传承红军
精神，再谱奋斗新曲”
红色之旅活动

宁兴控股 2017 欢乐健身赛圆满结束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六周年，继承和发扬党的优

良传统，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奋斗为本，匠心坚守，创新进

取，宁兴控股党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于 2017 年 6 月 30 至 7

月 2 日开展为期 3 天的“传承红军精神，再谱奋斗新曲”大

别山红色之旅活动。宁兴控股董事长吴以刚，党委书记、副

董事长高屏与来自整个集团的党员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代表

近 180 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在金寨红军广场前，控股公司党委举行了主题党活动。

在高屏书记的领读下，公司全体新老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 本

次红色之旅还参观了金寨县红军纪念馆、刘邓大军指挥部旧

址等，并组织了党的知识竞赛，一路红歌嘹亮等活动，激发

了全体党员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激励宁兴党员坚定信念，做

实践党的宗旨的模范，做争创一流的模范，以实际行动做推

动宁兴控股持续稳健发展的生力军，为宁兴控股持续发展做

出新的贡献！

为深化宁兴文化建设，丰富员工业余生活，增强员工体质，

展示宁兴人奋发向上、激情活力的精神风貌，宁兴控股于 2017

年 11 月 18 日在宁波效实中学体艺馆举行“欢乐健身赛”。来

自集团各公司、部门 200 多名员工汇聚一堂，共同享受运动的

精彩和快乐。宁兴控股董事长吴以刚先生参加活动开幕式，副

董事长高屏女士致开幕词，并与副总裁黄永增先生一起为篮球

赛开球。

本次活动由男子三人制篮球赛和健美操比赛组成。经过激

烈的角逐，宁兴贸易集团篮球一队、宁兴贸易集团健美操队双

双摘得篮球赛和健美操赛桂冠，宁兴优贝篮球队、宁兴特钢集

团篮球队与宁兴特钢集团健美操队、宁兴优贝健美操队分别获

得篮球赛、健美操赛

的亚军和季军。宁兴

贸易集团、宁兴特钢

集团、宁兴优贝和国

机 宁 兴 汽 投 被 授 予

“优秀组织奖”。

35 36

2017 年 12 月 12 日，以“筑梦、助学、铸

人”为主题的宁兴控股捐赠白峰小学“宁兴奖育

奖学金”暨“宁兴楼”揭牌仪式在位于宁波市北

仑区的白峰小学隆重举行。宁兴控股党委书记、

副董事长高屏率公司 20 多位干部员工代表和学

校 800 多名师生共同参加仪式。宁波市北仑区教

育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明良，白峰街道党工委书

记陈冠俊以及白峰街道党工委委员傅雷飞等嘉宾

出席。  

师生们以一首原创的长篇诗歌朗诵《筑梦、

助学、铸人》抒发了对宁兴人的感恩与祝福。高

屏副董事长在致辞中指出，公司多年来心系学子，

全力资助教育事业，曾先后出资捐助宁兴上阳小

学（后并入白峰小学）累计 120 万元，与学校

20 多年情谊一直没有间断。今年新设立“宁兴

奖育奖学金”旨在激发教师们工作热情，激励孩

子们奋发向上 ! 北仑区教育局王明良书记、白峰

街道党工委陈冠俊书记等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宁

兴控股多年来对北仑区教育事业的支持和关怀！

活动现场，高屏副董事长向张维亚校长捐赠

了“宁兴奖育奖学金”，并与嘉宾及公司管理层

为首届“宁兴奖育奖学金”获奖师生们颁奖。随

后，领导们与

校长共同为“宁

兴楼”揭牌。“宁

兴楼”三字是

由宁兴控股董

事长吴以刚亲

笔题写。

筑梦、助学、铸人 --- 宁兴控股
捐赠北仑白峰小学“宁兴奖育奖学金”
暨“宁兴楼”揭牌仪式隆重举行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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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王文彤

宁兴贸易集团 水暖事业部

2017 年宁兴特钢集团积极推进实施转

型发展规划，调整结构，转变模式，经营

质量和经营业态得到较大提升；战略合作、

平台建设、精细化管理、企业文化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转型发展取得阶段性良好成

果。公司全年完成销售额 15.5 亿元，实现

利润 2100 万元，同比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创新意识强，敢闯敢拼，忠

诚奉献。2017 年，他带领特钢

团队积极推进实施特钢集团三年

发展规划，调整结构，创新模式，

深化战略合作，大力拓展市场，

强化内部管理，狠抓提质增效，

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和管理成

效，个人的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

实现新的提升。

这是一支朝气蓬勃、创新进取、骁勇善

战的队伍，他们不断开发提升的主攻产品，

深耕传统市场，狠抓新兴市场增量，积极打

造供应链体系，加快培养业务梯队，加强内

部团结协作。在困难和挑战面前，坚持以“质

量效益”为抓手，注重创利优势，连续 10 年

取得创利超过 1000 万的骄人业绩。

宁兴液化储运有限公司

2017 年，宁兴液化克服增量大、竞争

激烈等不利影响，始终重视和强化安全经

营，加强专业化运作，强化品牌优势，提

高服务质量，大力拓展业务，全年完成仓

储量 40 多万吨，创历史新高，在高强度超

负荷的压力下，实现高质量安全运营，效

益增长显著，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宁兴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他们是宁兴大家庭中忠诚拼

搏的先进模范，用不懈的努力，

为公司创造着价值和财富；他们

是各自工作岗位上的标杆，敬业

精业，创新进取，即便是最平凡

的一个岗位，也能够以最高的标

准，展现不凡的价值；他们是宁

兴创新发展道路上高高飘扬的旗

帜，卓越而充满激情，智慧且斗

志昂扬，创造出一个个振奋人心

的宁兴奇迹！他们是：

年度先进

先进集体

优秀员工

优秀经理人光荣榜

10

董   瑾  < 宁兴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水暖事业部业务员 >

许光杰  < 宁兴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胶鞋专业部副经理 >

葛良宏  < 宁兴云外贸服务有限公司业务员 >

袁   瑜  < 宁兴云外贸服务有限公司业务员 >

邹闰苗  < 宁兴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服装专业部业务员 >

忻   莲  < 宁兴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日用品专业部副经理 >

张啸林  < 宁兴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公司副总经理 >

沈月红  < 宁兴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

乐高峰  < 宁兴优贝物流有限公司保税仓储部副经理 >

申贵年  < 宁兴涌优饲料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 >

范颂斌  < 宁兴涌优饲料有限公司销售主管 >

陈丽宣  < 宁兴液化储运有限公司调度员 >

韩   洁  < 宁兴海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 >

陈如伟  < 宁兴金海水暖器材有限公司业务员 >

张   蕾  < 宁兴恒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业务员 >

张   祯  < 宁波宁兴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 >

卢勤成  < 宁兴一车一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 >

孙亚林  < 众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事故接待业务经理 >

孙倩颖  < 宁兴控股能源事业部业务助理 >

楼美鹭  < 宁兴控股财务审计部主管 >

宁兴控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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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伟

戴   磊

郑海波

张廷波
他年逾六十却依然坚守在工作

第一线，在他的带领下，宁兴优贝

物流从无到有，从起步到发展壮大，

开辟了公司业务新领域，开启了宁

兴优贝的跨境购与仓储物流一体化

运作新征程。2017 年优贝物流实

现利润 300 多万，整体规模居保

税区第一，积极为宁兴优贝的跨境

电商业务保驾护航。

他满怀激情，开拓创新，追求

卓越，奋力开拓新市场、新产品，

做专、做深、做新，强化供应链体

系建设，带领水暖事业部保持稳健

经营和创利优势，团队不断成长，

效益不断提升，是外贸板块重要的

效益贡献者。

他求实、求精、求优，带领宁

兴云团队积极开拓外贸综合服务新

市场、新领域，积极引进新项目、

新团队，克服困难，发挥优势，大

力推进宁兴云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建

设，强化品牌建设，提升平台形象，

完善服务功能，服务客户快速增长，

为公司规模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7 年，张廷波带领特钢集

团广东公司开拓深挖华南模具钢市

场，敢做敢为严抓内部管理，优化

人员配置，推行降本增效，公司的

经营业绩及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全

年完成销售额占公司总量近三分之

一，效益大幅提升。

宁兴优贝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宁兴贸易集团水暖事业部
总经理

宁兴云外贸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宁兴特钢集团广东公司  
总经理

江苏宁兴恒力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宁兴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兴涌优饲料有限公司 TMF 饲料研发团队

宁兴云外贸服务有限公司

施晨佳

童小建

江   山

2017 年，江苏宁兴恒力加强产品研发和试制，自主开发新产品

三项，其中 GKL810 数控龙门钢板切割锯铣机床通过江苏省新产品

样机鉴定，填补了国内生产空白，GKL350 锯铣机床参加世界智能制

造大会；申报专利 4 项，三种机型逐步开始投产，为 2018 年规模生

产和经营打下坚实基础。

15 年精耕细作，15 年匠心坚持，15 年厚积薄发，宁波宁兴丰田

连续 4 年华东销量第一，连续 5 年卫冕“宁波地区销售、售后冠军”。

2017 年，宁波宁兴丰田积极创新开拓，大客户网约车业务取得突破

性进展，DCC 销售模式进一步优化，二手车业务、保客营销工作、安

享管家项目等取得新的突破，全年经营质量及经营效益实现新的提升，

从全国近 600 家一汽丰田经销店中脱颖而出，再次荣获“一汽丰田全

国综合表彰金牌店”荣誉称号。

2017 年，由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顶级 TMF 专家组成的宁兴涌优

TMF 饲料研发团队顶住压力，全力攻克 TMF 全混合发酵饲料技术难关，产

品经试喂验证各项指标均已达到预期目标。同时，根据市场需求，研发团队

还完成 FMR -111、112、113 三大系列饲料产品的研发，经试喂验证，在

吸收率、饲喂成本及抗热应激方面，相比传统饲料具有明显优势，目前已在

重点客户中推广试用。TMF 技术研发的突破，将为公司农业饲料板块可持

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他在汽车金融行业积极打

拼多年，勇于开拓，大胆创新，

真抓实干。在传统车贷业务遭

遇寒冬的压力下，他带领团队

积极创新业务领域，探索融资

租赁新业务，寻求新的增长点。

他着眼长远，务实推进，搭建

平台，拓展代理商网络，网约

车业务、保理业务、融资总额、

代理商落地等实现新突破。

2017 年，宁兴云外贸服务平台积极推进跨境电商邮包一般贸

易出口业务，努力开展跨境电商 B2B 一般贸易出口业务及 B2C 自

营业务，着力抓好轻循环油、不锈钢、水产品、服装等主要产品综

合服务业务，持续改善服务和风控流程，积极打造宁兴云品牌影响力，

推行外贸综合服务模式创新管理，赢取业绩和口碑的双丰收。

创新，蕴藏新生的力量；

开拓，推进发展的步伐，在开

拓创新的路上，她永不止步。

2017 年，她带领宁兴优贝推

进经营模式转型，从供应链备

货模式逐步转变为供应链品牌

合作模式，成功拿下 10 余个

国际品牌授权书，实现“品牌

元年”，使宁兴优贝在严峻的

市场环境下仍稳居行业领先地

位，为新一年的发展奠定良好

基础。

从事胶鞋外贸业务二十多

年，他专业专注；面对日趋激

烈的市场竞争形势，他狠抓创

新研发，提升研发、质检、品

管水平，提高产品档次，全力

拓 展 COACH、MK、 哥 伦 比

亚等国际知名品牌高端优质客

户，全面提升整体经营品牌；

他积极主动探索产业链模式，

前瞻性的提出建设海外生产基

地，并做好前期市场考察与可

行性研究工作，为公司提质增

效奠定良好基础。

宁兴优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宁兴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胶鞋专业部经理

宁兴汇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7 年，他勇挑重担，

全心投入，深入一线调查市

场，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开

发新市场、新品种、新客户，

短短一年带领江苏宁兴天工

获得快速发展，实现了新建公

司首年就盈利的喜人佳绩。

王   军
宁兴特钢集团江苏宁兴天工
总经理

2017 年度特设奖项

年度效益贡献奖

创新开拓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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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增效奖 经营活力奖

宁兴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服装专业部

2017 年，服装专业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强化精细化、专业化运作，积极调整产品

结构，大力开发品牌客户，加大新面料、新款

式开发力度，强化原辅材料供应链建设；努力

开拓优质高档品牌市场，提升精准服务，积极

扩大自有服装品牌的国内和跨境电商 B2C 业

务，经营质量得到较大提升。

宁兴涌优饲料有限公司

在艰难艰巨的产品研发及试喂过程中，宁

兴涌优全体员工同心同德，砥砺奋进，秉持强

烈的责任感和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在困难面

前不服输，努力拼搏，形成和谐氛围，凝聚发

展合力，产品研发、试喂推广、制度完善、队

伍建设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为企业后续发展

奠定基础。

宁兴液化储运有限公司库区管理部

2017 年，面对超过设计能力 40%

的仓储货物吞吐，面对早起晚归超负荷

的工作量，宁兴液化库区管理部加强精

细化管理，统筹协调，安全操作；全体

库区员工团结奉献、加班加点，确保零

事故、高质量，出色完成所有仓储货物

的接卸装运，提升宁兴液化整体服务能

力，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宁兴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宁兴贸易集团上下一心，锐意

进取，围绕年度经营目标，以专业化经营为基

础，积极推进产业化、服务化、电商化和国际

化发展，经营管理稳定向上；强化制度流程和

规范化管理，顺利通过 AEO 认证；重视和强

化企业文化建设，积极提升员工精气神，强化

团队凝聚力，不断调动员工积极性、创造性，

努力形成以奋斗者为本、创新前行的良好氛围。

余姚宁兴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7 年，余姚宁兴丰田加强业务拓

展，强化精细化管理，积极提升运营品

质，展厅销量、二手车业务、定保通销

售同比实现大幅提升。公司上下积极推

进降本增效，多个环节开源节流，提质

增效成绩显著，超额完成全年效益目标，

还荣获余姚“美丽企业”荣誉称号。

宁兴优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 兴 优 贝 从 2014 年 的 初 出 茅 庐， 到

2015 年的脱颖而出，再到经历跨境新政洗礼

后的经营转型。每一次的战斗都有一群志同道

合的年轻战友。无论是品牌合作、跨境购仓储

一体化运作、双十一的激情奋战，还是各种团

建活动、竞赛活动，宁兴优贝的小伙伴们始终

以青春的梦想、必胜的信念、奋斗的激情，共

同推动宁兴优贝的活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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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宁兴天工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周   蔚

孙旭勇

2017 年是江苏宁兴天工正式经营的第一年，在全体

员工的努力下，公司完成年销售额 4.2 亿元，实现利润

310 万元，并完成了厂房整体搬迁工作，成功拓展了高附

加值产品的销售，为 2018 年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提升

经营业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她锐意求新，追求卓越，从一名普通业务员起步，

快速成长为部门的业务骨干，并担任事业部副总经理。

她业务拓展能力强，根据客户需求不断开发新产品，

丰富产品线；她业绩突出，每年创利创汇规模不断提

升；她注重团队建设，积极培养新人，建立起高素质

的业务团队，展现出令人期待的发展后劲。

他以强烈的责任心、耐心和细心，从仓

库管理的新手，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储运部副

经理。每一次入库，都做到仓位上可跟踪、

品相上可查看、数量上可盘点；每一次出库，

都能确保货物准确、数量精准、发货及时；

每一个细节的把控，每一丝损耗的控制，都

证明了他的成长。

宁兴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水暖事业部副总经理

宁兴涌优饲料有限公司
储运部副经理

宁兴成长之星

宁兴金海水暖器材有限公司

宁兴海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十年的流转，打造出一个团结和谐、坚强活力的

宁兴金海。员工的一张张笑脸和统计表上超低的离职

率展现的是公司强大的向心力；同事有困难，大家你

帮我助，工作之余如朋友般温暖相处，这是亲如一家

的凝聚力；有活动任务时，全员积极参与，一次次精

彩亮相展现的是风采与活力。十年坚守，和衷共济，

磨砺前行。这是一个和谐又充满活力的大家庭。

宁兴恒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在国际市场上，他们创新创业，全力奋战，为共同

的愿景努力拼搏，共同创造良好业绩；他们沟通协作，

默契配合，精彩呈现，形成了大家庭的温暖和欢乐！这

就是满怀愿景，逐梦前行的宁兴恒骐！

从燕麦草到苜蓿颗粒，从澳洲砂岩到进口直销中心，宁

兴海鑫一步一个脚印，敢于创新，勇于拼搏，不断开拓发展

新业务。无论是千辛万苦在外奔波的市场开拓者，还是严控

风险，做好业务后勤保障的内当家，宁兴海鑫上下一心，团

结协作，始终以饱满的激情和敬业的态度 , 共同为宁兴的发

展贡献力量！

和谐进步奖

周百江 

作为多年奋斗在业务一线的优秀业务员，

2017 年，又经过选拔成为“良徒”，个人综

合素质和工作能力得到较大提升。他敢于担当，

服从组织需要，任劳任怨，积极开拓台州市场，

取得明显成效。

宁兴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贸易业务员

王   颖

她毕业后就加入宁兴大家庭，十年磨砺，从普

通财务人员到财务经理，再到宁兴优贝总经理助理，

一路成长，为公司风险管控、政策补贴、荣誉参选

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她工作中一丝不苟、严谨有加，

工作外活力满满，小女子充满大能量。

宁兴优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王绍晨

他是宁兴优贝引进的电子商务专

业人才，受公司委派前往杭州组建品

牌公司团队，深入调研市场，全力加

强品牌合作，短短半年成功引入 10

余个国际品牌的授权，为宁兴优贝形

成差异化核心竞争力奠定基础。

宁兴优贝杭州亿维品牌管理公司
副总经理

陈   静 

入司两年，她在积极做好燕麦草销售的

同时，抓住机遇，创新开发苜蓿颗粒业务，

并努力把业务做成了公司新的增长点。她在

经营上合理谋局，带领团队举办国际化的招

商会、推广说明会，并通过发展代理商等形式，

快速拓展销售渠道，短短 6 个月时间，年销

量突破 5800 吨，个人的业务能力和团队管

理能力都得到快速提升。

宁兴海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业务部副经理

张志东

短短几年，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

他从一名普通的学徒工迅速成长为技术中

坚力量，车间里不管哪个班组出现疑难杂

症都会向他求助，而他总会倾囊相授，全

力帮助；他勤于学习，精益求精，维修技

能不断提升并获得各项认证。几年的维修

工龄在技术工的职业生涯中不算长，但他

却快速成长为公司技术队伍中最耀眼的一

颗星。

象山宁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车间主管兼技术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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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经济结构优化，中国制造

2025，环保督查，中华民族正沿着伟大复兴

之路奋勇前进。宁兴控股则积极贯彻国家稳

中求进的经济指导思想，旗下各板块在坚守

中创新，宁兴特钢集团进军高端制造业，宁

兴优贝吹响品牌集结号，宁兴云深耕外贸综

合服务，宁兴海鑫开拓国内蓝海，宁兴胶鞋

专业部探索海外生产基地。宁兴人以积极探

索和脚踏实地，铸就辉煌宁兴梦、伟大中国梦。

编者按

为积极响应《中国制造 2025》规划，提升我国高端数控装备的整体水平，解决传统金属板材切割效率低、精度差的难题，宁兴特钢

集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历经 4 年，成功开发出国内首创、高效精准的数控圆盘锯铣机床系列产品。

一、圆盘锯铣机床的研发历程

宁兴特钢集团于 2013 年组建圆盘锯铣机床研发团队，2 年时

间完成了第一台样机的试制、两台改进型卧式样机及一台龙门样

机的试制。2015 年，设备通过宁波生产力促进中心组织的新产品

鉴定，确定产品填补了国内钢板锯切圆锯床的空白，整体技术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并成功申请国家专利。但设备仍存在整体共振

和夹刀打齿等缺陷。

为了解决圆盘锯铣机床样机的设计缺陷问题，2016 年，研

发团队联合 1958 年成立的江苏恒力组合机床有限公司（前身是

盐城红旗机床厂），合作成立江苏宁兴恒力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进一步完善了圆盘锯铣机床大、中、小三种机型的设计，改善

各个环节的加工性能，解决了整体共振和夹刀打齿问题等，其中

GKL810 中型机于 2017 年 4 月通过权威部门鉴定，认为该产品填

补了国内 100mm 厚钢板切割圆锯床的空白，整体技术已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

2017 年 7 月，江苏宁兴恒力举办圆盘锯铣机床新产品推介会，

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和市场效应。目前，已有多家单位向江苏

宁兴恒力明确了采购意向。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记宁兴特钢圆盘锯铣机床的自主研发实践

◎ 宁兴特钢集团  陈亚宁、周   斌

二、圆盘锯铣机床的优点及特性

（1）革命性：圆盘锯铣锯机床目前处于国外垄断状态，国

内尚处于研发初期，宁兴特钢集团敢为人先，历时五年，克服重

重困难，率先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钢板高效精准以切代铣的空

白，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先进性：效率高、精度高、智能先进、绿色环保。

效率高：整体加工效率是带锯床的 8-10 倍。

精 度 高： 锯 断 面 垂 直 度 ≤ 0.30mm/100mm（ 厚） ； 锯

断 面 直 线 度： ≤ 0.10mm/800mm（ 长） ； 锯 切 面 粗 糙 度： 

≤ Ra6.3um 。

智能先进 : 人机交互，自动操作；过程监控，自动识别；专

业设计，操作方便；触屏应用，编程选择。

绿色环保：摒弃传统机床乳化液冷却方式，采用国际先进的

纳米分子油雾冷却系统；国际通用植物基冷却油，快速冷却，对

人体无害，防止锯切产品生锈，保持环境清洁。

（3）适用性

应用领域广：通用于金属加工领域中，用高效精准的“以切

代铣”方式替代传统锯切及粗铣的加工环节。

多品种加工：有色金属：铜、铝及其合金等；黑色金属：碳钢、

模具钢、不锈钢、合金结构钢、弹簧钢、耐磨钢等

量身定制：根据客户需求，在三种机型基本功能配置的基础上，

可量身定做。

（4）可靠性：主要结构件采用高牌号铸件，稳定性强；关键

零配件选用国际知名品牌，可靠性高；控制系统采用 PLC+ 伺服

驱动，故障率低；导轨形式采用滚滑复合结构，刚性高。

（5）经济性：提升加工精度；减少材料损耗；缩短加工环节；

提高加工效率；降低人工成本；缩减厂房面积；降低辅料消耗；

提高废料残值；投入产出比高。

三、圆盘锯铣机床带来的影响

圆盘锯铣机床的投入运行将大大提高钢板锯切的速度和精度，

减少场地使用空间，减少材料损耗，从而提高了对终端客户的服

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公司可以在现有销售网络的基础上建设智能

加工配送中心，实现模具材料的快速配送。同时，将圆盘锯铣小

型机推介给下游客户，在公司加工中心开条配送至客户后，客户

可根据实际需要加工成规格小料。这样，以设备推动材料销售，

以材料销售也来促进设备销售。产业链得到延伸，经营模式得到

创新，组合效益突出。

圆盘锯铣机床的成功研发加快了宁兴特钢集团建设智能加工

快速配送平台的步伐，对宁兴特钢集团的转型升级与三年发展规

划的顺利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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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贸易集团水暖事业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完成了从小业务组向事业部转型。现对事业部如何在目前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进行

分析和论述。

< 发展思路 >

第一、先做到以规模为中心、再转向

有效益的增长

1、我们必须以规模为中心兼顾利润。

现在市场空间很大，只要抢到规模就一定

会有利润，等到利润薄了，就要提高合同

质量，逐步从广种薄收，转向有效益的扩张；

2、对于考核，不能光看销售额，还要

看大客户销售比例扩张。优质客户和非优

质客户要有权重的牵引，主流大客户销售

额权重要提升，非主流客户销售额的权重

要稍下降一点。

第二、追求一定利润率上的增长

1、要在增长和利润之间取得合理的均

衡。产品的覆盖率、占有率、增长率是考

核发展的总体经济指标，KPI 要围绕着这

些目标来分解和贯彻，不能孤立地去建立

KPI 指标。

2、要提升人均效益。首先要强调市场

机会第一，然后是人均效益。如果光强调

人均效益，只要不招人，人均效益就提高

了，但是我们增长不够，一定要形成以有

效增长为中心，以自我协调为中心的机制，

要盯到我们的增长上，盯到总效益上，然

后再考核人均效益。

供应链  标准化  以点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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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兴贸易集团水暖事业部总经理  戴   磊

< 发展途径 >

第一、业务员的批量培养：建立师傅

带徒弟加部门内训的培训体系

1、要设定业务助理成长为合格业务员

的时间表；

2、要建立适度的淘汰机制

第二、业务机会

老客户的扩张和发展；

国内外的展会机会；

网络平台（阿里巴巴等）；

客户转介绍；

国外拜访客户等。

第三、大力发展研发部（必须是工程

师和科学家结合的研发模式）

1、标准研究：在行业国际标准基础上

一、从上游到下游产业链的整体强健，

是水暖事业部的生存之本

1、未来企业间的竞争是产业链之间的

竞争。面向市场做要素整合，把资金、技术、

人才、市场、研发、生产制造、企业内外

产业链等所有资源和要素有效整合起来，

并在市场竞争中获胜。

2、真诚地善待供应商，构建产业链的

整体强健。我们要获得合理的价格和及时

的供应，就要有策略、有修养，要有原则、

有灵活。比如说我们要他降个价，你在网

上要好好查一查材料价格走势，别人的价

格拿出一个策划方案来。如果业务员只会

机械地讨价还价，而不能建立与供应商的

长远合作关系，就会葬送事业部的明天。

3、多栽花少栽刺，与合作伙伴共赢。

竞争对手是我们的老师。重视但不敌视我

们的竞争对手，感谢我们竞争对手的存在，

我们才能得以持续不断地发展和进步，没

有了对手和较量，就没有了危机和竞争。

二、不放弃低端市场

1、低端产品是战略性金字塔结构的基

础：我们的产品结构是个金字塔，低端的

是基础。我们既然想在高端上获得胜利，

低端产品上即使没有利润，我们也要干，

就是为了遏制竞争对手的全面进入，低端

产品的低成本高质量不是退缩，而是调整

主攻方向。

2、低端产品要强化高质量低成本的观

念。我们只有在末端产品上具备了高质量、

低成本才不怕恶劣市场的挑战，才能在竞

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下来。没有质量好、

成本低的产品，包围占领山脚，就形不成

< 几个重要的思想 >

规模利润。

3、低端产品要在标准化、简单化和免

维护上下功夫。我们不走低价格、低质量

的路，那样会摧毁我们战略进攻的力量。

低端产品要做到别人无法和我们竞争，大

规模流水化。

4、高性价比产品的方法论。“三高”

高颜值、高品质、高效率；“三低”低成本、

低毛利、低价格；以设计、渠道和工厂去

支撑。

三、集中优势资源撕开突破口

今后的发展就是要选择几个重点市场，

集合部门全部精兵强将进行轮番轰炸和突

破；当发掘出一个好的产品或者一个好的

工厂，就要集合部门力量去进行定位，并

推荐给与之相匹配的客户群，进行压强式

开发和集中推广。

1、一定要把战略力量集中在关键突破

口上：朱可夫指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时

候，是几千门大炮纵向排列，对准一个点

上来破德军，而不是到处乱炸口子。我们

一定要有战略集中度，要找到突破口。我

们还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要全面开展。

2、以点带面：好比战争中我这个师是

担任主攻任务，就是炸开城墙，那么我打

进城也就是前进 400 米左右，这个师已经

消耗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在作战面上不

需要展开得那么宽，还是要聚焦，取得突

破。当取得一个点突破的时候，这个胜利

产生的榜样作用和示范作用是巨大的，这

个点在同一个行业复制，你可能会有数倍

的利润。

根据客户定位进行标准制定；

2、制定质量标准实践操作流程；

3、基础性研究：对材料、生产工艺流

程、检测标准等进行分类研究；

4、设计元素：从包装设计开始，逐步

渗透到产品设计。

事业部发展到一定程度，遇到的最大

挑战就是组织的瓶颈和惯性。最可怕的就

是平稳发展时的怠惰，活在自我的成就上，

活在过去的功劳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增

长性的思维，要不断去开拓和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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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业务拓展海外市场之思考

2017 年 6 月到 11 月，我忙碌地在欧洲、美国奔走，

发现市场上的热点皆是苹果手机、电子产品、电商等，而

传统的零售业，比如服装与鞋帽产品似乎已好景不再。全

美十大百货联销企业中的 Target、JC penny、 Kohls 都

上了中国出口企业的黑名单；曾经数十年风光无比的大零

售企业 Macys、 K-mart、 Payless 等巨无霸，也都破产

重组。

全球经济在复苏，美国股市也频创新高，德国经济仍

一马当先，消费者也都还在，市场及购买力不应当下降成

这个样子，那么当下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新时代，新消费，新需求，在如今信息多元化、网络

全覆盖的环境下，消费者的行为也大为改变。以往消费者

购买衣服、鞋子，容易跟随潮流，追求时尚，而现在开始

追求小众、个性和彰显价值观认同的品牌故事，靠优质的

产品、精良的设计已经远远不足以打动消费者的钱袋。移

动互联带来的信息透明化，使消费者惯于比较，精于挑选，

没有最好的价格、最优的性价比，客户是不会下单的。

作为我司经营了 25 年的产品—户外雨靴，在当前的困

难环境下，又该如何生存和发展呢？如何配合我们的客人，

在激烈的市场中胜出呢？

◎ 宁兴贸易集团  童小建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任何一个外贸人要

牢记的圭臬。除了有最好的产品、最有竞争力的价钱、最

贴心的服务，在目前优胜劣汰的市场中，真正能活下来的

是那些目光远大、敢于冒险、改变市场游戏规则的企业家。

要像苹果一样创造出伟大的产品，或者像戴尔公司一样改

变供应链的流程，为消费者带来真正有吸引力的价值，从

而获得消费者的青睐，提升市场的占有率。

在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每年大幅递增、原材料价格大

幅上涨、环境保护规定日趋严苛的情况下，要留住客户，

并扩大高端品牌市场，我们将眼光投向了海外。

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能充分利用当地与世界的优惠

贸易政策，大幅度减少企业所得税和关税；能充分利用当

地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在产品报价上有竞争优势；能利用

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减少运输成本和时间……

政策、劳动力、地理位置等的优势不仅能赢得更多的合作

客户，也提升了我司的利润。

诚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严格的事前调研、风

险的全面把控、承受困难的强大决心。在公司平台的大力

支持下，在客户们热切的期待中，我们将努力做好海外鞋

类基地建设的探索与尝试，努力创造出不一样的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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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铺设未来之路

互联网行业兴起，杭州成为了有志青年追逐梦想的地

方。宁兴优贝于 2017 年 7 月在杭州成立了杭州亿维品牌

管理有限公司，主要用于引进国外知名品牌，将国外的产

品更好地引入国内，提升国内人民的消费水平，增强公司

核心竞争力，努力实现公司从量能高速增长到效益显现的

转变。

亿维公司成立后，在大家的一起努力下仅用了 3 个多

月的时间成功引进了荷兰维生素市场占有率第一的营养品

牌“Davitamon”、法国第二大母婴超市“bebe9”、新西

兰婴儿食品第一品牌“Wattie's”、意大利规模最大的连

锁超市——COOP 超市，在澳洲争取到了澳大利亚政府全

力支持的 Australia Selection 和澳大利亚市场占有率第一

的婴儿食品品牌“亨氏”，还引进了日本国民书包品牌“天

使之翼”和羽田机场免税店，并在京东、天猫国际以及其

他渠道进行销售，并且根据客户的需求，逐步完善各类产

品的售前售后服务。现阶段还在洽谈的品牌有雀巢旗下的

MIO 品牌，日后会有更多的产品会由亿维从国外陆续引入，

2017 年年底预计成功引进 10 个国外知名品牌。

◎ 宁兴优贝  王绍晨

行百里者半九十 , 品牌引进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落地且生根发芽才是公司持续发展的生命线。亿维公司不

止在对外引进品牌这项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并在国内各个

场合参展，提升品牌知名度。例如，9 月在宁波的上海三

联书店成功举办了日本百年国民书包“天使之翼”的中国

首展。活动当天吸引了大批家长和孩子的关注；10 月参加

了南京孩子王展会，我们 Davitamon 维生素 D 水剂得到了

家长的一致好评。通过这些展会我们了解到家长对国外品

牌兴趣浓厚，甚至有些家长为了孩子的健康曾高价从国外

代购，大家都觉得将这些品牌的代理权通过正规渠道，变

成由网上购买的方式变得更加方便与快捷。

国人对境外高高品质产品的追求，正是表达了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亿维不忘初心，作为宁兴优贝引进国外知名

品牌的窗口，也承接了实现人们通往美好生活道路的建设。

亿维通过短短时间内做出的成绩，让国人对美好未来的希

望稳稳落地！

甩掉包袱  坚守创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

大成就，但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外部经济环境

的恶化，以及内部比较优势的逐步减弱，中国的外贸出口

遇到了巨大的转型压力。现阶段，国内的土地成本、融资

成本居高不下，劳动力成本也和中等发达国家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严格的环保要求，越来越规范的知识产权保护，国

外一些经济体排斥自由贸易而设置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贸易

壁垒，这一切的一切逼迫着我们一定要走出一条适合于自

己的发展道路。

宁兴金海，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尝试以后，正慢慢地甩

掉了包袱，踌躇满志地回到外贸本身。根据我们宁兴金海

现有的产品，在坚守中主动实现转型升级，我们的卫浴类

产品从市场需求出发增加设计感，提升附加值；我们的暖

通类产品抛弃原有的低附加值的单一类产品，慢慢往系统

化、集成化转变；我们的仪器仪表及水处理产品，与国内

研究机构合作，结合远程控制，用“互联网 +”的思维寻

求新发展。过程肯定很艰难，到处是荆棘和坎坷，但是未

来一定是光明的，我们强于金石般的坚韧是我们信心的

保障。

◎ 宁兴金海  杜   玮

国家的“一带一路”政策指明了方向。“一带一路”

要把全世界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仅要出口产品，

我们还要输出产能和技术。有些初级产品用国内日益增长

的劳动力成本和越来越先进的自动化设备来生产肯定没有

成本优势，但是如果放在欠发达的客户所在国生产，结合

当地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政策优势，再加上运输成本、进

口关税、交货时间等方面的考虑，还是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而且当地政府也很乐意看到本地工业的发展和就业人口的

解决。基于这样的考虑，经过前期与客户的建议，沟通和

可行性研究后，我们鼓励和帮助客户在当地进行组装生产，

而我们出口的产品则变成了设备、模具、配件、辅料和一

部分的原材料，这样一来反而比原来出口初级产品时和竞

争对手打血淋林的价格战有更高的收益，这就是我们善于

拥抱改革的体现。

水是生命之源，宁兴金海百分之九十的产品都和水有

关，在这形态多样而又至柔至刚的水以及千千万万和水相

关的产品面前，我们唯有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

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才能走出一条适合于自

己发展的道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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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汽车全服务链新模式

随着《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陆续出台 , 我国或

将成为世界上首个正式承认网约车合法化的国家。

◎ 国机宁兴汽投  陈   圣

——记宁波宁兴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网约车业务

一、为平台推荐“量身定制”的新政车型

二、为市场份额“疾行千里”，寻找突破口

《细则》对于宁波网约车设置的“门槛”主要有“四条硬框”，

一是燃油、清洁能源汽车车轴距要求在 2650 毫米以上；二是车

辆购置税的计税价格 12 万元以上，三是安装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

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四是车辆符合节能环保和营运

车辆综合性能的要求。

按照以上政策 , 已经在运营的网约车几乎是无一合格。公司

销售部门迅速做出战略调整，向宁波最大的网约车平台“滴滴”

推荐了一汽丰田的明星产品 --“卡罗拉双擎”。通过深度沟通后

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做通了滴滴方面工作，我公司如愿被列入采

购名单。

宁波的网约车运力已经确定为 1:0.8，网约车的总容量为

5000 台，目前曹操、神舟、一嗨、滴滴等平台公司已经累计上车

3500 台，尚有 1500 台的空间，一旦到达 5000 台宁波政府将停

止相关号牌的审核发放。各家租赁公司也是充分认识到抢占号牌

的重要性，因此第二季度的三个月将是市场需求最为关键也是最

为旺盛的阶段。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以及“滴滴平台”合力配合，3

月 27 日宁波第一台卡罗拉双擎审核通过，最终上路运营，租赁公

司对于卡罗拉双擎的购买信心也进一步增大。

抢占网约车蓝海市场 

三、为树立宁波市场标杆，寸土不让

宁波宁兴丰田对于网约车市场的探索起步早。2016 年 5 月，

宁波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分批订购的形式采购威驰车，累积 60

台。公司为其设计提供了全方位的售后服务，获得了对方的认可，

这是公司涉足网约车的首张大单，也是宁波地区汽车 4S 店售出新

车用于网约车的首家。由于新政的出台，之前已经完成提车的租

赁公司也是措手不及，刚刚提回去的新车转眼就面临处理淘汰，

我司非常重视，通过宁波国机宁兴汽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机宁兴”）与其另一下属二手车公司“宁波一车一品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车一品”）”共同磋商，充分利用一车一

品在宁波二手车市场积累了多年的渠道优势，努力帮助客户降低

损失、回笼资金，赢得了客户的满意和信任。

同年 10 月，该租赁公司再一次追加 50 台卡罗拉双擎订单，

并涉及汽车金融融资、售后上门保养维修服务、二手车批量回购

等一系列的服务内容。至此，宁波宁兴丰田正式树立了在宁波网

约车这块新兴市场的地位，也展示了为大客户提供“一对一”定

制服务的实力。

2017 年，是第一批卡罗拉双擎打入网约车市场的关键，公司

为网约车提供了“用修理厂的价格享受 4S 店全方位服务”的超

值服务，与此同时，公司还对“老司机”们顾虑较大的电瓶问题

提供了延长保修的服务，全力保障在网约车市场的口碑和专业性。

最新消息，上述租赁公司已决定再采购一批双擎车辆，整整 230

台！这是宁波网约车的第一大单！随着该合作公司业务的逐步拓

展以及驾驶员的口口相传，可以看到宁波的大街小巷卡罗拉双擎

的身影越来越多了，据统计，目前宁波地区的卡罗拉双擎占全体

新标网约车的 50%，而宁兴丰田的卡罗拉双擎占据了 75% 以上，

也就是说，宁兴丰田占据了宁波整个网约车市场近四成的份额！

而宁波宁兴丰田从最初的主动推销，也慢慢演变成为网约车投资

者入行的信息及产品提供商，丰富的实战经验，可以为更多网约

车投资者提供翔实的建议和参考意见。

我们相信，有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一定会在网约车市场做得

更好！

02

管理论坛

MANAGEMENT 
FORUM

2017 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结构调整深化。十九大

后，伴随着中国经济获得新的发展动能，中国经济逐步从速

度、规模为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变为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新

模式，经济结构更加合理、均衡。

在结构调整深化的大形势下，宁兴控股各业务板块从

实际出发，发扬“奋斗者”精神，从管理模式创新、内部管

理挖潜提升等方面不断探索实践，积极提升管理效率和管理

质量，取得了一定成果。在此，我们选取了几篇代表不同业

务板块和职能部门的管理文章，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外贸综

合服务模式创新管理、跨境电商供应链生态圈、客户信息管

理、内部管理提升、降本增效、出口业务风险控制、财务管

理转型等管理心得。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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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云外贸综合服务模式创新管理
◎ 宁兴云总经理  郑海波

创新的海外仓管理模式

创新的“9610”跨境电商自动申报系统

本创新成果产生的价值创新的理念和方法，

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可推广性和可复制

性，可以比较容易地推广到外贸综

合服务行业，提高行业服务价值，

给整个跨境电商的发展起到极大

的助推作用。

跨境出口综合服务平台是传统外综服平台的创新和延伸。跨

境出口电商涵盖 B2B2C（跨境出口海外仓模式）和 B2C（跨境邮

包出口）业务，因而需在原来传统的外综服平台的基础功能外，

增加许多对应跨境电商的功能模块。

宁兴云经过对平台客户的调查后，发现大多数客户都希望利

用海外仓。但受到高昂的建设费用、缺乏专业人才、海外人工费

用高昂、无法远程管理等问题的制约。宁兴云跨境出口综合服务

平台创新地推出了格子式、可分块切割的“类公共海外仓”管理

模式 , 并另辟更低费用的“慢流通仓库”等多家电商退运品积累

到一定体积，集中安排物流海运回国内。由于上述货物在先前通

关均是以宁兴云平台名义报关，在退运报关中不但可以免除进口

税，运输费用上也可使用出口时相同的一次费用多家分摊的方式，

从根本上解决了商家担忧的退运回收问题。

宁兴云从 2016 年初开始着手准备 9610 的申报工作，在宁波

海关驻邮办的帮助下，根据宁波邮政互换局的监管流程，开发了“跨

一个成功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不但能实现平台客户贸易便

利化的需求，而且还需具备帮助客户提高外贸能力、拓展销售渠

道实现业务提升的功能，宁兴云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推出业务类

板块的服务如跨境销售平台管理及代运营、人员培训、法律援助、

销售策划等，帮助客户提高跨境电商能力。

1

2

创新的一站式多元化服务3

25 26

MANAGEMENT FORUM管理论坛 《宁兴人》第 14期

浙江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获奖报告选摘

宁兴云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是宁波三大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之一，先后评为宁波市首批（共 3 家）、浙江省首批（共 13 家）重点扶持外

贸服务平台。2016 年 11 月，宁波宁兴云成为中国（宁波）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首家业务全线贯通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完成了宁波首

笔跨境邮包一般贸易出口业务。

在国际贸易形势严峻的情况下，跨境电商的逆势而上，给外

贸行业带来了一丝清新和鼓励，也为外综服平台的转型带来了新

的方向。目前市场上发展较好的均是全国或地区性大型外贸公司

运营的外综服平台。以“宁兴云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为例 ,2014

年宁兴贸易集团果断进入外综服市场，宁兴云平台发展稳健，至

2016 年已经具备服务量 1.8 亿美元的规模。2016 年起开始涉足

跨境出口电商的外贸综合服务，将外综服平台的创新管理作为平

台的首要工作目标。

一、外贸综合服务模式创新在
跨境电商领域运用的产生背景

二、外贸综合服务模式创新
管理的主要做法

三、为外贸综合服务行业
带来了行业发展方向的新思路

境邮包集成自动申报系统”。该系统有以下几个特点：（1）清单

核放，汇总申报，按海关要求每一个自然月申报一次；（2）所有

跨境出口产品实现按海关编码进行实现归类，待通关时自动对应

归类项申报；（3）整个系统都是通过电子化数据流转，宁兴云系

统与跨境电商客户内部 ERP 系统或第三方销售平台 API 接口对

接，所有报关数据以电子交互方式完成，实现无纸化，成为高效

率的保单流程，每月月初向海关报送集成数据，取得汇总报关单。

自动申报系统大大节省了时间和人力，而且跨境电商通过宁

兴云平台以“9610”方式申报后，可以将出口货物增值税发票提

交给宁兴云平台，在数日内即可获得相应数额的退税款，成本降

低了 17%，另外也解决了长期困扰的销售平台收汇问题，将真正

的“阳光产业”在阳光下运作。

定位跨境，服务生态
宁兴优贝积极打造跨境电商供应链生态圈
◎ 宁兴优贝总经理  施晨佳

宁兴优贝孕育自传统贸易企业，通过近 3 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建立起了包括海外品牌厂商资源方、国内大型第三方电商平台、跨境

中间贸易商、金融供应链服务商、信息技术服务平台、支付系统、专业跨境仓储物流服务商到终端消费者的供应链生态圈，形成了自身

独有的跨境电商创业者企业文化，并服务于几乎所有知名的大型电商平台及主要的跨境行业参与者。

优贝跨境电商供应链生态圈的组成

致力跨境行业发展，
推动从跨境电商到新零售转型品牌营销、贸易仓储、生态运作，

帮助海外品牌落地国内市场
通过 3 年的经验积累，以自身的实际案例积极投身于跨境行

业标准制定的探索，为该行业的健康发展做力所能及的事，并为

相关政府监管机构提供数据支持、具体案例研究及新政策制定建

议等。同时为了真正实现从跨境电商到新零售的转型升级，优贝

正在开展跨境海外仓业务，尝试保税直邮模式，寻找适宜品种开

展非保业务，实现品牌从跨境到一般贸易落地，并积极探索跨境

出口业务。

不进则退，居安思危，优贝人一直在行动和进化。跨境电子

商务生态圈的模式帮助我们实现电子商务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

提高信息管理的效率。我们坚持秉承“定位跨境，服务生态”的

经营理念，不断调整发展战略，高度聚焦信息链、金融链、物流链，

倾力打造并不断完善行业信息平台、物流信息平台、电子交易平台、

商品融资平台和基础设施平台，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品质、低成

本的产业链在线服务，帮助客户做强做大。同时立足行业化网络

管理中心，整合行业内物流资源，实现有效共享。

宁兴优贝通过品牌合作、海外直采、买手精选三大模式采购

全球优质商品，将优质的商品推介给国内的消费者，以其优质服务、

无忧退货、正品保障、原装进口等优势来吸引消费者。同时拥有

宁波保税区内跨境电商中最大的仓储空间，仓储网点布局合理，

服务高效专业。物流合作方有菜鸟、中通快递、百世汇通、扬子

江航空等，为商家提供报关、仓储、物流、系统支持，有效地实

现了品牌营销、贸易仓储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体系。

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生态圈，因为有所有的这些参

与跨境电商的海外品牌、厂商、平台、物流企业、金融服务企业，

才能通过 B2B 和 B2C 贸易，实现资金流、信息流、货物流的有

机结合。在这样一个生态圈内，从上至下，通过大数据分析及传

统进口贸易中积累的营销、关务和供应链金融服务的经验，实现

了规模化大批量采购、仓储物流成本有效控制、与关口无缝衔接

及货物的高效通关，从而帮助海外品牌成功落地国内市场。在不

久的将来，“买全球、卖全球”的理想将成为现实。

宁波市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获奖报告选摘

1

2

3

生态圈的两头——圆圈的这头是国际知名品牌、准备投身进

入中国市场的海外优质品牌，圆圈的另一头是国内的消费者（包

括所有来自于大型第三方平台天猫国际、京东全球购、唯品会、

蜜芽、贝贝网等的网购消费者，还有所有通过中间贸易商对接进

入生态圈的终端消费者们）。

连接圆圈中间的点——第三方支付系统、相关咨询培训服务、

电商营销服务、仓储物流服务支持、政策法规等。支付平台：支

付宝、微信、银联等。软件系统：包括宁兴优贝自主研发 ERP、

WMS、OMS 等。仓储物流服务：自建跨境电商仓，在国内、日本、

法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地方均有自营或合作仓库及跨境物流合

作伙伴。

最底层——以行业法规和标准体系为支撑构建的信任和标准

系统，海关国检相关政府部门共同构建起来的跨境电商交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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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宁兴涌优内部管理
◎ 宁兴涌优  孙林岳

2017 年初以来，宁兴涌优以产品研发为核心，攻坚克难，

TMF、FMR-111、FMR-112、FMR-113 系列产品相继研发，

投放牧场试喂推广。在此同时，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完善内

部管理，提升管理效率，推动内部管理走向标准化、规范化。

首先，针对本公司生产流水线大型投料口多、搅拌设备

多、特种设备及车辆使用频繁，安全生产风险高、管理难度

大、员工安全意识薄弱等突出的问题，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

管理体系，将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年初开始，宁兴涌优

以创建“宁波市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三级达标企业”为抓

手，通过在硬件上进一步完善安全防护设施、安全警示标识，

软件上加强内部安全生产培训、岗位操作培训及消防演练，

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落实三级安全管理责任制。

通过每月定期、每周不定期的检查考核等一系列措施，不断

巩固现有成果，提升公司内部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水平。

2017 年 8 月，宁兴涌优通过第三方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认证

机构的审查认证，经宁波市安监局审核批准，成为“宁波市

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三级达标企业”，有效提升了公司的安

全生产管理水平。

其次，为提高公司管理效率，解决内部流程的顺畅性问

题，引入“钉钉”APP 管理平台。2017 年 3 月，宁兴涌优引

入“钉钉”APP 管理平台，实现了公司考勤、审批、报表及

各部门沟通联络的实时化、无纸化，管理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管理成本也有明显降低。

再次，针对公司“产、供、销、存”环节沟通不畅、信

息滞后的问题，实施精准化、信息化的管理模式。在营销上，

要求销售人员摸清客户的需求，开展精准营销，推出套餐式

产品销售和服务。在内部管理环节上，2017 年 8 月份公司开

发建立饲料原材料及产成品的“产、供、销、存”环节二维

码 APP 管理平台，11 月份正式投入使用，不仅有效解决了沟

通不畅、信息滞后的问题，而且客户也可通过扫描产品上的

二维码实时查询到货饲料产品的相关信息。

经过一年来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改进公司内部管理，公

司的管理效率得到了较大的提升。我们将继续努力，让公司

管理逐步走上信息化、标准化、精准化的管理轨道。

公司正在举行全员消防演习

以问题为导向 ,宁兴特钢集团全面开展降本增效活动，

◎ 宁兴特钢集团  沈月红

为了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管理，强化开源节流，降低成本，提高经营效益，2017 年 4 月起，宁兴特钢集团在全公司范围开展

降本增效活动，全面挖潜增效，努力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一、广泛宣传动员，提高思想认识。

利用专题动员会、部门例会等形式，将集团公司“降本

增效”的工作要求和部署切实传达到各子公司、部门，传达

到每位员工，进一步增强员工的大局意识、成本意识和节俭

意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形成一种精细化管理、时时有

成本、处处讲成本的企业氛围。

二、完善规章制度，加强精细化管理。

通过全面梳理现有规章制度，修订完善了设备管理规定、

退货管理办法、委外加工管理规定、废钢等物资处理办法、

差旅规定、食堂管理规定等，健全制度建设，加强环节管理，

避免管理浪费。

加强精细化管理，压缩非经营性开支，对业务招待费、

办公费等费用进行严格控制，使各项费用始终在可控状态下

运作。

三、强化财务预算管理，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降低财务成本。

全面梳理各项费用支出情况，认真分析各公司、部门费

用执行情况，细化各公司费用考核，合理控制管理性费用。

采取各种有效手段，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

科学制订资金计划，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建立票据池业务，

充分利用零星票据，缓解资金流不足，减少银行信贷；避免

重复贴息，降低应付票据。

四、利用战略合作，发挥集中采购优势，
降低采购成本。

第一，进一步扩大战略合作，保证稳定的供应渠道。当

模具钢材料价格波动较大时，采取锁价政策，防止价格涨跌

带来的风险。第二，充分发挥集中采购优势，跟长钢、天工

等钢厂争取优惠政策，争取价格追溯补助。第三，争取更优

惠的结算方式。如鞍钢付款方式由发货前付款争取为目的港

付款，获得更长的付款周期。

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

五、严格应收款管理，减少库存资金占用，
降低资金使用总额。

进一步加强风控管理，严格客户资信，加强应收款总额

控制。扩大钢厂异地库建设，尽量利用异地库存进行周转，

特别是扩大和利用天工、长钢的异地库存，减少自有库存。

严格按照公司规定的库存销售比进行精准订货，统筹协调各

子公司合理调配资源，合理库存结构。根据销售情况及时调

整库存，加快存货周转速度，降低库存资金占用。

六、合理安排物流，降低运输费用。

七、完善加工工艺和生产流程，提高加工
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全面梳理物流路线、仓储布局、物流供应商选择方式，

综合考虑各项费用的效益比对，切实降低运输费用。火车运

输和船运价格相对汽运低，公司采取急料汽运，其他材料火

车运输和船运的方式发货来降低运输费用。通过与物流公司

谈判，降低钢厂到库的吨钢运费单价，同时争取更优惠的运

费结算方式，由现金改为 3 个月承兑汇票。

进一步优化操作流程，加强现场管理，合理排班，严格

计件考核，提高加工效率。通过货比三家、集中采购、节约

奖励等方式，降低锯条、刀片等辅料采购成本，提高利用率。

通过锯条返修利用，钢丝绳、麻绳等回收措施，提高辅料利

用率。合理利用短料，提高尾料的利用率，降低物料损耗。

通过近一年的努力，公司各项费用得到合理控制，财务

费用减少，物料损耗、辅料消耗等生产性成本降低，降本增

效工作初见成效。成本控制是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未来我

们要把降本增效作为常态化工作，持之以恒，长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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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中常见风险及控制措施
 ——以出口业务为视角

◎ 宁兴贸易集团  李若文

本文以出口业务为视角，对常见风险及措施作简单

探讨。

1、合同主体方面的风险点：合同仅有外方个人签名；

外方主体实际已经不再存续；外方盖章的为其在华办事处；

外方负责洽谈的人无授权；外商利用其名称相近的关联企

业与已方订立合同等。

在上述情形中，一般采取以下策略以应对：要求外方

加盖企业印章，并且要严格核实公司名称与印章名称是否

相符；外方签字人的授权委托书；要求外方提供有效登记

资料，以便核实相关信息；驻外代表机构通常不具有独立

的法人资格，也不能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除非获得企

业的明确授权；登录外商所在国的工商登记网站查询；通

过第三方专业调查公司提供对方的相关信息，如邓白氏等

公司。

2、合同内容与形式方面的风险点主要有：与国外客

户未签订书面合同，仅凭电子邮件或其他类似电子讯息即

发货；在先合同并未履行，然后双方达成新的合意，在未

解除在先合同的情况下订立第二份合同；合同名称与内容

相去甚远，明明是合作合同，却以买卖合同的名义签署；

对标的物描述不清楚，规格与型号未明确；数量条款未明

确是否可以溢短装；质量条款对品质与质量标准未作约定，

或者简单化为“按样品”而样品又未经却确认，未约定质

量争议解决机构；价格条款未能考虑出口贸易的实际情形，

选择对己方有利的价格条款；包装条款中使用“适合海运

包装”等模糊用语，有时在包装上的“贴牌”侵犯第三方

知识产权；争议解决及法律适用条款缺失或者约定较为随

意，合同中定下外方所在地的仲裁机构而该机构并非主流

仲裁机构，且己方对该外方所在国法律一无所知。

针对上述情形，应采取相应防范措施：尽量与外方签

订书面合同，并将双方磋商、缔约过程中的相关资料、往

来邮件进行保存；合同内容应尽量完善，明确标的物的具

体型号、规格；数量须明确，避免遗漏计量单位，约定合

理的数量溢短装；质量方面，如是按样品的，则双方应对

样品签字确认并封存，明确约定质量检验机构、地点及标

准，并尽量避免到港检验；应根据不同的交易条件采用不

同的贸易价格术语；应结合自身条件选择合适的争议解决

方式，一般而言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为国际业务中首选。

如有可能可以约定合同争议由中国的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仲裁裁决，适用法律为中国法律。

3、合同履行阶段的风险。在该阶段，出口商要做的

就是按照合同的约定，交付符合约定的货物，并收取货款。

风险点主要存在于：出口商能否按时交货，延期交货导致

对方索赔；交付的货物质量是否符合约定；履行交货义务

后收取相应的交货凭证；能否按期收款或者外方付款方为

第三人等。 

针对上述风险点，出口商除了自身应严格按照合同约

定履行外，也应该注意到外方的行为给自身带来的风险，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外方通过第三人付款，如属第三人付

款的情形，一定要求付款方和合同交易方出具相关函件，

以避免日后付款方以错付货款为由提出相关主张。

浅析外综服出口退税环节
在新政下的风控要求

在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国家税务

总局 2017 年 35 号公告的出台，对促进综服企

业规范健康发展、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培育外

贸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对综服企业而言，

2017 年 35 号公告的最大利好即明确了其“代理

服务”的业务实质，解除了 2014 年 13 号公告将

其视为“责任主体”的紧箍咒。还原了外贸综合

服务的业务实质，明确了税收管理中的责任主体，

将生产企业纳入出口企业监管范围。

但是，非责任主体不是“免责令牌”，相反，

2017 年 35 号公告细化了综服企业在税收违法行

为中责任认定的标准 , 这里浅析一下综服企业代

办退税内部风险管控职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两个备案，签约的综服企业及生产企

业同时进行代办退税备案，综服企业所在税务机

关备案内容须与生产企业向所在税务机关备案内

容一致。

其次是综服企业需要制定代办退税内部风险

管控制度，包括风险控制流程、规则、管理制度等；

同时需要综服企业建立代办退税风险管控信息系

统，对生产企业的经营情况和生产能力进行分析，

对代办退税的出口业务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

风险识别、分析。对年度内委托代办退税税额超

过 100 万元的生产企业，应实地核查其经营情况

和生产能力。核查内容包括货物出口合同或订单、

◎ 宁兴云  宫学治

生产设备、经营场所、企业人员、会计账簿、生

产能力等；应进行出口货物的贸易真实性核查。

核查内容包括出口货物真实性，出口货物与报关

单信息一致性，与生产企业生产能力的匹配性，

有相应的物流凭证和出口收入凭证等。每户委托

代办退税的生产企业核查覆盖率不应低于其代办

退税业务的 75%。

最后综服企业应对履行 35 号公告代办退税内

部风险管控职责的详尽记录及其有关资料等信息

和每笔代办退税出口业务涉及的合同（协议）、

凭证等资料，规范装订、存放、保管并留存备查。

综服企业对代办退税的出口业务，应参照外贸企

业自营出口业务有关备案单证的规定进行单证

备案。

综上所述，综服企业是代理服务企业，应具

备较强的进出口专业服务、互联网技术应用和大

数据分析处理能力，建立较为完善的内部风险防

控体系。综服企业应履行代办退税内部风险管控

职责，严格审核委托代办退税的生产企业生产经

营情况、生产能力及出口业务的真实性。综服企

业对 35 号公告规定的风控要求切不可掉以轻心，

必须认真履行，事关代办退税的出口业务有按规

定应予追回退税款情形时，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

问题。公司应该当及时调整业务流程和内部管理，

保障外贸综合服务业务平稳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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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从财务会计
到管理会计的转型？
◎ 宁兴恒骐  吕   珊

 随着《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的发布，财政部明确了会计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根据

文件内容，管理会计工作是会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单位规划、决策、控制和评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中小企业财务外包、财务软件升级换代，传统财务领域当中 80% 的财务会计将面临职位调整。传统会计向管

理会计转型势在必行。

管理会计比传统财会注重管理和经营

管理会计促进财务人员个人能力
提升，帮助企业解决危机

传统财会和管理会计都是企业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

传统财会的职能是收集处理会计信息出具报表，比较注

重核算和企业整体盈利，是向后看的经营思维。而管理

会计本质上是利用会计信息做管理，是对传统财会的核

算结果进行进一步加工处理的工作。在操作上，管理会

计比较注重企业内部的决策、计划及控制执行并对企业

进行成本管理。相比传统会计，管理会计更关注企业经

营细节，目标是企业短期利益的最大化、为企业的经营

管理者提出长期发展策略，是向前看的经营思维。

通过管理会计可以强化企业内部的管理，从而能够

提升企业绩效。例如管理会计能够通过滚动预算、零基

预算等预算方法控制成本，从而更好地考核和激励管理

层；此外，管理会计中的作业成本法可以帮助管理层更

准确的核算成本、为决策和定价提供帮助，还有助于消

除不能给产品和服务带来增值的活动。

管理会计持证者不单只具备财会领域的专业知识，

更具备了进步的理念、开阔的思维和极强的综合能力，

协助企业宏观掌握其财务状况，参与企业管理和规划，

并为管理层提供决策支持。

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协会新任主席 Benjamin Mu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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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口产品申请专利的

◎ 宁兴贸易集团  华旭东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的发展到了从

量向质的转折点，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双创非常重视，

出台了许多鼓励政策，配套措施包括加大知识产权

的申请和保护力度，使得专利的申请也越来越平民

化了。经过几年专利的申请和产品的开发，有几点

心得。

第一，做专利难吗？“不难”。创新并不是非

得创造出一个新技术或者搞个玩意儿出来。老产品

上出现新功能或者某一产品性能得到显著提升都是

创新，有个崭新的外形或者色彩搭配等等都都是创

新，都可以申请专利，试一次就明白了。

第二， 什么时候申请专利？“马上”。中国爆

发式的创新潮和已经极其丰富的产品现状，使得创

新越来越难， 专利保护点也越来越窄。所以一有想

法最好马上申请。附带讲一点就是申请专利并不是

必须要有存在的产品，有想法就行。最典型的是在

美国，有几乎一半的专利是只有文件不见产品的，

主要是喜欢申请专利的美国人受限于已经很不完善

的产业链，有想法也很难转化成产品。专利是谁先

申请就归谁，真有一天自己或者别人要用到这个专

利，它的价值马上就体现出来了。

第三，专利申请代理的选择。每人都有自己的

专业，要全程自己完成专利申请的所有的手续，需

要在程序和专业性方面重新学习，有悖社会发展方

向。为提高效率，一般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去申请。

几点心得

几年的比较，发现如果申请产品类专利，还是找有

理工类背景的代理机构去办理比较合适。他们更能

准确地把握你的专利侧重点，甚至还能提出改进意

见。相对而言文科背景的代理机构，可能不能很好

聚焦专利重点。如果含有漏洞的话会对可能的的维

权行动带来影响。

第四， 申请专利的类型。一般专利分外形、实

用新型和发明三种。外形类专利相对比较容易被规

避，除非特别引人注目。发明类专利目前看还是非

常前沿的研究人员或者专业人士在搞。根据我们工

作的性质，申请实用新型类的专利比较合适，强调

结构或者功能，足够维权用，申请也相对容易和快捷，

还省费用。

第五， 要不要申请国外专利。虽然各国都鼓励

创新，政府的收费都很低。但要申请国外的（主要

还是欧美）专利相对来讲成本会比较高，主要因为

币值的问题和人工成本不同。另外根据国外诉讼经

验，后期可能的维权成本也不一定能承受，所以对

于刚进入创新领域的新人来说还是缓一缓，除非特

别看好的专利。

“生意越来越难做”，作为贸易公司，也是要

未雨绸缪，赶紧利用我们的优势，需要开发有竞争

力并且能受保护的产品 。试试，“万一成功了呢？”。

先生在讲述自身经验时曾提到 2008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

球，作为腾德公司 CFO 的他就是应用了管理会计的专业

知识、技能来帮助企业渡过了难关，解决了营销消退问题。

Benjamin 说学习了管理会计后，他更加注重同人的沟通，

更加重视市场分析的作用，并且能够随着形势制定全新

的商业计划、不断的重组企业格局，这样才最终突破了

僵局。

互联网 + 时代，财务创新的需求日益迫切。管理会

计的出现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财务人员正

由传统的财务职能向现代管理职能转变。财务人员在掌

握管理会计的理论与方法，数理统计和经济、数学、逻

辑学、行为科学、IT 等学科的技术方法的同时，还需要

熟悉业务运营、了解业务的每个环节，具有国际化和全

局视野以及优秀的沟通能力。财务人员只有抢抓先机，

率先转型，才可能最终成为站在时代浪尖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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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创新之我见

关于以上的言论，所有参展过的外贸同行应该都是感同身受。

时代已经变了，不仅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着来自印度等其他亚洲国

家的挑战，中国的会展业也是同样 --- 其他竞争国家的展会已经

开始分流中国制造的潜在买家了。想想看，如果若干年后孟买搞

一个孟交会，能够拉走多少我们的潜在买家？广交会虽然仍然是

全球最大的展会，但它广交会的缺点在于：它改变得太缓慢了。

大部分展出的产品年年类似，买家甚至一年半来一次都不会落伍。

产品没有及时更新换代，参展的人也还是老观点，坐在展位后面

静静等着买家上门，于是，买家也越来越少了。

但真的绝望了吗？一直记得一句话：“再差的行业，如果我

们的业务量还没占到整个行业的 50% 以上，那行业差不差，跟你

的业绩没关系。”这些客观情况只是提醒我们时代在变，外贸环

境在变，我们只有顺应变化才能绝处逢生。谈到变化，围绕的主

题就是“创新”，做为外贸公司，我们不具备工厂的条件去研发

新产品，那我们就去做思想上的创新，筹展的创新，以及参展方

式的创新。

首先，思想上要有转变。我们必须要清晰，并且敏感的意识

到现在所处的环境，积极行动起来，千方百计寻求创新之道，拥

抱变化。不能抱着“例行公事”的态度去参展广交会。

◎ 宁兴贸易集团水暖事业部  周   蔚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Canton Fair each year?” 这个问题如果让参展多年的老

广交来回答，答案会集中在：

“欧美买家变少了”

“全是中东、印度买家”

“大买家少了，小买家多了”

“现场成单的越来越少了”

甚至是“广交会期间的酒店竟然没那么难订了”！

“It’s a slow but surely dying fair” 这是一位国外客户关于广交会的评价，为什么这样说？他举了一

个例子，他收到了一封极其没技术含量的广交会邀请函，是这么写的；

Dear Aaron,

Have a nice day, dear.

Here is our booth number and date at the Canton Fair.

Welcome to our booth to know more about new products.

Regards,

让客户无语的是，这封邮件中甚至没有说明自己是做什么产品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去这个展位？有

什么新产品值得他去花费时间和精力？于是客人把这封邮件与上百封类似的邮件一起，归入了垃圾邮件。

其次，筹展上也要紧跟市场需求。从参展样品，摊位设计，

甚至文中提到的邀请函，别看一份小小的邀请函，如何用心的设计，

字句斟酌，让它能够从无数邮件中脱颖而出，调动起买家的兴趣，

这都是值得我们去细细研究的课题。还有摊位设计，什么样的风格，

什么样的色调是现在的主流？如果摊位设计年年不变，陈旧老套，

展示给别人的印象就是，这家公司在走下坡路了，至少是停滞不

前了，都舍不得花钱重新请人设计摊位。最后，新产品是参展的

重中之重，只有保证每年都有新产品发布，买家才会因恐惧错过

新产品而年年来报到。这里所说的新产品，并不是说只要标新立

异就好，必须得充分做过市场调研，只有定位精准，价格公道，

有目标市场的新产品才是有意义的新产品。

最后，在参展方式上，除了常规产品的静态展示，针对某些

新产品的新功能，尽量在展会现场演示产品，让客人能感受不同，

体会区别。另外，针对新兴市场，特别准备小语种翻译；还包括

提供专业的市场分析给买家做采购决策。

越艰难的仗，需要我们做好越充分的准备；再艰难的仗，只

要准备充分，也未必打不赢！在时代的洪流中，大浪淘沙，愿所

有的宁兴人都能成为那沉淀下来的一颗颗闪亮的金子。

宁兴风采

NINGSHING 
STYLE

他们是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的宁兴人，

他们是勇于追梦、敢于担当的宁兴人，他们

是团结协作、携手奋斗的宁兴人。

他们在宁兴发展的道路上，以奋斗来破

解前进道路上的种种挑战，以奋斗来激励创

优创新创造。

他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年华和热

血，谱写出一曲曲壮美的奋斗者之歌！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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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军精神
      再谱奋斗新曲           
特约记者：杨喆芳、高  原、卢胜吉、郑维藩、苏云儿、胡韵韵、王    颖、  
                  沈月红、梅  林、蒋梗华、冯    超、钱婉婉、陈晓敏、顾聿恋、  
                  胡   炯、仇  松
摄       影：陈宜清、邵  亮、龚君君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

建党九十六周年，继承

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

干部队伍建设，激励广大党员干

部以奋斗为本，匠心坚守、创新进取，

宁兴控股党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

“传承红军精神，再谱奋斗新曲”挺

进大别山红色之旅活动，宁兴控股董

事长吴以刚，党委书记、副董事长高

屏与来自整个集团的党员干部和入党

积极分子代表近 180 人参加了本次活

动。活动历时三天两夜，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组织有序，

无论主题活动、党的知

识竞赛，还是唱红歌、参

观纪念馆，全体党员都积极参与，

相互学习交流，体现了团结紧张、严

肃活泼的党员风采；激发了全体党员

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激励了全体党员

振奋精神，坚定信念，以更饱满的热

情，更加务实的工作，以实际行动做

推动宁兴控股持续稳健发展的生力军，

为宁兴控股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在建党 96 周年纪念日、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党

委精心组织安排了大别山红色之旅，党员同志们认真参加了

活动的各个环节。本次活动强化了党员意识、增强了宁兴党

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坚定了为党的事业、宁兴事业建功立

业的信念。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圆满成功！

选择大别山作为此次党员活动的目的地，是因为坚守信

念、忠诚奉献、听党话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具有重要的时代

意义，在当下经济业态、机制体制、思想文化多元发展的社

会中，我们共产党员更要辨别大是大非，坚定信念，始终保

持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不懈追求。

二十年来，公司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宁兴控股的发展中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当前公司匠心坚守，创新发展的形势

下，党员同志要成为信念坚定、作风扎实、业务精良、乐于

奉献、顽强拼博的“宁兴铁军”，要以奋斗为本，凝聚共识，

坚守基本理念、文化，创新领域、体制、机制，为实现宁兴

梦、宁波梦、中国梦焕发巨大能量，发挥真正作用！

-- 宁兴控股党委书记  高  屏

宁兴党委成立至今 18 年，党员人数从最初 6 名扩展到

现在 240 多名，员工人数从 9 名到现在 1000 多名 ，我们

的党员队伍一直在公司发展的各个板块中起到领头羊、火车

头作用。宁兴党员队伍长期保持健康发展，涌现了一批特别

优秀的模范党员，多人获得省市优秀党员、省市劳模、优秀

企业家等荣誉称号，这些党员在宁兴公司的发展中发挥着新

时代的模范作用。

这次大别山红色之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学习和了解到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我党从防御转为大反攻的具有重要转

折意义的一次行动。革命先烈当年在大别山深山老林里抛头

颅洒热血，才有了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由此，全

体党员应该更加热爱党、热爱国家，要坚信我们的党是伟大

的，要坚定信念跟党走，要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

央的领导下，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

宁兴的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新入党的党员，要在公

司党委的领导下，在宁兴控股“坚守”“创新”的经营指导

思想下，在公司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坚守信念、勇挑重担、

建功立业，团结、带领其他员工，积极开拓市场、完善经营

模式，充分发挥党员的“亮点”的作用，推动公司稳步健康

发展！

-- 宁兴控股董事长 吴以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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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纪念碑前合影

2. 诗朗诵《站在纪念碑前》

3. 动车上党知识竞赛

4. 向烈士敬献花篮

5. 向烈士鞠躬致敬

6. 重温入党誓词

7. 党委书记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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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兴涌优党支部是刚刚成立的，因此我们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目前的工作主要是逐步壮大党支部成员，不断吸取优秀的年轻共产

党员。其次是关注和培育优秀员工，引导其入党。在此基础上，充

分发挥老党员的带头作用，开展多项党员活动，加强建设，乐于奉献，

真正起到党员表彰作用。
-- 宁兴涌优党支部书记  齐  赟

党建工作有助于保持党员的先进性，起到领导和引导作用，这

和工作中要求优秀的员工要有创新发展的精神是一样的，所谓创新

就是比别人先行一步。
-- 宁兴金海党支部书记  岑国辉

国机宁兴汽投的创新主要是做营销服务创新，党建在企业创新

中起到引领作用，党员干部要起到创新先锋模范作用，正如宁兴控

股的匠心坚守，需要党员的核心竞争力！

-- 国机宁兴汽投党总支书记  袁亚君

我入党已经 32 年，但每次参加党员活动都依旧充满感触，从

活动中感受到宁兴党委对党员活动高度重视，组织有序，活动丰富

有深意。今年感触最深的是宁兴党员在纪念碑前，不畏突然而至的

大雨，依旧有序进行各项活动议程，为宁兴党员们的精神和素质点赞，

我们需要这样一批不惧艰险，有责任有担当的传承者，宁兴和党的

明天充满希望。

-- 宁兴特钢党支部书记  江宁

“来之不易，懂得珍惜”，“不能忘却，发扬光大”，这是我

对此次六安之行的感悟。当今社会充满了浮躁，我们应该静下心来，

深思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珍惜当下，创造自身对党、对社会、

对人民有利的价值。刘邓大军、59 位将军们的传奇，那都是血和汗

书写的伟大历史，我们不能忘却，要将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将廉政

传承下去。

-- 宁兴液化党支部书记  高丹鸣

一个成熟的企业需要抓好党建工作，企业的发展归根结底离不

开全体员工的努力和奋斗，特别是优秀人才的推动，而党建工作可

以为我们企业培养和教育优秀的人才。公司要把党建工作与业务结

合起来，让党员在实际业务开展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同时随着企

业的发展也能吸收优秀的积极分子到党员队伍中来。

-- 宁兴贸易集团党总支书记  黄永增

宁兴优贝党支部刚刚成立，要结合公司年轻 90 后居多的特点 ,

开展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组织生活 , 加强团建活动；针对电商行业的

经营特点 , 探索服务促进公司业务发展的党务工作形式 , 突出服务

意识。
-- 宁兴优贝党支部书记  曹旭东

宁兴这个大家庭氛围特别好，对党活动组织很丰富，通过对党

知识的增加，结合“两学一做”，对基层党员进行了非常好的革命

爱党教育，通过该活动和兄弟公司交流学习、开拓思路，可以给公

司带来更加好的发展。

-- 宁波泰联党支部书记  杨建鸣

挺进大别山，我愿积极传承红军精神，充分发挥党员的表率作

用，在工作上不仅要实干，做好“守门员”，还要做好“传帮带”，

让年轻的同志尽快成长起来。

-- 宁兴控股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应中雄

采访

红色之旅

3837

语录集

青年干部要努力做到“211”：

“2”个心态 -- 创业心态：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不断清晰

定位自己；

-- 主动心态：要对绩效负责，要能够激励和唤醒身边人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1”战略执行（三个层面）：理解战略，分解战略责任，形成

战略执行力。

“1”持续奋斗：适度的淘汰机制，让真正以价值为己任的奋斗

者得到回报，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勇气去亮剑。                                                   

-- 宁兴贸易集团总经理助理  戴  磊

我们作为新党员代表在工作中也要发扬我党的优良作风。外贸

工作虽然艰辛，但只要秉承革命精神，就能克服万难，取得成功。

同时也要不断学习新的专业知识，掌握行业发展趋势，全面提升自

身素质，才能在工作中始终保持自我的先进性，不断去赢得一次又

一次胜利！

-- 宁兴贸易集团  王佩佩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学党章、知党史、

讲党性，在工作中传承红军精神，不断完善自己的各项业务技能，

为宁兴事业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希望党组织能考验我，鞭策我。

-- 国机宁兴汽投  宋振和

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觉得自己和优秀党员的思想还是有很

大的差距的，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加强党的思想和知识的学习，

积极带动本部门的工作，用永不抛弃，永不放弃的红军精神，早日

成为党组织的正式一员。

-- 宁兴特钢集团  徐雄城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努力学习先烈的革命

精神，积极工作。遇到困难，坚持努力，勇于承担责任。争取早日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 宁兴恒骐  张奇伟

要以公司优秀党员为标杆，不仅争取在组织上入党，

更要在思想上入党，践行“四讲四有”标准，树立言行标尺，

影响更多优秀人员加入到公司的党员队伍中来！

-- 宁兴控股党委书记  高  屏

寄语入党积极分子：

一个好的团队，需要多方面的相互合作，坚守岗位，创新合作，

领导对员工的爱护，员工对领导的支持，这都需要党员干部起带头

模范作用。我们身为企业的管理者，深知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党的

文化和精神正是企业文化最好的模板，这次挺进大别山之旅，给我

印象最深的是洪学智将军，他以博大的智慧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解

放祖国做出伟大贡献，我们要向他学习，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坚守创新，

懂得奉献，并把这种精神传递给公司每一位员工。

-- 宁兴恒骐董事长  朱彩玲

控股党委对本次活动相当重视，作为车长，务必做到工作精心、

安排用心，行前组织开会，针对天气、行程安全等注意事项一一列出，

作出预警方案，各支部设微信群，保证信息畅通。组织好红色之旅

中各项子活动，例如在微信群发布知识竞赛题，红歌准备等。最后

希望参加本次红色之旅的全体党员同志能有感悟，在下一步工作中

以奋斗为本，创新并行。

-- 宁兴贸易集团副总经理  李军波

我认为车长的职责主要有：

1. 关注安全，是首位。出行前对交通工具、景区等都作了调查，

特建立四号车微信群，注意事项提前告知，多次提醒；

2. 注重融合。4 号车来自于 5 个公司，大家不熟悉，特选了 5

位组长，配合车长做好协调组织工作；

3. 学习和成长。组织好大家通过学习党建知识，唱红歌，走革

命先辈的抗战之路，提倡为共同目标奋勇向前的精神。

-- 宁兴丰田总经理  张  艳

党员如何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表率作用，我认为主要有三点：第一，

要做到“知”，学习和领会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学习和领会

习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以及公司的各项要求。第二，要做到“知

行合一”，要把学习领会的政策精神和工作要求，不折不扣地贯彻

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第三，党员干部要身先士卒，起好榜样带头

作用，真抓实干，敢于拼搏，敢于奉献，敢于创新，敢于突破。特

钢目前有 20 多名党员，300 余名员工，公司正面临转型升级和实

施三年发展规划的关键时期，党员同志要多学习、多提高，坚持不懈，

勇往直前，充分发挥表率作用，带动广大员工同志共同去实现我们

的目标！   

-- 宁兴特钢集团总经理  王文彤

 如何发挥优秀党员的表率作用，我认为一定要坚持务实创新的

理念。首先，要认真理解体会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明大势，

识大局；其次，工作上要实事求是，踏踏实实，抓好基础工作，稳

扎稳打，碰到困难要知难而上，勇于面对；再次，要做好传帮带的

工作，尽快培养公司的年轻员工快速成长，要给他们提供好的发展

平台。目前，金海处于调整发展的关键时期，要从模式、产品和市

场等多方面，开拓创新，找到一条适合公司发展的道路。

-- 宁兴金海总经理  吴伟中

每次参加控股公司组织的党员活动都非常有感触。我们的革命

先烈在革命年代坚守对党的理想和信念，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

我们现在虽身处和平年代，没有战火硝烟，但是商场如战场，也同

样会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所以我们也同样需要坚持对事业的追求，

秉承对党的信仰。

-- 宁兴控股财务总监  杨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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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志不已  耕耘不辍

今年双十一前夕，我们去了趟优贝物流公司，

施总刚给各部门经理开完双十一作战部署会议，看

到我们来了，露出和蔼的笑容，跟我们打招呼：“你

们来了。”他原本低哑的嗓音显得愈发沙哑，头发

变得更加花白，高高的身架也微微弯曲。是啊，这

是一位年逾六十的花甲老人，本可安心退休，含饴

弄孙，颐养天年。但他却为了公司的事业，依然坚

守在工作岗位上。

在优贝物流公司园区的一个角落里，有一间小

小的集装箱房间，走进这狭小的空间，一张简陋的

床铺几乎占去一半面积，床头边放置着一张旧办公

桌，桌上的一台电脑全天 24 小时显示着公司的监控

信息，这就是双十一期间施总的“作战指挥部”。

整个双十一期间他都要住在这里。

从七八月份开始，施总就开始为今年的“双

十一”进行谋划和行动。为满足备货储存场地，他

采用了对内提高库区利用率，对外扩张仓库租赁面

积的办法。先后对各库区进行库容整理、货物盘点、

 ——记宁波宁兴优贝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施伟

科学分类、合理布库、规范定位，有效提高和优化

了仓库的利用率。

由于公司发展快、新人多，为切实把公司的各

项任务和目标落到实处，施总既要做好公司全局谋

划，又要亲临现场帮带基层人员。为此，他常常夜

以继日、废寝忘食，言传身教做好员工表率。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和带领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为实

现公司的目标而拼搏。 双十一整晚，他通宵未眠，

来回奔忙于各个仓库之间……

今年下半年，为节约货物移动成本，老施总想

方设法整合社会资源，在现有仓库周边挖掘库源。

通过近半年的不懈努力，公司新增保税南区招商仓

11000 余平米，新租赁上善仓、全球邻仓、凌轩仓、

浙金仓、中远仓等库区面积 20000 余平米，为预防

库区不足，又挖掘库区场地搭建临时仓库 2000 余

平米。使公司仓库面积从原来的 50000 余平米增加

到近 80000 平米。也给宁兴优贝国际贸易的进出口

仓储基地提供了有力保障，为今年的“双十一”奠

定了扎实基础。

今年 10 月底，在施总的领导下优贝物流还完

成了公司最大的一条输送带的节能技术改造和重新

组装，该输送带从六楼直通一楼，改造后由动力输

送转化为基本无动力输送，为公司省下近 10 万元

的电费和维修费用。

年逾六旬的施总，工作热情却尤胜青年人。如

何使优贝物流发展壮大成为北仑第一，宁波第一，

甚至行业第一，一直是他思考和行动的内容。“老

骥伏枥志在千里”，在施总的带领下，优贝物流迎

来一个丰收年！

来自宁兴特钢的奋斗者之歌

2017 年，围绕宁兴控股“奋斗者之歌”的主题活动，宁兴特钢集团涌现了很多在不同的岗位上作出各自贡献的奋

斗者，在平凡岗位上为公司的发展作出不平凡的业绩者。我们选取了有代表性的优秀个人和团体进行歌颂，他们只是

众多特钢人的其中代表。在特钢集团的各个公司和部门，在我们的周围，还有许许多多像他们这样的奋斗者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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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兴特钢集团  沈月红

◎ 宁兴优贝  张向阳

唱段儿快板大家听

竹板打起来　说说咱特钢

转型升级促发展平台建设展宏图

你追我又赶先进人物聚满堂

争先又创优宁兴特钢谱新篇

新视野新思路

创新求发展平凡岗位展风采

敬业谋贡献奋斗者之歌唱九州

竹板打夸一夸

车间仓库换新貌一线工人树典范

先进模范李建刚 爱岗敬业肯钻研

能吃苦 讲奉献

精益求精做表率

仓库装卸精细化勤学苦练匠心存

默默奉献老黄牛 经验丰富样样精

材料摆放排排齐平凡伟大美名传

四川公司吉利嘉 一岗多能全面手

服务一线作贡献内勤出纳两头兼

笑脸相迎暖心窝热情待人恰春风

任劳任怨不计酬 哪里需要哪有她！

竹板声声响 再来夸一夸

先进许晶晶坚守质检心

技术检验把质量工作严谨显风范

坚守岗位十余载 保质保量来护航

排忧解难好口碑 技术服务宁兴牌

业务标兵周百江 市场业务齐开拓

领命踏上新征程 誓将市场作战场

八仙过海显神通敢打敢拼建新功

手中紧握军令状 甘洒热血献青春

广东中山张啸林 扎根市场最前沿

业务开拓排头兵 诚信立业树榜样

尽心尽责不松懈 效益年年创新高

跑业务 吃苦耐劳何所惧

拓市场 攻克堡垒建奇功

讲诚信 信誉至上口碑传

广东宁兴创佳绩 干部个个领头羊

竹板打心飞扬

宁兴梦我骄傲

圆盘锯铣机团队 自主研发谋发展

不气馁不放弃攻坚克难砥砺行

风雨路现彩虹发明专利填空白

精度优损耗低锯铣加工效率高

智能化搭平台 中国制造传佳讯

宁兴人有担当管理者做表率

言必行行必果深化职能促保障

江苏公司总经理 王军事迹人人夸

以身作则勇担当从不放弃是心声

加班加点促进度胸怀责任与使命 

市场开拓创佳绩 奋斗永远在路上

竹板打 大家夸

奋斗者夸不完 身边还有你我他

学习先进好榜样 奋斗者精神代代传

宁兴特钢绘蓝图 四大平台齐头进

产销研融生态圈 行业领军筑辉煌

宁兴控股大家庭人才辈出宁兴人

走过历史与今朝走过宁兴中华梦

开拓创新推动发展 共创共赢与共享

团结拼搏进取超越宁兴精神一路传

唱响咱的宁兴梦共同谱写新华章

风风火火生机勃勃科学发展创造梦想

要让那梦想——

永在宁兴舞台上舞台上



一支玫瑰，需要根茎和泥土的无私奉献，才能散发出沁人

心脾的芳香；一座桥梁，需要桥墩的支撑，才可以负载千车万

人的流通；一支乐队，需要全体人员的齐心协力，才可以演奏

出余音绕梁的华章；而一个企业的蓬勃发展，同样离不开每一

位员工的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爱岗敬业。

宁兴贸易集团的财务审计部是公司职能管理的神经中枢，

对公司信息能进行全面掌控，对公司战略规划、预算、资金管

理、内部控制、纳税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几年，在公

司领导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财务部结合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实

际，规范财务核算，提高服务意识，推动公司整体财务管理工

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取得了一定的荣誉，如在纳税精细化管

理，规范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方面都取得了相关荣誉证书。

所有辉煌成绩的背后，都离不开每一位员工的辛勤努力，

财务部有着不一样的鲜活个性，还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这

是个努力奋斗的团队！龚经理，谭经理，沈经理，还有已调离

的刘经理、石经理，他们是整个团队的灵魂，兢兢业业，用多

年的实践经验，扎实的财务专业知识，以及对企业不二的忠心

和出色的领导能力，在整个团队中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他们

以自身优秀的领导力和榜样力量，带领整个财务部的工作有条

不紊地开展，让年轻一辈的我们努力有方向，学习有榜样。作

为领导，他们不仅在工作中给予我们指导与帮助，更会在我们

迷惘时像一座灯塔，点亮我们前进的方向，她们是领导，亦是

忠诚敬业  齐心协力  无坚不摧
◎ 宁兴贸易集团  凌   俐

朋友！

陈文红、连勇、丁海燕、陈璐、贾潇晓——这些老师们扮

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不仅出色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还带领

好自己组的员工，培养出一个又一个优秀的财务人员。他们的

工作严谨细致，能从企业实际要求出发，不断加强财务管理建

设，提高服务意识，是财务部执着奉献的中间力量。

而其他年轻的同事们亦是整个团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仔细有加，他们以强烈的责任

心，跟着前辈们踏实的步伐成长着。工作之余还积极参加财务

论文比赛，在全省以至全国多次获奖，财务部也因此荣获最佳

组织奖。年轻有活力的他们在工作之余还不时给大家带来阵阵

欢笑声，使得日常的财务工作环境张弛有度，轻松愉悦。

一根筷子很容易被折断，但一把筷子就不容易被折断。同

理，只有一个团队齐心协力，那么这个团队才会变得无坚不摧。

尤记得自己刚大学毕业接手新的岗位时，业务不熟，操作缓慢，

几乎天天加班，同事们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专业上指导我，精

神上给我鼓励，那段时间虽然很辛苦但也却很温暖。

贸易集团的财务审计部就是这样一个团结奋斗、无坚不摧

的团队。有荣誉我们一起分享，有困难大家一起去扛，风雨同

舟，携手共进。我很庆幸，自己在一个共同努力、共同进步的

团队中茁壮成长，我愿用我的坚守与奋斗，和财务部所有同事

们一起谱写一首美丽的奋斗者之歌！

——小记宁兴贸易集团财务审计部

有格局 有态度 有高度

新公司要有新气象。今年以来，宁兴特钢集团江苏

宁兴天工管理团队始终秉承“共创、共赢、共享”的企

业宗旨，从公司定位、团队建设、市场拓展、内部管理

等方面对经营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有效落实。

◎ 宁兴特钢集团  王   军

通过日常工作会议、各条线会议及其他相关工作会

谈，强调江苏宁兴天工是天工模具材料在华东区的销售

平台，我们的团队一定要有格局、有态度。

除了日常的会议之外，公司利用管理团队和大部分业

务经理都统一安排住宿的有利条件，在正常下班后会不

定期进行座谈交流，把公司的发展思路、目标、要求等

向业务员进行宣导和沟通，让大家从思想上和内心深处

都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同时也进行集体的或者一对一的

经验交流和沟通，让业务员清楚地知道并感受到宁兴天

工是一个新起点、新面貌、新要求的公司，是一个讲究

团队精神的公司。公司强调所有销售人员必须要“有套路、

有格局、有情怀、会自省、会感恩”的做事，把个人利益、

工作业绩和公司的整体利益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管理团队进行分工，相关管理人员定期陪同片区业

务员挨家挨户走访客户，深入了解市场最前线的动态，

寻找新客户，挖掘新需求，转变被动呆板的工作作风，

形成主动迅速的工作氛围。

公司在销售中始终强调“目标刻在岩石上，方法写

在沙滩上”，坚定目标不动摇，通过积极主动的创新改

变来寻找并实现达成目标的方法。在具体销售工作中，

公司要求杜绝拍脑袋、笼统或大而化之的工作方式，以

市场即时信息、片区容量信息、具体客户采购信息等内

容进行科学分析再落实具体销售，形成“以数据指导销售”

的工作方法。

进一步发扬企业原有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同时进行

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在仓库管理中，公司要求一要

帐务笔笔清楚 ; 二要台账有条有理 ; 三要急销售之所急，

能够不计辛苦迅速安排吊装发货保证到货时间。在内勤

管理中，公司要求所有内勤人员必须擅于工作、擅于学习，

把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完成并能够向公司提出创新工作

思路和方法。

江苏宁兴天工正式运营一年了，一年来走过风风雨

雨，收获点点滴滴。这一路坎坷走来，江苏宁兴天工的

管理团队“不忘初心，奋斗前行”，用自己的行动努力

为两方股东递交满意的答卷。

——开启江苏宁兴天工新征程

1

2

5

4

3

清晰有力的公司定位

团队精神的宣导与宣贯

发扬传统，创新管理

强调目标不变，方法可变；数据分析，指导销售。

深入市场一线，及时了解信息动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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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兴贸易集团  邹闰苗

众所周知，服装业务看似简单，却是所有外贸业务中最

琐碎、最锻炼人综合能力的行业。从事该行业多年，我也深

刻体会到工作积极性和执行力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性。

以我们部门为例，我们丹麦 BESTSELLER 客户旗下

的 ONLY PLAY，是一个新开发的时尚运动品牌，因为是新

品牌、新供应商，在长达 8 个月的磨合期，不停打样，重

打，先后换了三批跟进人员，出去将近 300 件样衣，却几

乎全军覆没，小辅料不配色，面料品质不满意，寄样时间赶

不上，任何一个再小的问题都能成为客人拒绝样衣的理由。

面对如此高要求的客人和新一季又要开发 20 个款 600 件样

衣，而却又没有大货的局面，我们的信心几乎消磨殆尽！最

后大家还是一咬牙坚持了下去，总结经验，重组团队，由同

事 Lina 负责开发。Lina 事无巨细，认真负责，执行到位，

又历经三个月的打样期和 4 个月的销售期，终于迎来全部款

式中标的大满贯！而最近三季打样款式不仅连续上了 ONLY 

PLAY 年度杂志封面，宁兴更是成为他六大核心供应商之一，

已基本实现了四季循环下单的良性发展。

这件事对我们的触动非常大，我们不由想到，同样一份

工作，同一个客人，同样的要求，仅仅只是不同的人来操作，

为什么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为什么有人能做好，有

人又做不到呢？经过深刻反思，我们得出如下的总结。

首先，工作态度决定工作成效。一个战略决策再完美，

也要靠实际操作人员百分百地无折扣去完成，面对困难和客

人的要求，假如自身不积极主动执行，先打个 8 折，工厂怠

慢，再打个 8 折，最多只能出来个勉强及格的产品。只有我

们自己首先有一个对错误零容忍的态度，才能促使工厂跟紧

我们的步伐。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必须投入百分百热情，竭

尽全力，坚持到底，方能尝到胜利果实的甜美。

其次是执行的准确性，换句话说，就是量化目标和要求。

通常设计师有时也会给我们一些模棱两可的意见，比如颜色

稍微偏红光一点，又或者修身一点，而我们不能这样直接给

工厂，偏红多少百分比，修掉多少厘米，明明白白用数据告

诉工厂，以避免理解力的不同导致结果的大偏差。当然，前

提条件是，我们必须有扎实的业务功底和对客人要求的准确

把握。

另外，执行也是有时效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赶不

上销售会议，做再漂亮的样衣也是徒劳。所以设立目标，定

好时间表，紧紧跟进，并有效监督追踪非常重要。计划和实

际通常都会有偏差，及时发现问题，提早采取相应举措来纠

偏，才能保证整体在既定轨道中运行，实现既定目标。

最后奉上我们服装界的名言：No Excuse，没有理由，

不找借口，办法总比困难多。只有用心经营，加强执行，才

会逐步凸显我们团队的竞争力，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和公司价

值的双赢。

办法总比困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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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普通的宁兴人，他是一位奋斗在业务一

线始终信念不改、砥砺前行的宁兴人，他是我们服装

部门的业务经理 ---- 闫新征。2001 年大学毕业进

入宁兴至今已有 16 个年头了，英语专业八级的他有

一口十分流利的英语，他经历过外贸的春天，也经历

了外贸的寒冬。前些年，我们业务部也由于内外部的

各种因素，遭受了许许多多的挫折，业务部的业绩不

断下滑，在这些十分艰难的日子里，闫经理没有一丝

浮躁之气，更没有放弃，他就像他的体态一样稳重、

踏实的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地摸索，不断地挖

掘，探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他的行动就像一种无声的

语言，变成我们部门的“定海神针”。终于，在这两年，

在闫经理的带领下，我们不但维持了原有的重要客户，

还探索出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合作模式，部门效益也直

线上升。

抛开固定模式，走向合作和引导。在过去的业务

活动中，更多的是以客人为主导的开发模式。以我们

原先擅长的针织绒衫和梭织夹克系列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来说，基本都是配合客人的开发，按照其要求和价

格定位寻找合适面料，安排打样。近年在与意大利品

牌 Diadora 的接触合作中，在闫经理的带领下，组内

各位同事积极转变思维方式，配合客户开发新型面料

和新款式，从过去的跟随者渐渐转变为合作者，甚至

突破自我 开拓创新 砥砺前行

◎ 宁兴恒骐  张   蕾 

引导者。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双向的沟通，共同进步，

才是合作发展最好的模式。

凭借多年服装外贸从业经历，在深入了解客户品

牌的理念和消费群体之后，结合当前国内实际市场的

需求，闫经理联合公司设计团队，推出了一系列适合

网络销售，符合国内外审美需求的运动健身产品，建

立了我司自主品牌 Glamfit 阿里巴巴海外店。主要销

售时下流行的 RUNNING 系列 T 恤和紧身裤，室内

有氧运动的 Bra Top、Yoga 服饰等产品。

勇于突破，大步走出去。由于近年来宁波周边工

厂的工价上涨以及生产空间的相对饱和，在业务量不

断增大的情况下，为保证业务的良好推进，闫经理开

始寻求与内陆省份工厂的合作。根据我们现有订单的

不同类型，结合工厂擅长的产品领域，先后在江西、

南昌等地找到稳定的合作工厂。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寻

找新的合作伙伴，确保订单的顺利完成。

“我希望我们整个团队可以共同进步。我会带领

你们，只要你们肯拼搏，一定会有好的成果。”掷地

有声的一句话也极其符合他的风格，让我印象十分深

刻。今年是我进入宁兴恒骐的第七年，也是跟着闫经

理奋斗的第七年。我始终坚信：在这样一位始终积极

进取、勇于开拓创新的领导带领下，我们会越来越好，

走的越来越远。

——记宁兴恒骐业务经理闫新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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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平凡中绽放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佛家这句话道出了平凡

的极致，告诉了我们人生的最高境界便是由平凡到不平凡。

作为一名连续 3 年被公司评为优秀员工的业务员—杨永春，

她总是说，其实我只是平凡的做着自己本该做的工作而已。

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肯吃苦、善钻研，从一

名普通的业务助理成长为业务员，再到一个业务团队的管理

者，由于业务组三位都是女将，所以作为业务员的你，可谓

是身兼多职。平时新产品的报价、产品出货前的验货、陪国

外客户去工厂，可谓是没日没夜，几乎每天都马不停蹄的忙

碌着，每次国外客户拜访，少则三五天，多则一两星期，白

天你陪着客户奔波于各个工厂，有时候你一个人一天开车就

是几百公里，但是晚上还继续加班到凌晨，有时候明明已经

累到躺床上休息了，可看到手机上有邮件进来，你还是会忍

不住爬起来，把邮件回完你说客户最重要，工作第一，正是

这种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得到了客户的肯定，业绩不断攀升。

◎ 宁兴云  叶   聪 

在巩固老产品的基础上，你始终以创新的思维，不断发

展新产品，不断寻找新客户，开拓新的市场。佩服你一个人

带着几大箱子样品去国外参展，虽说短短几日的展会，但是

前后准备可能就要花上几个月，前期的展位确认，样品准备，

产品宣传册设计等等，到后期的展会客户的跟踪报价，开发

一个新客户少则半年一年，多则几年，但由于你对产品业务

的熟悉，对客户以及市场的了解，成功开发了越南不锈钢市场，

并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得到了公司领导的认可。

除了工作努力，平时的你，跟同事关系融洽，节假日，

总会收到你为大家准备的小礼物，这次知道有同事快生日了，

更是早早的为同事预定了生日蛋糕，你说平时大家都这么忙，

偶尔有个小惊喜是应该的。你总是说，我之所以能取得现在

的业绩，离不开大家共同的努力。

2017 年，你已加入宁兴这个大家庭十年了，从你身上我

们看到了最美宁兴人的风采，创新、坚守、奋斗！

吴华国，宁兴特钢集团江苏宁兴天工仓

库主任，一个普普通通的宁兴人。2011 年，

吴华国从宁兴特钢集团本部来到上海公司负

责车间仓库工作。六年来，他在岗位上兢兢

业业，任劳任怨，为上海公司和江苏宁兴天

工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车间仓库的管理与安全向来是公司关注

的一个重点，从硬件设施的配备到人员的任

用，都是慎之又慎。一旦成为仓库管理人员，

肩上的担子要着实的重一把。

上海公司每月要进出一千多吨材料，平

均每日进出材料有五十多吨。每件材料的重

量从几十公斤到几百公斤不等，型号规格上

千种，都要一一分清。随着公司客户的增加

和需求的扩大，材料进出货量也日趋增加，

到货次数逐渐频繁，而且一次到货量也随之

增多。每次到货，少则十几吨多则上百吨。

货一到，入库、录单号、记钢种规格、统计

重量及合理放置等一系列工作接踵而来。吴

华国要负责把所有材料放置整齐，各种型号

规格一目了然，事情繁琐且任务繁重。但他

不论严寒酷暑，只要有货到、有客户提货，

就跑上跑下地开始卸货装货。尤其在炎热的

吴华国

夏天，仓库里闷热，一会的功夫就大汗淋漓。

可为了尽快地完成入库出货，他没有喊苦喊

累，也没有要求休息，而是抓紧时间干活。

为了及时给客户安排出货，他甚至经常一个

人在仓库加班加点，直到给客户发完最后一

支材料才放心地离开。

除了完成每天的入货出货任务，车间仓

库的安全也是公司的重中之重。为了确保安

全生产，他平时经常检查仓库及相关设备设

施的电源电线，每天下班前还要仔细检查一

遍仓库，确保安全无恙后，才会锁好大门放

心离开。

为了保证库存账目的正确、真实，每天

工作的时候他都会按钢种仔细地卸货，整齐

堆放，核实每批材料的重量并认真记录，发

现错误及时向公司上级领导汇报。

在大家看来可能这就是一些小事，可就

是这一点一滴，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

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从未怠慢过一点工作，

从未放弃过一点小事小活 ! 他想方设法使自

己的工作做到更好，默默地承受着各种压力，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就是他，吴华国，一

个普普通通的“宁兴人”！

◎ 宁兴特钢集团  李   跃

一个普普通通的宁兴人

执着坚守 绽放光彩
 ——致在余姚宁兴奋斗的岁月及同仁们

◎ 国机宁兴汽投   陈营营

没有狂暴的风沙，就没有壮观的沙漠。我一直深信：坚

持自己梦想并一直努力的人总能绽放出令人敬佩的光彩。

去年 12 月，稚嫩的我走进了余姚宁兴丰田这个大家庭。

冬天的夜晚来的格外早，到了下班时间，天早已乌黑，走到

室外，回头却发现公司仍是灯火通明，像黑夜中一座指路灯塔。

是什么让同事们不早早回家，放弃了家中热腾腾的饭菜呢？

我想，是梦想吧！

酷夏季节，车间员工每天早上一开工就已是大汗淋漓，

他们曾中暑、发烧，但都咬牙熬过了一个又一个让人又爱又

恨的夏天，是什么让他们耐受住这份艰辛？我想，是执着吧！

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吃午餐时总是少了一个身

影 ---- 因为忙碌，肖总经常一次又一次错过午餐时间，甚

至是妻子生产的前几天，他都没有时间陪伴在她们身边。是

什么让深爱妻儿的他坚守在岗位上？我想，是责任吧！

一天，偶然间在一本杂志中看到一个词汇“芭蕾脚”—“你

只看到了最好的我，但你怎知我为此曾付出多少伤痛？”

我想，我们身边这么多优秀的或平凡或不平凡的工作者，

他们地默默奉献，铸造了公司的光彩，执着坚守就是对他们

最好的诠释。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当你选择了奔向美好的远方，就

风雨兼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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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有个梦想希望我能想天上星星那样耀眼明亮，毕业

以后懵懵懂懂的我不断地学习、不断跌倒、不断进取。

2016 年 1 月，进入恒骐业务一部，怀揣着远大的梦想，

我这个小白的人生就此拉开了新的篇章。

刚进公司我负责销售样部分，如果把大货比喻为大军，

那销售样就是突击队。交到我手上有 54 个款式的 4000 件推

销样，

当我们给面料供应商下了订单之后，却发生了最最可

怕的事情，离交货期还有半个月，面料竟出了问题，那种当

头喝棒的感觉至今都记忆犹新，就像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了下

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把事情的原委告知了我

们部门工作组，大家直言不讳的指出我工作中的漏洞，我悉

心接纳。此时，老同事徐哥对我拍拍胸脯说：“面料的事情

交给我”，话音刚落，他便马上定了周末去面料商城市的车票，

牺牲了一个双休的时间，终于带来了好消息，面料商同意分

批将面料发给我们。

3 吨面料一共分成了两批，先把最急的面料赶出来并且

周一连夜运过来，我约了车准备晚上 8-9 点和帮忙的同事一

起去拉面料，此时，部门经理说：“晚上我也一起去”，那

一刻我突然热泪盈眶，重压之下紧张的心情被部门经理这一

句简单却暖心的话深深感动。事出紧急，找不到车的徐哥只

能拜托朋友帮我们的面料拼车过来并约定在就近的高速出口

卸货，小山高的面料堆到高速路边，每袋都有几十公斤，部

门经理和帮忙的同事一头扎进了面料堆里，一袋袋面料靠着

我们手拉肩扛，终于慢慢着陆在我们的车上，一袋，二袋，

十袋，二十袋……

“我是一个会跟你们一起冲的领导，绝不会让你们孤身

奋战，因为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此时，我的脑海里闪现

出部门经理曾说过的这句话……也正是这句话，让我们几个

队友像填满燃料的导弹，拼命向前冲。

那段时间，我们工作组的同事每天都最早到公司，最晚

回家，每天筋疲力尽，沾床就睡。早上睁开眼，脑袋里便开

始转动着工作的细节……爸妈心疼的嘟囔：“别人都每天准

时下班，你一个小姑娘家家何必搞得那么累。”我一笑而过，

心里想的是：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也是一份事业。

整整半个多月的加班加点，终于把这一批推销样送了出

去，身体真的已累到极点，但内心却收获满满。感谢让我遇

到了这个不抛弃不放弃精诚团结心比金坚的团队，感谢宁兴，

感谢公司创造的积极向上、奋斗拼搏的环境，感谢部门经理

的带领，感谢小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也感谢自己的努力。

美丽的东西千千万万，却没有一样比年轻更美丽；世界

上珍贵的东西数也数不清，却没有一样比青春更为宝贵。我

们这个团队还很年轻，多数都是年轻人，我们还有许多许多

的梦想等着去实现，我们只有发愤图强，努力耕耘才能做到

无愧于青春，无愧于人生。 

在奋斗的路上，我感觉我浑身充满了力量！

 ——宁兴恒骐服装业务一部点滴小拾
◎ 宁兴恒骐  韩   露

来自最平凡的岗位

先从小邓的名字说起吧，小邓的大名叫邓生发，然而

不知什么典故，我们都亲切的喊他毛、毛工、毛总管或者

毛总，甚至时间一长有时候都忘记的他的大名。为什么称

他为“总”，因为我们库区的后勤方面的事情都得他管，

小到卫生间的手纸，大到吃饭的大问题都离不开他。有同

事开玩笑说，宁兴液化的库区离开谁都成但是不能少了小

邓，小邓自己也总是任劳任怨，乐呵呵地做很多他工作岗

位职责以外的事情。

小邓虽没有读过很多的书，但他很愿意学习，积极要

求上进。公司有些岗位需要的场内机动车驾驶证、危险化

学品上岗证、特种作业监护证等等，他都拿齐全了，接下

去还要去拿口岸限定区域通行证等等，事实上小邓已经慢

慢成长为罐区的全能手了。

小邓的老家在重庆的小山村，农村人的质朴造就了小

邓踏踏实实干活的品质。他利用工作的闲暇时间，把公司

公司罐区的绿化做的是有生有色，栽种了葡萄、无花果、

枇杷、梨树、桃树、桑树等，还种了时令的蔬菜，尤其是

辣椒，当我们的外卖不合口味时，小邓的腌辣椒是最下饭

的，让我们感受到一股浓浓的家的味道。

10 年前，小邓进入宁兴液化这个大家庭，作为一名

清洁工，每天扫扫地做点清洁卫生，而且工资也很低。他

很羡慕 “正式”工人的工作，慢慢地，用心的他学会了

◎ 宁兴液化  姚建华 

一些日常的危化操作和简单的设备维修，再加上小邓肯干、

不辞辛劳的特点，一句话，哪里需要他就会出现在哪里，

干完自己的本分工作就加入其它部门的工作，总感觉没闲

着，灌桶车间的生产现场、设备维修现场、工程施工现场、

安全演练的现场总是看见他忙碌的身影。为了做事情的方

便快捷，他自己省吃俭用考了机动车驾驶证，从此来回办

公室和生产现场的道路上经常看见小邓飞奔的身影，就是

这样，小邓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着自己。公司没有忘记他，

没多长时间，公司就把小邓的待遇提高到生产操作一线工

人的同等待遇，公司需要这样默默无闻又甘于奉献的员工。

小邓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重庆老家有年迈父

母亲和孩子在读书，他每个月坚持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抽

出很大一部分寄回老家赡养父母、保证孩子的正常学习。

他们夫妻俩在镇海租了一间民房，妻子身体很差，经常患

病，小邓还要洗衣做饭，种地种菜，无微不至照顾生病的

妻子，从没有怨言，虽然家庭的压力比较大，但是小邓总

是乐呵呵的，从不把这种情绪带到工作岗位。当然小邓也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定期购买福利彩票，每周他都会买但

是买的金额相当小，我想小邓一方面为福彩事业做出应有

的贡献，同时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祝福他的生活越来

越好。

默默奉献 用心成长，
青春，在奋斗里闪光



You Will Be 

初次接触这个客户是我迈出校园走进公司的那时候。记得去

拜访客户的时候，飞机是到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到客户的公司还

有四五个小时的车程，遇上堵车那就更加说不好了，而这四五个

小时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考验，因为有很大一段是山路，而且是

弯度极大的山路。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大概坚持了一半的路程，吐

得稀里哗啦；第二次去，我有进步了，眼看着快到了，我实在是

坚持不住了。司机非常的绅士，又是找餐厅让我休息，又是慢慢开，

嘘寒问暖，客户还打电话来交代司机一定要注意开车，让我能舒

服点。其实我觉得司机已经开的很好了，技术和人品都是一等一

的，是我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们还是很照顾我的情况，虽然身体

不舒服但是心里是很温暖的。

几年前客户就说要开发新的产品，因为现有的产品都比较成

熟了，那时候都是设想。直到去年，他们来广交会了，一共来了

五个同事，一位总经理、两位工程师、两位销售，都是彬彬有礼。

广交会的时候，客户一行分两组，在五天时间内几乎走遍了

所有他们想看产品的摊位。客户之前说过，新的产品到时候还是

通过我们来做，第一次地毯式搜索工厂的时候，因为杜总比较忙，

不可能陪着一周，所以客户要求我陪他们一起去，提高效率，在

最短的时间内走访最多的工厂。我们一起跑工厂，由于担心自己

的专业知识不够，很多产品看也没看见过，我就本着学习的心态

一起记录。

展会最后一天，客户给了我一叠的名片和样本，然后告诉我，

这些工厂是他未来一周想要去拜访的，让我联系一下，然后安排

一下路线。我有点傻眼了，乍一看都是我们平时没怎么采购的地

方，人生地不熟，咋办？……但是这个事情，我只能自己做啊，

没人帮我解决啊。于是我一家家打电话问，联系，百度地图找，

还要尽可能近，方便各家工厂的接送，都要衔接好。

其实有些事情是看着可怕，你真的投身去做了，慢慢的也会

理出头绪，我做了份草稿给客户，吃晚饭大家一起讨论，一起研究。

在接下去的几天都还挺顺利的，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早上九点出

门，晚上工厂下班没人了结束，中午几乎不吃饭，我都是让工厂

◎ 宁兴金海  葛碧琴

 ——记我和我的罗马尼亚客户

随意准备些小饼干解决下，一天 4-5 家的看。客户其实还挺仔细

的，虽说是地毯式搜索，但是每到一家工厂都会给工厂讲解下自

己的公司概况，放个 PPT，然后工厂的生产流水线是必看。我在

一旁引导，记录，我感觉自己像个小导游，暗暗地想我还安排的

不错，客户还挺辛苦，一般一天四五遍公司简介说下来估计也快

傻掉了。

有一天早上，我起床去吃早饭，客户也在吃早饭，他看见我

过来了，示意我坐下，寒暄过后，他和我说，他今天身体不舒服，

中耳炎发作了，恐怕出不了门了，要在酒店休息，“You will be 

our group leader”。

啥？我有没有听错啊，当时我有点蒙，我在考虑我该说啥的

时候，客户问了我一句“Are you afraid?” 我立马说没有没有，

我会做好的。然后他又说了，你很棒，所以你才会和我们在一

起。我突然感觉脸好热，好像很久没被夸了，一时间如此被客户

信任，有点接受不了，好感动，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他们都很棒，

我不够好，而且客户还有四位同事啊，都是销售经理，技术经理

的，你们一个个都那么强大，我那么弱小……但是领导居然想到

了我，瞬时我觉得身上有几万斤的担子……原来我根本就不应

该把自己当做是小导游，客户把我放在那么重要的位置，我怎么

可以把自己当一个小导游呢？我代表的不仅仅是 KINHIL, 更是

MELINDA 啊！

带着这份沉甸甸的被信任感，我们完美地完成了新工厂的搜

索任务，客户临行前也是对我表示了肯定，七天时间大大小小走

访了近 35 家工厂，还要在不同的城市周转，在往后的日子里，

客户说起这个数据的时候也是一阵自豪。

而我每每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人有时候就不能太

低估自己，要向前看，别人很优秀不代表你不优秀。在工作中要

灵活转换自己的身份，没有人什么都会，没有什么困难是走不过

去的，你试着走走看，分析分析，其实它也没那么难。

笑着走我们的每一天！

Our Group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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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1 月份，我们宁兴优贝携手日本大河实业作为参展商

参加了第 19 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这是国内最成熟、影响力最大、

规模最高的行业盛会，而我有幸作为工作人员随行前往，非常激

动和兴奋。

这是我第一次以参展商的身份参加零售展，对我来说是一次

全新的体验，我带着边旅游边工作的小心思与同事一同奔赴展会

地重庆。谁知一下飞机就被拉到展馆开始布展，搭展馆、搬货物、

贴中文标签、陈列产品……一天下来，出发前的小欣喜已被一身

的疲惫驱赶得无影无踪。奔走了一天的双腿已失去了知觉，嗓子

也干涩得冒烟，感觉整个脑子都快爆炸了。但看到我们的“日本馆”

被陈列得井井有条、充满特色，不禁充满了成就感。

为期三天的展会，我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站”，从开馆站到

闭馆，中间不能坐下，实在撑不住可以稍微离开工作岗位休憩一

小会儿。直站得我把重心从左腿移到右腿，又从右腿移到左腿……

一天下来，两条腿已沉得像两条木头。可是偷偷瞟见旁边的日方

工作者，奇怪得是他们始终身姿挺拔地站立在展柜前，对客户笑

脸相迎，看不出丝毫疲累之态。尽管他们的中文不是那么的熟练，

但是他们还是努力地用自己所学的词汇向每一个驻足的客户介绍

产品。钦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我的工作之二是“说”，只要有人来到展柜前就要说，热情

地欢迎他们品尝我们的产品并向他们介绍我们的产品。这次展会

上我们的主打产品是卡乐比水果麦片，除了告诉他们这款麦片可

以直接食用外，还要为他们添加牛奶或酸奶让其进行比较，同时

还不忘告诉顾客，这款水果麦片有多种食用方法，有别与其他普

通的麦片。如果遇到了对我们产品比较感兴趣的客户，除了向他

们介绍我们产品的进货渠道和优势之外，还需要了解对方做的渠

道是什么，公司规模如何，是流通还是做商超，对我们公司的哪

款产品感兴趣……因为本次展会盛大，来访人员非常多，后台业

务人员并没有太多的交谈时间。于是我们前台负责试吃的人员还

需要在第一环节帮助业务人员筛选客户，如果遇到业务人员太过

繁忙，没有时间进行交谈，我们就留下对方的名片并把业务人员

的名片留给对方，以便后续跟踪联系。

这次展会我也有幸见到了日本零售大王卡乐比 CEO 松本晃

先生，我们笑称他为可爱的吉祥物“小老头”。松本社长在展会

的交流会上做了演讲，很多客户都慕名前来我们的展馆与他合影。

尽管人数非常多，松本社长仍然对来访客户一一鞠躬握手，礼貌

有加，并和他们拍照留念。在休息的时候，松本社长就坐在会谈

桌上品尝自家的产品，吃得津津有味。我们开玩笑说：“看来社

长是真心喜欢自家的产品，吃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厌倦。”正说着，

又来了几位客户想合影，社长就立马放下食物起身拍照，拍完照

就坐下来接着吃，活脱脱一个可爱的“吉祥物”。

通过宁兴优贝及日本大河实业的通力合作，在多家日本品牌

方的积极参与支持下，此次参展工作取得圆满成功。这次参展的

经历对我来说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让我收获颇丰，从笑对

客户、有礼接待到介绍产品、交换名片……都大有学问。三天的

展会已经结束，而我学习的脚步却不能停止，公司在不断地发展，

我们也要不断充实自己，努力跟上公司前进的步伐。

“心”体验
◎ 宁兴优贝  汤嘉嘉

——记与上海爱知锻造的合作故事

2015 年春夏之交，宁兴特钢集团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

爱知锻造有限公司拉开了合作的序幕。 

上海爱知锻造隶属于上汽集团，主打产品为汽车曲轴和连杆

等锻件。前期生产用的模具钢以国产 H13 系列为主，虽可以保证

生产，却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产量与产品质量提升之需求。

我方了解情况后，立刻展开内部调研讨论，果断确定了海德

钢研 NOS 430 的试用计划。然爱知虽在沪上，却有日系血统，

较为保守，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深入了解到对方的担忧顾虑后，

我方大胆决策，不仅在产品寿命上对其预估与保证，让其看到

NOS430 的闪光点以及可以带来的巨大效益，并顶住压力签下“不

平等”的技术协议，还在后续的材料备货配送以及技术服务上拿

◎ 宁兴特钢集团  邓国煜

从陌生变成无话不谈的老友

出确实可行的方案，了却其对于最终产品的质量与交期的担忧，

最终确定了产品的具体试用计划。

但试用只是开头，双方的合作并不可能一蹴而就，期间我方

销售与技术人员定期和不定期的去爱知观察使用情况，及时了解

现场出现的状况，并协助爱知一起发现并解决潜在的问题。数月

之后终见成果，不仅爱知对我方材料使用效果满意，并且对我方

人员的服务认可，从陌生路人逐渐变成无话不谈的老友一般。

今年以来双方合作逐渐步入正轨，爱知主动提出修改之前的

技术协议，以公平示好，且定下付款计划等商务协议，希望加深

加强合作。然而我们并未敢矜功自伐，毕将一如既往，殚智竭力，

争取未来双方合作更上一层楼，早日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展会  



◎ 宁兴金海  杜   玮 王尚洁 陈晓敏 包佳玲 顾聿恋

我只是大学校园里怀揣梦想的学生，编织着外贸人的梦想，

一年前，我通过面试迈进了金海的大门，与金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还记得那时对于外贸报关，业务这块都不熟悉，emma 姐

和小葛姐她们都是手把手的，一步步教我，我记性有时候很差，

前一秒讲的事我可能后一秒就忘了，会重复的问，而她们也会

不耐其烦的教我，还有每一位对我有过帮助的同事，在金海的

一年里，循循善诱的领导、对专业倾囊传授的前辈，每一个都

是我的导师。让我时刻感觉到金海大家庭的温暖和幸福相伴的

味道，而这种幸福的温暖又成为我辛勤工作的动力。

宁兴金海大家庭

老妈问我，你们公司有人抽烟吗？没有，我毫不犹豫的回

答，入公司十载有余，从没见过有同事在办公室甚至走廊抽过烟, 

不是说没有抽烟的人，而是大家出于自觉，更是同事间的关心

和爱护，创造了这个良好的办公环境。“人”字是相互支撑的

结构，“爱”就是这个人字的粘结剂，这份爱平日看似平淡如水，

波澜不惊，其实早已细流般融入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

作生活中。我有次生病，请假好几天，不单是我们部门的同事，

兄弟部门的同事也会来电来消息问我的病情，这股暖流顷刻让

病好了大半，我师父更是把我的活都干了，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安心养病；在电梯遇到领导，领导总会主动和我们打招呼，亲

切地问我们家住得远不远，上班方不方便，一点没有架子，让

人如沐春风。宁兴金海不仅是一个公司、一个集体，更是一个

充满关爱的、和睦的大家庭。

这些天，当那些老照片呈现在眼前，看着画面中青涩的面

孔，一幕幕回忆浮上心间。从第一天踏入公司，就和这个团队

结下了不解之缘。工作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大家请教，得

到帮助。有关财务的，找飞姐。图形处理，有丽丽呢。昨天，

毛毛还帮助我们客人订了机票。业务上的问题，部门内部，兄

弟部门，大家都会尽力相助！线长还会鼓励我们，“胆子放大，

辣辣弄跌，莫比哈萨”！说起“线长”这个称呼，还是有历史的。

当年一个工作组是一条总机，若干分机，掌管总机的组长就被

称为了“线长”，流传至今。

记得若干年前，当我们都还没有车时，大家一起搭车上下

班。天南地北地聊聊天，一天的紧张烟消云散。在宁兴金海，

我们就是这样忙碌并快乐着！

金海，张旦恒，宁兴响当当的跨界花旦，也是大家口中亲

切的“张导”。 无论是名家越剧、传统甬剧、宁波滩簧，还是

朗诵、民舞、主持，她都能信手拈来。而她，也像一面镜子，

让我们看到金海人的自信、活力、团结与上进。

就是她，带领着金海的兄弟姐妹，为宁兴的年会献出了一

次又一次满堂喝彩的精彩演出。每年年末，她都会仔细为金海

挑选最为合适的节目，一群可爱的兄弟姐妹就会义不容辞的响

应排练号召。张导手把手的教，她们就一招一式的学。一群并

没有才艺基础的兄弟姐妹，自愿放弃午休、延迟下班、牺牲周

末一遍一遍的排练，只为了宁兴年会上代表金海的惊鸿亮相。

一次次经久不息的掌声、一本本金灿灿的奖状，就是对我们最

好的褒奖。

文化展现只是金海人面貌的一个缩影，在工作内外，还有

金海人更多凝聚力的体现。

大家都知道，外贸是个技术活，既要懂产品，还要会外语；

既要能算帐，还要会接待。公司从各个方面给各级员工进行了

全方位的培训。我们每个人都像一块海绵疯狂地从中汲取知识

的营养并得以不断的成长。

金海人有太多的榜样，无论是公司元老，还是各级管理，

在外贸行业摸爬滚打了十余年已是司空见怪。他们在挑战前，

敢为人先；在困难前，勇挑重担。在工作中，一丝不苟；在生

活中，平易近人。无论在何时，我们都能在身边找到一盏明灯，

指引我们前行。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融入集

体才能释放更多的能量，金海正是因为有着强大的凝聚力，才

能让大家众志成城，一起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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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并快乐着的

奋斗者之歌主题活动

THE SONG OF 
THE STRIVERS

热爱生命，勇于担当，是奋斗者对生命

最虔诚的敬仰；把擎事业，尽忠职守，是奋

斗者一生默念的华文；创新开拓，砥砺前行，

是奋斗者永远坚执的方向。勤奋、拼搏、团

结、奋进的宁兴人在 2017 年“以聚焦和专

注的力量”匠心坚守，深耕专业化经营，“以

奋斗者为本的精神”创新提升，迸发创业创

新激情，保持发展定力，增强发展活力，凝

心聚力共谱一曲高亢的奋斗者之歌！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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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工作压力的不断加大，很多人的心理都发生了微

妙的变化，有些甚至发展成了心理疾病，而职业女性比例占了

不少的比例。其实，有些心理疾病都是无形之中悄悄的缠上我

们的，而且绝大多数的心理疾病还会引起一系列的生理方面的

问题，让我们误认为是身体出了状况，其实很多都是“心病”，

俗话说：心病还需心药医，我们只有随时调整自己的心态，让

自己时刻保持良好的状态，工作生活上的烦恼能够大部分的消

灭，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做最好的自己。

-- 国机宁兴汽投  冯   超

《遇见未知的自己》告诉我们，生命的困顿转折是建立内

在力量的最好时机。问题和困境不是来找你麻烦，而是来帮

助你，帮助你找到你自己，帮助你内在成长，变成一个更接

近你自己本质的人。而大部分的人碰到困境时，都有很多

的埋怨、躲避、压抑，但真正有智慧的人会从中找到成长

的契机。
-- 宁兴优贝  王   璐

做好自己的都市身心灵修行课，首先从认知真实的自己开

始，了解真实的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为之努力，如果遇到困

难，不是逃避或沮丧，而是要勇敢地直击和解决。诚然，这些

并不能一蹴而就，也并非一朝一夕的修行，一个人的心理是在

长期的成长和经验中逐渐形成的，一个健康顽强的心理状态的

形成也需要长期的坚持和潜移默化。但当你受到大浪的冲洗，

当你在人生的小低谷时，请不要沮丧，也切勿逃避，勇敢地迎

风破浪，勇敢地攀向高峰，你的付出定会有回报。

-- 宁兴贸易集团  蔡玲晓

每次活动除了活动本身之外，于我们

而言还能见到宁兴大家庭下的其他分公司

的朋友，感觉那是一场小型的年会，大家

欢笑、拍照、记录下在宁兴美好的每一刻。

-- 宁兴涌优  徐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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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花，一本书，一场春景，一席

话语……宁兴这个温馨的大家庭祝愿所

有的女性员工在自己的节日能够“拥抱

春天，绽放美丽”。

拥抱春天·绽放美丽
——宁兴控股三八妇女节活动有感

短短的半天时间，宁兴姐妹齐聚一堂，在柔和的灯光、轻柔的音乐下，

有鲜花和精美茶点的陪伴下，分享了一场宁波美苑医学美容集团董事长马肖

琳女士做的“职场女性形象塑造和提升讲座和演示”，如何穿适合自己的服装；

不同场合化什么样的妆；女人如何保养身体…保持外在美丽，做个自信女神，

小小的幸福感会油然而生。
-- 宁兴贸易集团  高   原

宁波市第一医院院长阮列敏女士给我们做“职业女性心理健康讲座”。

这是一场心灵的修炼，帮助我们调整内在的我，以更积极乐观、豁达的心态

去拥抱生活。
-- 宁兴特钢集团  李   纳

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个角色，职场女性、父母的女儿、孩子的妈妈、爱

人的妻子……每天忙于生活忙于工作，很多时候会忘了本心，被太多的外在

的人、事物所左右自己的情绪。市场上也有千千万万的心理学的书籍，剖析

人心，教你如何舒缓。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你需要内观，觉察你的内心感受，

明白所有的外在影响你，都是你自己的内心变化。只有内观，感受到自己的

情绪变化，静静感受这种能量变化，才能在各种情绪下还有自在的能力。

-- 宁兴海鑫  翁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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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读者、工匠、摆渡人
-- 宁波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宁波市政府原副秘书长 陈国强老师

读书最大的乐趣是能激发自己的好奇心；能穿越时间空间，与智者交流；能突破鼻尖视角，

跨界创新；能言传身教，潜移默化身边人。
-- 宁兴贸易集团副总经理  张   磊

希望全体青年能向老师们学习，坚守最初的梦想和情怀，静心读书，并结合工作生活学以

致用，坚持多读书，读好书，努力做一个有温度、有深度和有宽度的宁兴人。

十里红妆书店创始人、“叶辛文艺大师工作室”负责人、《皓哥读书》专栏主创 李皓老师

-- 宁兴控股副董事长、党委书记  高   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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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悦读
我们每天看一点书，现在可能觉得没什么效果。但相信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

力的自己；

我们在读的每本书都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世界，当我们融入其中，就会发现：没有谁

是一座孤岛，每本书都是一个世界。

陈   述

    --- 读书心得

一、履历

成人前，

成人后，

退休后。

---- 读书为生活。

二、阅历

买书三途径，

读书 o2o，

用书集融用。

---- 读书有方法。

三、案例

人类空间三分法，

人类思维三逻辑，

桃花剡溪弥勒佛。

---- 读书优思维。

“阅读应该强调‘读’的部分，读书要读出来才有感觉”。温暖的腔调，浑厚的嗓音，成了

这浮华世界里的一颗定心丸。他是一个有梦想的读书人，随和却有着自己的坚持；他只愿做一个

幸福的读书人，守住自己的本心，为世界留一盏温暖的灯。在活动中，十里红妆书店创始人李皓

老师为大家朗诵了叶辛老师《爱神花园笔记》中的文章 -- 山乡短笛，以及《傅雷家书》中的节选。



你们是舞动的精灵，

青春与激情共舞，

活力与动感融合，

力量与柔美交织，

你们是体艺馆里别样的风景， 

火红是你们热情洋溢的内心，

不惧寒意，不畏风雨，

燃烧激情，点亮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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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 健身赛的号角已经吹响

寒冷挡不住你们前进的步伐

激情在这里点燃

运动员 啦啦队员 已然就位

青春的盛宴即将展开

活力无限的宁兴人们  让我们 high 翻全场

宁兴风采  锐不可当！

配合默契，动作精准，

三人合一，绝对完美。

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

这正是我们宁兴人的精神！

生命在于运动，奋斗永无止境！

抢断，妙传，跳投，入网，

一气呵成！

奔跑，呐喊，协作，拼搏，

一鼓作气！

蔡玲晓、沈月红、舒坚玮、俞   燕、冯   超、包佳玲、陈燕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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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初冬里一道温暖的阳光

你们是体艺馆里一团燃烧的火焰

带动全场  绽放热情

欢乐健身赛掠影

特约记者

摄影记者

黄亚珥、赵   炳、龚君君



对员工来说，敬业和忠诚是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信仰，不是要求，而是底线。你可以不热爱从事的职业，

也可以对它有诸多不满，但是身在其位谋其政，在没有离开岗位之前，把份内的工作做好做精，这是从业

者最基本的职业素养。

作为一名新员工，我要端正工作态度，改变不良工作习惯；提升业务技能，完善不足之处；提高对

工作的积极性，放弃消极情绪。要全面、全心投入到工作中，我们不但要用责任去把工作做完，我们更

要用心去把工作做好！

“工作固然为了薪水，但比薪水更可贵的就是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做正直而纯正的事情”。

毕竟金钱不是财富唯一代表，自身经验的累积更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当工作分配到我们头上时，不妨视之

为一种机遇，正如书中所说“每天多做一点，则能够给你提供这样的学习机会，你做了这就是机会”。

工作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每一个环节完成的好与坏都对最终结果的达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

要求我们要从小事做起，抓细节、重过程、谋全局，只有局部都做好，才会使整体更加完美。所以我个人

认为工作之中无小事，只有小的事情做好了，才能让我们有能力去完成更高要求的工作。

从这次培训中，我感悟到了很多。在以后的工作中，首先要注重细节，有责任心。第二要不断学习充

实自己。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必须注重自己的学习能力，必须能够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并且

终身学习，同时，我们还需要努力创新、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升华，以这样的态度去面对今后的工作。

《自动自发》一书作者以朴实无华的语句，生动鲜活的职场事例，淋漓尽致地讲述了作为一名企业员

工应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适时调整心态，全面挖掘自身潜能，全身心投入到自己本职工作，实现优异的

绩效。读完《自动自发》，我从中受益匪浅。

宁兴海鑫  宋   柯

宁兴涌优 戴玲雀

宁兴特钢集团  林   浩

宁兴贸易集团  吴丽丽

宁兴贸易集团  孙柳静

众兴汽车  傅璐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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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到信念坚定、坚韧不拔，让小

事成就大事，让普通成就非凡。以我们的热忱和主动，绝不

让领导布置的工作在那里耽搁；绝不让需要处理的业务在那

里延误；绝不让各种差错在那里发生；绝不让公司因我们的

工作失误造成损失。这就是我们炽热的宣言！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自信的时候，我们都在学习成长，

都会应对挫折，当困难来临的时候，也总会有不自信的一面。

我们要做的不能是逃避，努力认识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化

敌为友，突破自己。

培训会上，吴以刚董事长亲切地讲话，让我深刻地明白，作为一个宁兴人，需要具备以下 6 点：1. 胸

怀大志，每个人职业理想和企业发展紧密结合。2. 要爱岗敬业，忠诚拼搏，努力成为优秀的宁兴奋斗者。3. 要

强化创新意识，勇于开拓进取和自我实践。4. 要强化学习意识，不断提高工作能力。5. 要有强烈的合规意

识和风险防范意识。6. 要精益求精，追求完美。

经历了毕业时的迷茫和踌躇，无论是机缘还是巧合，选

择成为宁兴的一员让我觉得是再正确不过的选择。在公司短

短的两个月，在领导、同事、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导和毫无保

留地帮助下，我受益匪浅。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但是从一无

所知，到如今清楚的了解一整个外贸流程、如何恰当合理地

跟工厂和客户沟通等。我相信，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在学习，

我在进步，我在宁兴成长！

在加入宁兴这个大家庭后，我感受到了大家给予的温暖，

不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只要有问题，大家都会积极的帮

你寻找解决的办法，让你感觉到你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宁兴恒骐  吕   珊

宁兴特钢集团  滕   刚

宁兴恒骐  陈   红

宁兴贸易集团  陆金晶

宁兴优贝  孙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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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紧张有序而又收获满满的入职培训后，今年新加入宁兴大家庭的

新员工们信心倍增、壮志满怀，他们将在宁兴的舞台上砥砺奋进，逐梦前行，

这里记录了他们留下的第一段充满激情的青春文字，或倍感自豪、或自我勉励、

或憧憬未来 ...... 这是他们在宁兴的第一份宣言。

题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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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若有情 情归何处
◎ 宁兴贸易集团  苏云儿

我曾问朋友：北纬 18 度，究竟有什么吸引了你？

朋友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三

亚就是我的伊人。

那天晚上六点，我们第二组小分队 20 几号人浩浩荡荡在

机场集合。结果原计划七点半起飞的航班竟然硬生生延误了四

个小时，真真是让我们从白天等到了黑夜。我们听着三亚的浪

潮声于凌晨入眠，又伴着明媚的阳光于清晨醒来。大家熙熙攘

攘各自组队，寻找向往的风景。

三亚果然不负人间仙境之名。

三亚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蔚蓝色的天

空，绵白的云朵，成排成排的椰子树以及无边无际的大海。当

你戴着大大的遮阳帽赤脚漫步沙滩，温烫的沙子，凉丝丝的海

水，热辣的阳光，远处海天相接，渔舟点点，每一样都让人心

情愉悦。三亚也是一座热情的城市。五彩斑斓

的水果随处可见，膀大腰圆的大芒果、粉

羞羞的莲雾、身材迷你的小米蕉以及个

头浑圆的椰子，每一种水果都让人流连

忘返。这里的人们都是以旅游业为生，

他们热情好客，很有干劲，偶尔还会

说两句让我们摸不着头脑的海南话。

怪不得我们都向往有一所面朝大海的房子，正如诗人海子

说的那样“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 愿你有

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

来到这里，不得不提南山。南山大门口的牌匾就是著名的

不二法门，可以说一眼就能够让红尘俗世的我们洗尽铅华，回

归自然。人们常说“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就是

出自南山寺。我们一行人中有虔诚的信徒，拈香礼佛、抄经念

诗都十分真挚。无论是谁，当你手执香烛的时候，当你闭目合

十的时候，一刹那心中所有的烦扰似乎都随着那袅袅的香烟一

起随风而逝，唯有归宁与平静。手触佛脚，心近佛门，求的就

是一个心安：只愿亲朋好友岁岁平安，事事如意。 

当然，这里还有许许多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景点。见证美好

爱情的天涯海角，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槟榔谷，“天下第一湾”

的亚龙湾，更有度假圣地蜈支洲岛。这里就是一场盛宴。

海若有情，情归何处？浪吻白沙，情醉三亚。丹青画屏比

不上海南的碧海青山，白沙巨磊。唯叹一句——

最美不过南国。

-- 宁兴贸易集团  李若文

-- 宁兴贸易集团  卢胜吉

-- 国机宁兴汽投  冯   超

本次度假活动不仅让大家在工作之余放松了心情，开阔了视野，增进了各公司、板块优秀员工之间的交

流学习，也体现了公司“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首批优秀员工海南度假，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优秀员工的工

作业绩得到了公司的认可与肯定，一起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与企业建立深厚感情。这也将激励我们在新一

年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成功。
-- 宁兴涌优  舒坚玮

山间徒步期间，始终伴有鸟儿欢歌以及徐徐清风；如果侧目望向海边，就能看到洁白细软的沙滩和湛蓝

绵延的大海，头顶便是晴空万里的蓝天。在这里，天堂森林公园完美的把亚龙湾的美丽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

来。在这里，山与水有机完整的结合在一块了，山和水一样体现着大自然的灵性与美丽。此时此刻，令人不

禁觉得森林公园成了真的天堂！

在“天涯”“海角”石拍照留念，沙滩上留下了朵朵同学的沙滩城堡，留下了阿牛爸爸爽朗的笑声，我

们仿佛置身于梦幻美好的童话世界，脚踩着柔软的沙滩，踏着海浪，迎着海风，给我们的视觉触觉听觉全方

位的冲击，我们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心灵的放飞和自由的美好！伴着海风，我们的笑声传出了很远很远……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五天的阳光假期瞬间成为了永恒的记忆在脑海中留存。非常感谢公司如此精

心安排的阳光三亚行，让我们都在阳光下，充满了满满的能量。在三亚吸收的“阳光”和“热情”必将发

挥到工作当中去，用最“阳光”的心态去面对工作，用最“热情”的服务去面对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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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宁兴控股

三亚度假基地集体休假活动感言

为进一步加强企业关怀，提高员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增强企业团队

意识和凝聚力量，控股公司实施新一轮员工海南度假计划。控股公司优秀

员工代表、宁兴贸易集团、宁兴特钢集团部分员工近百人分五批次参加了

度假。蓝天、白云、沙滩、椰林……宁兴员工们暂时卸下紧张忙碌的工作，

放松心情，调整心态，尽情享受这热带风情，为新的进步和发展积蓄力量

和激情。



【美景篇】热带雨林 + 海岸线。

去了热带只看海岛，那是不完美的。三亚不止有椰风海韵、碧

海蓝天，另一种打开方式叫“热带雨林”，它既能玩得嗨，又不受

紫外线骚扰，漫步森林古树间，沐浴自然味道，真心会“醉氧”。

三亚必玩热带雨林 TOP1-- 呀诺达。

《Hold 住爱》的拍摄地，“呀诺达”在三亚当地是 1,2,3 的意

思，在呀诺达意为欢迎、您好，表示友好和祝福，在景区任何地方，

工作人员都会热情的对着游客招呼“呀诺达”！这里参与的项目比

较多，亲子首推“踏瀑戏水”，参与者穿上手工草鞋，戴上头盔，

在幽深的峡谷跋山涉水，我家小孩 5 虚岁，爬了 1200 米山溪水涧，

8 个关卡，满满的成就感。这样深度的玩转雨林，妙哉！

TOP2-- 槟榔谷。

槟榔谷和呀诺达很近，同属五指山山脉，负氧离子含量自然不

用说，这个景区由原甘什（za）黎村、非遗保护村、雨林苗寨原生

态歌舞演出四大板块构成。在景区既能感受置身热带雨林的旖旎风

光，又能婉转黎歌，领略民族风情，还能走进并了解黎族古老的船

型屋。喜欢民俗的同事们，建议来这里。

TOP3-- 亚龙湾森林公园。

最靠近市区的天然森林氧吧，因电影《非诚勿扰》特色住宿“鸟

巢”更是成为炙手可热的奢华度假场所。园中遍植各种热带植物，

遮天蔽日，重唱鸟鸣，极尽野趣。攀达至顶，更是感受云海或雾障

从海天之际扑面而来，别有一番景致。

海岸线、椰梦长廊，离得最近的瑰宝。

怎么说最近呢？因为离咱们“天泽海韵大酒店”一条马路之隔，

就有三亚最美的海岸线，全长 17.8 公里。椰梦长廊临海修建，有“亚

洲第一大道”之称。海鲜大餐过后，傍晚时分漫步椰梦长廊，是最

具情调的事情，与银色的沙滩，蓝色的大海相映成趣，组合成一副

色彩斑斓的长卷画图。

【游玩篇】零距离接触。

去了三亚还有就是玩海，三亚有着全球最顶尖的海上项目，也

有着马尔代夫的三色海和白色会唱歌的沙子。

蜈支洲，关键词：最贵、最霸道、项目最顶尖、海水透明、白

沙细软、海底生物丰富。

特别注意：蜈支洲岛是私人岛，所以岛上的规矩都是老板高兴

自定的，所以不能按常理出牌，懂提早做攻略的同事们，请注意这

个岛上就跟一个 1 日游的正规旅行团就好，其它什么都别定，包括

岛上项目啦，岛上吃饭等等……

西岛，关键词：性价比高，一半居民区一半旅游区，夕阳绝佳

观景地，水上项目齐全。

西岛在天涯海角旁，俗话说去了三亚不去天涯海角你会后悔，

去了你会更后悔，其中深意自行体会，不过顺道去趟西岛，就顺便

得多啦。最值得称赞的是西岛上的项目比蜈支洲便宜了很多。

分界洲岛，关键词：亲子游、户外海洋馆、珊瑚馆。

海南纯亲子游的景区不多，在分界洲岛感受椰风海韵的同时，

还能欣赏海豹、海狮、海豚，这些可爱的小动物表扬，与海底生物

零距离接触，带孩子一同前往的家庭，非常值得一去。分界洲岛同

样水清沙白，碧海蓝天，水上项目也比较成熟，价格实惠。当地有

成熟的一日游旅行团，最后来一个沙滩篝火晚会，那也是别样的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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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粉们必对我 2011 年 2 月《宁兴人》

刊登的【蜜月彩排 - 之三亚五日游】并不

陌生，时隔 6 年重踏三亚这片被誉为中国马

尔代夫的美丽小岛，海天一色，椰林婆娑，

碧海白沙，美丽宁兴。如果说初踏三亚时，

是各种青涩与不成熟，这趟则有了 6 年的大

小国内外游历经验，呕心沥血汇成这篇深度

攻略，供小伙伴们仔细研读 ~

本文从吃海、看海、玩海 3 个角度，全

方位向亲爱的同事们展示深度亲子游攻略。

在这吃货一抓一箩筐盛行的年代，就从美食

篇开始：

【美食篇】大排档：最地道、最亲民、

最实惠。

第一市场（万人海鲜广场）现在就不要

去了，虽然名气最大，因为也是最久最齐全，

盘子大了啥都有，不推荐。老牌的春园已然

可以去，新兴的还有：火车头、友谊路下岗

职工海鲜广场，八爪鱼。从咱们公司的酒店

过去，起步价就差不多了喽。加工菜品，可

以讨价还价的哦，狠狠地砍！这几年美团在

那边也很流行，可以团哦。

粉：老少皆宜，价格实惠，用料厚道。

各种粉是早餐的首选，5 天的行程，建

议每天都吃一款粉好了，住咱公司的天泽海

韵往三亚最大的超市方向走，大概 5 分钟就

有 2 家评价超级好的老粉店。说到这，身为

宁兴人真该骄傲一把，天泽海韵旁边的那家

超市是全三亚最大的超市，虽然特产在网购

盛行的年代，真心不建议同事们去当地买特

产寄回，不过倘若真要带点伴手礼，就去天

泽海韵旁的这家超市，东西很齐全，价格也

公道，更重要的是正宗，超市楼下就有快递，

直接寄回宁波。

热带水果：应有尽有，肉肥水多，白菜

价格。

三亚是正宗热带水果基地，现在网上服

务可以做到实况转播顾客预定的水果，从树

上采摘的实况，1、2 个小时新鲜送到家，

真叫一个绝，这个 idea 我给 120 个赞，贴

心到家。需要注意的是，菠萝蜜吃多了，脸

上要长痘，热带水果有很多属性为热。椰子

海天一色，椰林婆娑，碧海白沙，
美丽三亚深度游连载之亲子游攻略

◎ 宁兴云  洪雪青

就很不错，海南的椰子是有灵性的，虽然满大路都是椰子树，但从未

听过椰子砸人事件。椰子是凉性，如果几天都是各种行程嗨玩，反正

我是不带矿泉水的，因为景区的水比金椰还贵，不如来一口香甜椰子

解暑。

清补凉：降暑圣品，创意满分，孩子最爱。

我总结了一下，三亚的特色食谱，最名气远播的，就是生活在三

亚这片热土上，最为实用的。因为三亚常年二三十度的北纬 18 度热

带温度，常年都很热，热了必须解暑，它们的清补凉更是巧妙的把很

多吃不下的水果、豆类、降暑类，囊括其中。比起冰淇淋这些，那清

补凉称其降温圣品绝不为过。而且我在这道甜品中都找不到不健康。

三亚人是全国长寿排名前三的城市。不仅仅是天气通透，更值得学习

的是当地人养生的生活小妙招，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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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坚持跑步，总有人向我表示钦佩：“你真是意志超人

啊！”说实话，我觉得跑步这东西和意志没多大关联。长期的

坚持不是靠外在压力，而是内在动力，其实就是自律意识，唯

有把这种意识融入血液才能坚持下去。

跑步的初衷是为了健康为了塑形，现如今，跑步于我而言

意义更为重大。看似重复的机械动作，实则是给自己注入最鲜

活的能量。在这期间，我坚持隔天跑 10 公里，再加 45 分钟的

动感单车。参加了两次迷你马拉松，其中第一次的 12 公里山地

马拉松的经历终身难忘。比赛当天清晨 5 点，我踌躇满志地奔

赴起跑地。比赛的前半程道路还算平稳，天气也不错，我就安

静地向前跑、跑、跑，感觉和平时例行的锻炼一样。到了后半

段，平路变为上坡路，水泥路变成石子泥土路，最要命的是下

起大雨，路程变得极其痛苦。此时的我心里念叨着向前冲，不

要停，但身子却不听使唤。我拼命摆动手臂，觉得自己像在绞

肉机里艰难移动的牛肉，累得几乎要瘫在地。一会功夫，就有

选手接二连三超过了我。还有一半路，拖着雨水浸湿的沉重的

鞋子，脸上已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在超过我的选手的鼓励

下：“坚持，加油！”不知从哪一秒开始，我浑身的痛楚突然

消失。整个人仿佛进入自动运行状态。我开始不断超越其他人。

接近最后一段赛程，已经将 100 多人甩在身后。历时 1 小时 10

分，我终于到达终点，这次的经历让我切身领悟到村上的一句：

终点线只是一个记号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这一

路你是如何跑的。

两年的跑步，让我学会了隐忍，懂得了坚持，更让我切身

感受到大汗淋漓后的释怀感和幸福感，工作施加于内心的紧绷

也得以放松。但单纯的跑步在消耗脂肪的同时也在流失肌肉，

于是就带着跑步踏入健身房，进行无氧和有氧的结合锻炼，每

次对自己狠一点点，不断突破既有，几个月下来，最大的改善

是背能够挺直了，时间观念也愈加强烈，即使工作再忙，生活

再累，一切也都可以进行得有条不紊。每天、每周、每月，要

做什么事，想达成怎么样的效果，都会做到心中有数。很多身

边的朋友会问：你每天家里肯定不用做家务吧？上班时间，每

天 6 点起床做早饭，准备晚餐的菜，洗晾衣服，7：30 和孩子

一起吃早饭，8 点出门上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做好时

间规划有着神奇的效果，它能让你做每一件事时不再着急、焦躁，

而是专注、从容、有耐心。当你把计划里的目标一个个都完成时，

内心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足以抵消你执行时的痛楚。

坚持运动的理由可能只有一个，但放弃运动的借口却有

千千万万。从来都不要给自己找任何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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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未来的期许，或小心

愿，或大目标。在这不长不短的人生里，愿

你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小心愿，愿你通过奋

斗达到自己的大目标。无论心愿如何，无论

目标大小，你在努力，就值得被歌颂，你在

奋斗，就值得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们无法左

右别人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人

生。当你走过年少轻狂，当你回首青春幻想，

当你踌躇而立不惑，当你对镜满鬓风霜……

愿你的人生就是你想要的样子。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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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不管私人或者连锁健身馆如雨后春笋般冒

出来，健身似乎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小姑娘们

嚷嚷着减肥，小伙子们嚷嚷着增肌，但又有多少人

可以真正坚持健身呢？我的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健身达

人，他曾经是一名特种兵，如今是我们宁兴恒骐的同

事 ---- 梁豪，他整整坚持了五年的科学健身，现在

也是我的私人“健身教练”。跟着他健身的这些日子，

我了解了很多科学专业的健身知识，让我走出了健身

的误区。

现如今网络上一些短视频社区或者社交软件上充

斥着很多浮躁的声音，“5 个动作让你拥有小蛮腰”、

“每天 10 分钟轻松瘦 10 斤”等等，但梁豪却告诉

我一个理念：真正的健康健身是围绕着六个字：“三

分练七分吃”。每每看到市场上那些风靡的减肥饮食，

什么豪迈的果汁清肠，身边总有人发了魔怔一样地去

尝试，最后要么没有坚持完，要么暴食几次反弹回去

功亏一篑。梁豪每次都感叹：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愿意

花时间搜人家的食谱，为什么不能花点儿时间研究下

自己的基础代谢水平、食物的营养成分、减脂期间几

大营养素的供能比例。搞点粗粮瘦肉牛奶鸡蛋，花点

时间，自己做个计算。

今年 6 月，梁豪为我们恒骐同事开了一堂生动的

健身课，他先非常直观的让我们看了几张标准的体脂

图，再深入浅出的从减肥的几个误区和错误理念讲起，

再将各类运动的分类对我们进行知识普及，然后重点

介绍了食物的分类，特别是针对减肥或者增肌一族需

要怎么科学地吃，做了非常详细的讲解，最后，还给

我们示范了几个日常健身可以做的动作，这堂课让大

家都受益匪浅。

梁豪健身的方式用最近择天记里的话：“大道

三千，我只修顺心意。”我也曾经逼迫自己用更大的

重量、更高的频率来尽快实现自己的健身目标，最后

带给我的却是盲目运动带来的运动伤害。而梁豪提倡

遵循内心感受，放松和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他从来没

有硬性要求过某某动作要做几组、每组几个，不过会

建议每周至少 2-3 次健身馆。也就是每个人要找到

自己的“三分练七分吃”，还要有一颗坚持不懈的心。        

感谢身边有这样的健身达人，让我和我的小伙伴

们都可以在健康健身的路上走的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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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健的身姿，坚定的步伐，虽然已是汗

流浃背，但是目光依然坚毅。终点就在前方。

这是一条 42 公里多的赛道，这是 2017 绍

兴国际马拉松的赛场。他就是被誉为“跑神

蒋帅”的宁兴金海国贸一部的蒋洪伟经理。

记得蒋经理提过，当年在学校时，他就

是长跑队的。工作后，这个爱好暂时搁下了。

几年前，他决定重拾长跑。那时候，吃午餐

的地方离公司有段路，我们几个同事都是搭

车过去，但蒋经理往往选择跑步过来，开始

了他重新练习的第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

马拉松运动陆续在各地兴起。“我也可以试

试！”蒋经理为他的业余跑步生涯设定了一

个小目标。

去跑马拉松！短短五个字，谈笑容易，

真正做起来，那是一段多么漫长的距离。当

年学校里一千米的测试，气喘吁吁的场面还

历历在目。能跑马拉松的人，简直就是神一

般的存在。目标有了，蒋经理说干就干。买

◎ 宁兴金海  包佳玲

跑神蒋帅

书充实理论知识 , 接着就是一步一步脚踏实

地的练习。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路上堵车，

那就索性跑回去。凌晨 4、5 点的周末，整

个城市还是静悄悄的，蒋经理就起床开始跑

步打卡。当夜幕降临，他和一群跑友一起，

大家互相鼓励，共同进步。即使在外出差，

他也要抽空跑一段。跑过了黄金海岸，在白

云山上拉练，九龙湖边四湖连跑，在鄞州公

园绕圈……渐渐的，从几公里上升到十几公

里，接着又是几十公里。从迷你马欢乐跑，

到半马，再到如今的全马，也就顺理成章了。

3 小时 10 分 41 秒跑完全程，蒋经理无愧“跑

神”的称号。

跑步没有捷径，每一步，都是用脚步丈

量出来的。每一点进步，都是用汗水换来的。

跑过全马，这不是终点。下一个目标，无锡

冲 BQ（速度门槛）! 让跑步，让运动，成为

生命中的一部分。蒋帅，加油，我们在下一

个终点为你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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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了我的——普拉多车主
◎ 国机宁兴汽投  刘小娅

旅行是什么？这是一朵花对一片叶子的

提问，一枚石头跟另外一枚石头的对话，一

只鸟飞过一片低垂的暮云，一座山跟另外一

座山隔水遥望……只要活着，就有时间，心

向往之，就即刻上路。

在我们丰田车主的大家庭中就有这样一

位车主，今年 2 月 24 日他加入了我们普拉

多家族，在购车至今短短数月，走遍了大江

南北十几个地方。洛阳的太行山、内蒙古的

丹巴、神秘的藏寨、贡嘎的雪山、秀丽的峨

眉、重庆的武隆天坑等等一路风景尽收眼底。

游玩结束回来还洋气的在美篇上分享了一路

走来的奇闻趣事，坐在办公室的我看着他写

的游记，似乎也身临其境。在物质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的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像他

这样放下俗物，追求自己的喜欢的生活，不

得不羡慕他的洒脱与自由。

54 岁的年纪，大部分人早已被生活蹉

跎得对生活没有了热情。而他，我们的普拉

多车主却依旧拥有一颗年轻、爱冒险的心，

他说：“我喜欢千里奔袭的那份快感，喜欢

驾车去领略路上的无限风景，去描绘生活中

的点滴幸福。”这位热爱生活，热爱自驾游

的叔叔，就这样开着普拉多带着自己的夫人

在工作之余云游了中国的秀丽河山。

第一次看见他的美篇时，眼前一亮，密

密麻麻的游记呈现在眼前，让我一度怀疑自

己是不是打开了某个旅游贴吧，美丽的风景，

精彩的文笔，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描绘的淋

漓尽致。看着他分享的游记好像自己也跟着

去游玩了一番，令人回味无穷。

“人有时需要的东西很少，满眼青山即

可”。旅行，其实除了改变你的世界观，也

给你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对于一个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除了过年以及国庆长假能改

变一下生活规律的打工一族来说，旅行是给

平淡无奇的生活开一道缝隙，这缝隙里有青

草和花香的气息。无论是身居高层的精英，

还是在基层拼搏的小白领，以及那些在房子、

车子中挣扎的人，即使再忙再累，也不要忘

记自己的初心，活出自我，追求自己想要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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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手巧剪彩人

 高向东是宁兴优贝设计部的一名设计人员，平日里只知道他设计的淘宝店铺页面活泼

美观，功底了得，却不知他还是剪纸的一把好手。直到有一次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他的作品，

才知原来他还有这手艺。于是翻开他的朋友圈，许许多多的剪纸作品扑面而来，有生机灵

动的十二生肖，有楚楚可人的金陵十二衩，有形态各异的“福”字，还有线条流畅的藤蔓

花卉……这些栩栩如生、镂空传神的作品，不得不令人赞叹其双手的灵巧，仿佛一下跌进

艺术的殿堂里了。除了作品，还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内心独白，终于明白这些作品之所以能

打动人心，是因为付诸了真挚的情感：

“剪纸的每一次镂空都是为心灵开的一扇窗，

每一根线条都是有信仰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一生如果可以找到一种方式，

表达自己的内心并与大家分享是一件幸福的事，

而我找到了剪纸。

当拿起一张纸，

可以随心所欲的在纸上剪出、刻出、撕出、折出自己的内心最真实的表达时，

认为这也是成功的作品。

我觉得传统与现代只是时间不同的表达，

从自己的最真诚的情感出发，

情到笔间、到刀间、到纸间做出的作品感动了自己打动了他人。

人的一生在于可以创造一切美好，

用自己最真挚的情感，

把你想表达的东西用温暖的方式传递给他人。”

◎ 宁兴优贝  俞   燕

高向东作品  金陵十二钗



行与心

这些年走过的地方，留下的足迹不少，遇到的人，

经历的事也不少，但却没有好好静下心来将这些变成

笔下的文字。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曾经的曾经，哭

着笑着闹着的点点滴滴终将成为我人生成长的一

部分。

旅行是一场修行 请你用心去感受。

2015 年，到了巴黎，一路南下，途径瑞士、奥地利、

梵蒂冈、意大利。

旅行是一场修行，要活得像一门艺术，用眼睛去

看，耳朵去聆听，舌尖去品尝，心灵去感受，灵魂去

触碰；才能体会香榭丽舍大道的雍容华贵，圣彼得大

教堂圣歌的空灵，马卡龙的层次分明，蒙娜丽莎的微

笑，巴黎圣母院的历史意义。

当我站在凯旋门前；当我凝望垂死狮子像—这个

被马克·吐温称为世上最令人难过，最让人动情的石

头；当我置身于斗兽场，感受它曾经的喧嚣与如今的

寂静；当我坐在摇曳的贡多拉上，抬头仰望蓝天的和

平鸽；我的心愿是世界和平。

那一年，瑞士下了很大的雪，爱上了琉森湖畔的

天鹅；爱上了铁力士峰而得了重感冒。

那一年，看了比萨斜塔，它真的是斜的。

那一年，穿着复古的大花裙，拿着最爱的 ice-

cream，在西班牙广场，度过了我的罗马假日。

那一年，……

最美好的年华，感恩有你们的陪伴

我亲爱的闺蜜们，我们徘徊过灯红酒绿的兰桂坊；

迷失在东京街头；惊喜于新加坡的摩天轮；沉醉在芭

提雅的浮潜；漫步过汉江公园；伴着夕阳，对着广安

里大桥放空；哭着跳着在演唱会中不能自拔，整个小

巨蛋都在为五月天疯狂。

我可爱的同事们，上海的世博会，鼓浪屿的环岛

之旅，济州岛的啤酒炸鸡之夜，内蒙古的草原姐妹团。

那些曾经，都在心里。

一切的一切，感恩有你们的相伴。

写在最后的，也是最初的——

◎ 宁兴恒骐  胡   炯

北京—打开我旅行大门的城市。

2012 年国庆，跟随家人出发北京，满怀欣喜的

我带着对首都的热爱登上八达岭，早起观升旗，为了

一个景点排上一整天的队。开启旅行团经典模式，和

团友一起抱怨团餐的糟糕。那时的天很蓝，没有雾霾，

那时没有微信朋友圈，那时没有北漂这个词，那时的

我，觉得旅行就是这样子的。

五年后，当我一人走在这片曾经熟悉的土地上，

变的是四通八达的地铁，西单的潮流；不变的是街角

的糖葫芦，胡同口的老酸奶，带着儿化音的大嗓门。

时代的发展能带给这个城市商机，改变这个城市外貌，

终究抹不去历史的痕迹，风土人情。

2017 年 2 月的某一天，我送了自己一个特别的

生日礼物。

独自旅行也许少了那个和你一起分享一路美景的

人，少了和你一起分担旅途辛劳的人，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感受生活带来的五

味杂陈。

余生很长，要走的路很长，要过的日子很长，去

做自己喜欢的事，去爱自己想爱的人。

愿你吃的了路边摊亦能享受的了米其林

愿你穿的了 ZARA 亦能 hold 的住 CHANEL

愿你满足的了自己温馨的小窝亦能有一颗世界很

大我想去看看的心……

7271

COLORFUL LIFE七彩人生 《宁兴人》第 14期

心向往之 行必能至

最近有部《七十七天》的电影成为票房黑马，它讲述的

是男主历时 76 天，孤身穿越羌塘的故事。电影传达的主旨与

当代很多年轻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对自由的向往。

美丽的风景需要探索才能发现，漫长的旅途需要信念才

能到达终点。电影里的男主若没有对未知的向往，就没有进入

羌塘的勇气；若没有进入羌塘，就无法见证自然的美丽与神

奇；若没有女主的激励，说不定就无法在一次又一次的绝望中，

燃起生的希望。

走过的每一段旅途，回头看看，会发现，每一段都各具

特色，不虚此行。一年之前的一趟西北之旅让我记忆犹新。

大巴车在公路上快速前行，大漠的风景在眼前不断更迭。

西北虽然贫瘠，却是个神奇的地方。雄鹰盘旋于天际，“风吹

草地见牛羊”的场景不再只能在课本中了解。走过荒芜的戈壁，

◎ 宁兴贸易集团  陆意心

浮生若梦

夕霞掩映翡翠流，流月不知居桥首，数点鸦鸣竞莲舟，

浮影参迭西塘秋。仅仅一首小诗，便勾起了我去西塘的无限

向往。西塘，就如诗中所吟，小桥流水，鸟鸣阵阵，波光船影。

踩着国庆的尾巴，也终于有机会一睹西塘的芳容。到达

西塘已是下午，恰逢国庆，西塘的人络绎不绝，熙熙攘攘的

人群让西塘格外热闹，也给西塘增添了不一样的风景。

第一眼看到西塘，白墙黑瓦，小桥流水，在太阳的照射

下仿佛看到一片流金岁月。本想在烟雨朦胧时来一睹西塘的

美景，如今发现阳光下的西塘也别有一番韵味。

西塘是个小镇，小河绕街流淌，街衢依河而建，居民临

河而筑。西塘的桥多，几十座古桥像一张渔网纵横交错地撒

在这个古镇上，站在桥上远眺水乡，舟影波光，乌篷船载着

◎ 国机宁兴汽投  费梦梦

话 西 塘

游客在小河上悠哉悠哉地轻划，抬头看到周边的客栈有游客

伸出头向外张望。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卞之琳的《断章》：你

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西塘还有被称为“江湖第一弄”的石皮弄，有人说这是

一个收藏灵魂的地方，狭窄悠长的巷子，脚“嗒嗒”踏在石板上，

如此空灵，让我一刹那有回到千年前的恍惚。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柔和的红光衬得西塘如梦如幻，

坐在船上，徐徐清风，看岸边游人如织，直让人醉倒。

慢悠悠地把西塘的条条小路都踏遍了，西园、醉园、明

清木雕馆……无一不显示出西塘的底蕴。

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一些特产小吃及一副剪纸，但却怎

么也带不走这古朴与纯净。

我体会到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美，远处驼铃阵阵，

思绪悠悠；稀少的人烟和稀薄的大气，使得星空变得触手可及，

星空璀璨，浩瀚无边；恶劣的风暴和阳光直射，造就了层理交

错的七彩丹霞，美轮美奂；独有的地势和干燥的气候，才有

了茶卡盐湖天空之境般的纯净，让我沉浸其中……这些自然

界中的神来之笔，让我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艰

苦的行程中，原本陌生的团队成员们相互照顾，开始熟络起来，

在车上分享各自的经历使得无聊的车程不再煎熬。这趟艰苦

的行程，因为美丽的景色和人儿变得意义非凡。

每一次旅行似乎都是对自我的一种放逐，远离喧嚣，亲

近自然。西北之旅满足了我对西北的好奇，见识了祖国山河

的壮美，让我的心灵得到了洗礼。



情暖太华山

有些人，有些事，总是要错过了才知道珍惜。我不相信命运，但我却认可

缘分。从火车上遥望华山，十几年来已有十余次，而我的脚步却总是停留在咫

尺之间。惜乎？淡然！是时机不够成熟，还是我们缘分不够，我不得而知。一

如张爱玲笔下的爱情：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

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而今我伫立华山脚下，眼前是一道

天然屏障。华山像一堵厚重的石墙，横亘在眼前。石墙前面有一个牌坊，牌坊

上面是严嵩手书“天威咫尺”“尊严峻极”，仿佛历史与现实，在顷刻间重叠。

回望历史，人何其渺小，又何其大也。驻足华山脚下，仰望太华这千古奇山，

绝壁之上，粉粉白白的花点缀其间，惊叹其勇气，艳羡其繁华。

乘缆车而上，天堑一线牵。风擦过耳畔，感觉整个人都在摇摇欲坠，手心

冒汗，内心却安定如磐，只因今生所有的理想与希冀就在眼前……“远眺白崖

近看松，华山险道步从容”。错落、突兀的白崖之间，此刻我已化身为蝶，翻飞，

跳跃，栖足西峰莲花峰上。

莲花峰上，有一个突兀的洞，这就是相传的“洞房”。据说“洞房”一词

就源于华山西峰。相传在华山修行的吹箫人箫史和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在双双驾

鹤成仙之前，曾到西峰莲花洞点烛成婚，为姻缘而起的“天下第一洞房”便由

此而来。传说的力量，穿越千古，亘古不变的誓言化身为锁。悬崖峭壁的立桩

铁链上，密密麻麻，重重叠叠地挂满了同心锁，锁住一个你，锁住一个我。让

每一个日升月落见证亘古不变的爱情誓约。

“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西峰落雁，华

山极顶。大雁飞不过这里，必在此歇脚。心想蝴蝶飞不过沧海，锦瑟拔不尽流年，

只因对岸缺少了温暖和等待。

登上南峰，脚下生风，极目四眺，壮志凌云。华山论剑不如悟道人生：一

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

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华山归来，内心依然充满着留恋。我与华山期许十年之约，十年之后，无

论身在何方，我想和华山再来一次相逢。 

◎ 宁兴特钢集团  黄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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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苍茫草原 
        赏塞外风光

合作共赢 合力前行

◎ 宁兴恒骐  韩   露

◎ 宁兴恒骐  胡洁静

 ——宁兴恒骐内蒙古之旅

9 月 8 日，宁兴恒骐全体同事盼望已久的内蒙古之旅拉开了帷幕。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里的天比别处的天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清鲜。秋日的草原黄灿灿的原野上透露出一

点点的嫩绿。

很多同事都是第一次骑马，马匹像是训练有素的士兵，挨个排好队匀速前进，带我们

穿过辽阔的大草原，微风吹拂的我们，马儿欢快的前进，像是田径运动员，互相开始竞争

的赛跑起来，你前我后，互相追逐，乐此不疲。

一望无际的沙漠带给我们的震撼却绝不亚于沙漠。来到骆驼群前，它们乖巧的蹲下，

等我们坐上去后，撑起我们开始行走在沙漠中。沙岛上有沙地摩托车、有滑沙、有高空滑

翔……我们一起体验着、快乐的尖叫着……

感谢公司，感谢小伙伴们，让我领略了草原与沙漠的绝美自然风光，四天的行程更是

让同事们的心连得更近、更紧……

当我们踩着伙伴的双腿、肩膀，奋力、闭眼、全力攀爬，即便颤

抖着双腿也从未想过放弃！保护的小伙伴拼劲力气护我们周全，最后，

我们真的站在 8 米高空的木梯之上，终于明白，团队的力量，可以战

胜一切挑战！只要我们敢于克服恐惧，只要我们给予同伴十分的信任

与支持！

当我们面对长短不一的零件一头雾水的时候，当我们顶着烈日趴

在灼热的地面眼看着大功告成而呼吸管接口松动散落一地的时候，各

种着急、各种沮丧、各种心焦都涌上了心头，但数秒焦灼过后，没有

人说过放弃，终于，当砰的一声两秒吹爆一个气球的时刻，欢呼声、

呐喊声响彻了全场！我们再次明白，合理的优势分工，合理的配合协作，

可以理清看似凌乱的思路，可以高效的完成团队的任务！我们在心中

默默为自己为团队点赞！

当 14 个人拉动一个鼓面，14 个人同在一个节奏，当绿色的小球随着共同的节拍在鼓面弹动，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团

队任务。团结就是力量、聚焦决定成败！

一声咳嗽，都会带来全军覆灭这便是“同舟共济”项目的苛严规则。20 多分钟的时间，40 多人在无声的状态下完成了这个

团队的挑战。让教练们惊诧，也让伙伴们惊喜！“同舟共济”让我们明白，没有永远的对手，协作共赢是我们工作中更多时候的

常态，跨部门跨机构沟通，是我们赢得胜利的重要途径。

1 天 1 夜的时间很短，但我们收获了伙伴的关怀、收获了突破的惊喜、收获了胜利的喜悦、收获了团队的光荣！

 ——宁兴恒骐 1 天 1 夜团建记



习惯六：统合综效——创造性合作的原则。

1+1 可以大于 2 。统合综效是创造第三种选择；它是互相尊重的成果。个人的力量是团队和家庭统合综效的利基，能使整体获得一

加一大于二的成效。集思广益的合作威力无比。

习惯七：不断更新——平衡的自我更新的原则，再次由内而外造就自己。

人生最值得投资的就是磨练自己。生活与工作都要靠自己，因此自己是最值得珍爱的财富。工作本身并不能给人带来经济上的安全感，

而具备良好的思考、学习、创造与适应能力，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 拥有财富，并不代表有永远的经济保障，拥有创造财富的能力

才真正可靠，要“不断更新”。

《遇见未知的自己》

女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纤弱，她们敏感，她们时而为一点小事而自怨自艾，

时而又变得无比坚定和强大，她们的情绪甚至决定着一个家庭的幸福指数。感谢公司对

女员工心灵的关爱，让我在 2017 年“三八妇女节”见到了这本《遇见未知的自己》，若

不是公司赠书，我或许不会去选择这类身心灵修行的作品，开卷有益、学海无涯，当我

真的翻开这本书之后，竟然被不自觉吸引，作者用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以小说为题材，

用故事这种很浅显的方式将她要告诉我们的人生道理娓娓道来，我用了一个下午和一个

晚上的时间，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

我们每一个人都如书中的女主角若菱一般面对快速变迁的社会，面对纷繁复杂的俗

事，忘了自己的本心，当修养和欲望不成比例，便在生活中迷失自己，变得浮躁，变得焦灼，

变得不快乐。《遇见未知的自己》让我知道世上只有三件事：老天的事，他人的事，自

己的事。老天的事便是自有安排，人力无法左右，人只能学会接受、顺应规律。他人的事，

指并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即便是自己的家人，其实也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亦无法掌握。那么，剩下最后就是自己的事，当我们可以

静心觉察自己的心声，修身养性，求得内心的自在和释然，那么，快乐其实也变得简单。

一本书无法治愈生活中所有的不快和伤痛，我们依然会在事情到来的时候应激性感到痛苦，但是，它却教会了我们如何缩减不快的

长度和深度。面对自己，轻轻的微笑，自己好了，一切才会更好！

◎ 宁兴恒骐  胡洁静

洗去心灵的尘霾，治愈虚弱的彷徨——读《我的阿勒泰》

浅谈《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冬天实在太冷了。若是冬天搭乘在县城和桥头之间运营的那趟班车的话，紧紧地塞满一车的不

是人，而是外套。每个人都裹得严严实实，男人顶着沉重豪华的皮帽子，女人给大头巾缠得刀枪不入。

孩子们更是被捆扎的里三层外三层，一个个圆乎乎的，胳膊腿儿都动弹不了。拎起个孩子往地上一扔，

还会反弹回来。”——《我的阿勒泰》

朴实的文字、纯真的心念、细腻的观察、风趣的语言、天马行空的想象……我能想到无数个词来

形容李娟那笔触，但又觉得自己所想到的每一个词都不足以准确、完美的表达她所带给我的感受。《我

的阿勒泰》就是这么一本书，一本没有华丽语言，却又带给了我们无比美好、洒脱的世界。

北疆的阿勒泰离我们太过遥远以至于我对它完全没有认知。然而作者通过对她生活小事的描述和

感悟让我如同甘露入心又如醍醐灌顶。她那爱吐舌头的外婆、她那爱取外号的妈妈、她那修臭鞋的叔叔、

她那抵债来的马儿……无一不是鲜活的角色。许多看似平凡的常事却在她的笔下那么的生动。那年她

养了鸡，那年她去采了木耳，那年她坐了巴士，那年……那些在她们铺子里给家人打电话的搞笑的哈

萨克小人物们。每一件事都十分的吸引人，透着一缕一缕的温暖。

浑然天成，对，我想到了这个词。用来形容她和她的字似乎真不错。在她的文字中让人感觉世界

那么大，时刻那么长，人那么小，人那么偶然，可又那么的绝妙精巧。

“娟啊 ~”外婆絮叨。嘘……不要惊醒了那每一个字的美好。

史蒂芬·柯维博士是美国学界的“思想巨匠”，他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告诉我们：仅有

事业成功只能算成功了一半，唯有兼顾事业、家庭、人际关系、个人成长等人生其它层面的和谐发展

才是真正的成功；另外本书中讲到的效能的平衡也就是产出 / 产能平衡原则它是七个习惯之基础：   

习惯一：积极主动——个人愿景的原则。

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你都应保持这一基本习惯——积极主动。因为只有当你亲身经历去体会，去学

习去领悟，它才最终会成为你自己的技能，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你的将来奠定基础，它将成为你人

生经历中最宝贵的财富。 

习惯二：以终为始——自我领导的原则。

忠诚于自己的人生计划，确立目标后全力以赴。只有确立了符合价值观的人生目标，才能凝聚意

志力，全力以赴且持之以恒地付诸实现，才有可能获得内心最大的满足。我们做任何事都是先在心中

构想，然后付诸实现。

习惯三：要事第一——自我管理的原则。

作为一名管理者，首先要有良好的自我管理意识，只有当自己能充分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目标、

达成目标正确的方法和措施，才能更好的指导团体工作。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选择不做什么更难。所以要做重要的事，要少做紧急

的事。 

习惯四：双赢思维——人际领导的原则。

双赢思维对一个人的品质考验或者说是处事的大局思维观念是相当重要的，在任何决策和外事前面应当放第一位的是企业利益和团体

利益，而不是个人得失。世界给了每个人足够的立足空间，他人之得并非自己之失。因此，“双赢思维”成为人们运用于人际关系的原则。

习惯五：知彼解己——移情沟通的原则。

换位思考和沟通。“了解他人”与“表达自我”是人际沟通不可缺少的要素。要培养设身处地的“换位”沟通习惯。欲求别人的理解，

首先要理解对方。当我们的修养到了能把握自己、保持心态平和、能抵御外界干扰和博采众家之言时，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就上了一个台阶。

◎ 宁兴特钢集团  何   雄

◎ 国机宁兴汽投  程建华

读书感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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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感冒很梵高》

初次接触张小娴的作品即是她的成名作，同时也是她的代表作《面包树上的女孩》。张小娴在她创作

的故事里反复书写着都市女性对爱的追寻和失望这一主题。但不管如何失望，这些渴望爱情的人们依然会

在下一次爱情到来时奋不顾身，而与贪恋着美好的爱情同时书写的，还有这些女孩子的独立与坚强。在张

小娴最新的故事《你的感冒很梵高》里，书写的依然是对爱情的追寻以及追寻过程中的失落，但这些失落

或者说失败依然无法阻挡我们爱一个人的决心。

《你的感冒很梵高》一文延续了张小娴一贯的写作风格，初看题目被吸引，有种抽象的味道。但其实

讲述的也不过是男男女女之间的情事，十个故事编织十种情感，从暗黑到暖心、从现实到浪漫。每个故事

都围绕着情感、梦想、执着、蜕变等平凡朴实的爱与奋斗。没有高潮迭起不断出现的误会与错过，更缺少

为爱痴狂的狗血剧情，书中讲述的故事就像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爱情，女孩子的你猜你猜你猜猜猜，男孩

子的不懂风情蠢笨木讷，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吵架、和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生活中见过或者经历过的

事情，却向我们诉说着人世间所有的相遇和爱情都是一种宿运。你既不必全盘接受，但也不必忧心忡忡。

有时候，猜疑和犹豫会让你放弃一种可能性，甚至错过一种实实在在的温暖。

◎ 宁兴恒骐  崔晓蝶



好书推荐：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推荐理由：只有了解历史，才能展望未来。在 16 世纪西方崛起成为世界霸主以前，东方的丝绸

之路一直是世界的中心。两千年来，丝绸之路始终主宰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本书分为二十五个章节，

以丝绸之路为主体视角，详细展现了这片土地上王朝的兴衰，宗教的兴起，然后又从互相借鉴和融合

到纷争与对抗的过程，描绘了一幅时间跨度两千多年、涉及地域涵盖全球的世界史长卷。丝绸之路是

人类文明展示魅力的共同舞台，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通过了解丝绸之路的前世今

生，我们才能发现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才能理解重走丝绸之路的必要性。

◎ 宁兴涌优  舒坚玮

利的人格精神，平和朴素的语言风格和哀而不伤的抒情笔调把《我们仨》展示的淋漓尽致。

“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

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

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 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

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警部补姬川玲子系列

说到日本的现代小说，推理小说可以说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誉田哲也的这部姬川玲子系列（草

莓之夜等）却和许多的同类作品有所不同。读这个系列的时候，比起里面的案件，更吸引我的，是主

角视角下的警察世界，刑警们所工作的搜查一课，其实是一个职场，刑警们也正如我们一样，是职场

中的一员，以破案率为业绩的他们，依靠的不是什么神乎其神的推理，而是努力、认真、细心和不放

弃的精神品质。可以说，这不仅是一个精彩的警察故事，更是一个优秀的职场故事，相信读了之后，

在感受案件侦破过程的同时，我们也会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 宁兴恒骐  周鑫蔚

《解忧杂货店》

日本作家东野圭吾所创作的《解忧杂货店》，一经出版就获得了当年的“中央公论文艺奖”，

该书不是推理小说但是却如同推理小说般扣人心弦。

几个小偷为了躲避警察意外闯入一家废弃的杂货铺，却接连收到了来自过去的求助信：在梦想

与爱情之间难以抉择的静子，为了音乐背井离乡的克郎，在亲情与未来挣扎迷茫的浩介……

他们将自己的烦恼写入信中投入解忧杂货铺，却被未来的人收到。时光的交汇将如何经历不同

的境遇？ 

◎ 宁兴恒骐  闻   浩

回忆录《我们仨》

“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

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我们仨》是杨绛女士人生伴侣离去四年后所著的长篇散文于 2004 年 7 月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出版。“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钱钟书夫人，原名杨季康，中国著名的作家、评论

家、翻译家。该书讲述的是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几十年平淡无奇、相守相助、相聚相失的经历。

全书想要向我们表达的是：家庭是我们人生最好的庇护所。《我们仨》情感真挚饱满，情节感人肺腑，

让人禁不住湿了眼角……

《我们仨》以简洁而沉重的语言记述了他们家庭三口 63 年来的风雨历程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结构上全书由三个部分组成。三个部分相互独立，各自成篇，又相互关联，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第

一部分中“我们俩老了” 杨绛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

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拉开了整个作品的序幕。第二部分“我们仨走散了”女儿与丈夫先后病重

去世，作者在书中以梦幻的形式表现了这段深重的情感经历，是整个作品的“倒序”部分。第三部分“我

一个人思念我们仨”采用回忆录的写法，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 1935 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 1998 年唯

一的女儿与一生的伴侣钱先生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是整个作品的整体部分。

如此相知相爱相契的一家人，1997 年女儿钱媛病逝，1998 年丈夫钱钟书病逝，杨绛的晚年之情景非常人能体味。

感谢杨绛先生，让我读到这样含有浓郁古典意味的文字；感谢杨绛先生，告诉我做人做事的真谛即本原、珍惜。反复品味，淡泊功

◎ 宁兴恒骐  翁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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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型人格》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九型人格早有耳闻，在国外，《九型人格》是心理导读课本中最重要、最

全面的分析读物，甚至成为了许多高等院校的研究课题（如美国斯坦福商学院）。

通过作者的描述：九型人格是一种深层次了解人的方法和学问，它按照人们的思维、情绪和行为，

将人分为九种：完美主义者、给予者、实干者、悲情浪漫者、观察者、怀疑者、享乐主义者、保护者

和调停者。

在看完《九型人格》后，针对生活、工作，每每都有和以往不同的新发现——原来对方完全不同

的做法是基于完全不同的理念，而不是简单的精神层面的思想活动。

人格是从性格和理念的角度分析的，一种能体现人高层思想境界及精神素养的独有特征。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格是值得每个人去尊敬的。一个人的人格与其家庭环境、知识结构、成长环境、

后天培养等因素息息相关。因此，每个人都会有他与众不同的人格。人格没有好与坏，每个人的人格

都应受到所有人的尊重，同时每个人都应尊重所有人的人格。

《九型人格》提供了 108 个简易测试题，通过这 108 道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一种。

当然，这些只是抽样测试题，不完全准确，真正了解自己人格的并非这些测试题，而是自己。

书中从主要特征、主要情绪、高层思想、高层德行、情爱关系、社会关系、自我保护等方方面面对给予者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都分

析得很好。使我加深了对自己的了解，对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有很大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九型人格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它最卓越之就处在于能穿透人们表面的喜怒哀乐，进入人心最隐秘之处，发现人的最真实、最根本的

需求和渴望。同时，九型人格能帮助我们洞察人心，用有效的方式对应他人，最终提升我们人生的幸福和成功。

在企业管理中，《九型人格》是一把了解和沟通的利器，管理者或用人部门通过对各人人格的了解，通过沟通，帮助员工分析和整

理职业规划。把人用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发挥其最大的潜能，充分体现每个人的价值。

九型人格让我更好地了解自身的优势和弱点，并知道在何种情形下怎样的行动将更为有效。同时，也将更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为自己在公司中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 宁兴贸易集团  姚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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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innovation government  创新型政府

Internet Plus government services  互联网 + 政务服务

Points-based hukou system  积分落户制度

Mixed-ownership reform  混合所有制改革

Tax reduction and exemption  税收减免

Real-name authentication  实名认证

Beijing-Tianjin-Hebei integration  京津翼一体化

Pilot free trade zones  自贸试验区

One-hour commuting circle  一小时通勤圈

Xiongan New Area  雄安新区

Low-carbon cities  低碳城市

Habitable city  宜居城市

Ecological wealth  生态保护红线

Shanghai-Hong Kong Stock Connect  沪港通

Rail traffic  轨道交通

Bullet train  动车

Inter-city train  城际列车

Car-sharing  共享汽车

Taxi-hailing app  打车软件

Online car-hailing  网约车

Individual traveler  散客

Independent traveler  自由行

Package tour  跟团游

In-depth travel  深度游

Self-driving tours  自驾游

Peak season  旺季

Off season  淡季

The Chinese Dream  中国梦

Stay true to the mission  不忘初心

Two centenary goals  两个一百年

New normal  新常态

Made in china 2025  中国制造 2025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一带一路”倡议 

We-Media  自媒体

Phubber  低头族

Give a like  点赞

Give one's full play  用了洪荒之力

Blue economy 蓝色经济

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亚投行

Online finance 互联网金融

Sharing economy 分享经济

Live stream economy 直播经济

Second-child economy 二孩经济

Replace business tax with value-add tax(VAT) 营改增

Super-national treatment 超国民待遇

Face scan payment  扫脸支付

Two-dimensional barcode payment  二维码支付

Cashless payment  无现金支付

Mobile payment  移动支付

党的十九大刚刚顺利落幕，我们外贸人除了第一时间关注国家时事以及掌握外贸技能外，更应该多

学习和掌握热点高频词汇，在和客户沟通聊天时，能将我们国内的相关政策介绍给客户，使业务顺利展开，

也可以丰富大家谈话的内容，增加客户的信赖感，下面就让我们学习下眼下最热门的词。

政治

城市与区域发展

交通出行

旅游

文化

经济

支付方式

热门词汇收集

◎ 宁兴金海  蔡虹燕   

新时代 新领域 热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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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

We are on the way! Fighting and 

enjoying. 

On the way, we are eager for new 

knowledge, 

we expand the new business, and we 

also enjoy the wonderful journey.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let’s 

enjoy the sweetness and happiness.

编者按

 宁兴优贝  俞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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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s of Common Soft Clauses in L/C
◎ 宁兴金海  张旦恒

Cross-border supply chain ecosphere  跨境供应链生态圈

The overseas online shopping  阳光海淘

Brand introduction  品牌引进

General trade  一般贸易  

Circulation in the FTZ area  区内流转

Drop shipping  一件代发

Entrepot trade  转口贸易

The amoeba business model  阿米巴经营模式

Medical reform  医疗改革

Supply side reform  供给侧改革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 Precision medicine  精准医疗

UAV（unmanned aerial vehicle）emergency rescue team 

无人机紧急救援队

Emerging sector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战略性新兴产业

Innovative talent  创新型人才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  双创人才

Crowd innovation, crowdsourcing, crowd support and 

crowdfunding  众创、众包、众扶、众筹

Overseas shopping representative  海外代购

Cross-border online shopping  海淘

Multiple-entry visa  多次往返签证

Duty-free store  免税店

Designated driver business  代驾服务业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Heavy-lift carrier rocket  重型运载火箭

Homemade passenger jet  国产客机

Passenger-carrying drone  可载人无人机

J-20 stealth fighter  歼 20 隐形战机

Alternative energy vehicle  可替代能源汽车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

5G era  5G 时代

Soft clause in the letter of credit, sometimes called “Pitfall Clause”, refers to the irrevocable letter of credit which adds 
clauses that make the applicant or issuing bank has unilaterally terminate the initiative payment obligations.
The soft clauses commonly found in L/C are as follows:
a. The beneficiary only can ship the goods on board base on the applicant informs the shipping company of vessel name, 
date of shipment, port of destination, surveyor and so on. This clause makes the seller’s shipment completely controlled 
by the buyer.
b. The letter of credit is not effective until Import License to be issued or the samples be confirmed by the applicant. Such 
terms make exporters in a passive position because whether the export goods can be shipped depends entirely on the 
importer. 
c. Sending 1/3 original bill of lading straight to applicant, the buyer may hold this document to take the goods privately.
d. The expiry date and place of the L/C is in the applicant’s country, and the beneficiary may delay delivering documents 
to issuing bank for negotiation.
e. The letter of credit appoints the terms of the vessel, age or route of shipment. It’s hard for the seller to do it completely.
f. Adopting the commodity inspection standard of the buying party, or getting quality inspection certificate which must be 
issued by the applicant or its authorized person, verified by the issuing bank and whose signature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saved copy. 
In practice, sometimes there are more seemingly reasonable but uncontrollable terms appear in L/C. Anyway, we only 
need to point out that “we can not accept the clause XXX, please delete it”.

社会医疗

创新创业

代购签证

科技

跨境电商

HUMANISTIC IMPRESSIONS 
OF AUSTRALIA

Australia is vast and rich in property. It is the sixth largest land 
area in the world, and its land area is half as large as that of the 
whole of Western Europe. Australia is also the most developed 
country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Australia has a particularly strong freedom and unrestrained 
atmosphere. People call each other’s name between the boss 
and the staff,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Australian 
civilization is courteous and helpful. People will greet and greet 
even if they are not acquainted with each other when they walk 
on a sparsely crowded street. 
Australians like to drink beer, during leisure time, especially at 
weekends. Many people like to join friends in the bar to chat, 
enjoy music, or go to the barbecue in the park. The cities of 
Australia are open to a wide range of open parks and green 
spaces.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arks in Australia are free, 
parks and walls are not, and all sides are the path to and out of 
the park.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can also bring people in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suburbs of the city without any effort.
Australia has rich tourism resources. The famous tourist cities 
or attractions are Sydney, Melbourne, Brisbane, Adderley De, 
Perth, Great Barrier Reef, Australia Gold Coast and Darwin.
Australia is a newly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y.  With 
developed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Australia economy depends on long-term expor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mineral resources to earn a substantial 
income, and it is honored as “riding on the sheep’s back country” 
and “sitting on a tub of countries”. Agriculture, animal husbandry 
and mining are the traditional Australian industries. The high-
tech industry in Australia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improved its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Education in Australia has a world class level. The population 
has only been over 20 million in the first few years, and six 
scientists have won the Nobel Prize. All Australian school 
education is based on individual needs, capabilities and 
interests, so that each student can exert 
their potential in every aspect and apply it to 
all walks of life.
All Australian citizens and permanent residents 
enjoy free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ustralia has a great emphasis on education, 
and there are 42 universities and more than 
230 technical colleges in the country. 

◎ 宁兴涌优 齐   赟

Almost all of th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re public schools 
(only have two private universities). The educational system 
varies slightly from state to state, but they are all controll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o they can maintain an average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cademic diplomas of all schools are 
recognized by each state, and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are 
widely recognized by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ustralia is often depicted as a rural or agricultural country, 
sometimes to remote or behind the impression, in fact this 
is a misunderstanding, Australia has a lot to be proud of the 
achievem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ch as pregnant 
women examined ultrasonic imaging technology, saved 
countless lives of the western medicine penicillin, now the black 
box flight recorder, all over the world general electric powered 
pacemakers and so on, are Australian scientists invented. Six 
scientists in Australia have won the Nobel Priz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e, Australia is 
a western culture; its way of life is similar to that of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Most of the life in Australia is easy 
and friendly, and immigra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like the life 
full of opportunities.
Although Australia is often depicted as a country dominated by 
the countryside, the dominant culture is the urban culture and 
the way of life of metropolis, including the delicious food that can 
be enjoyed everywhere.
Australians have both the westerners and the Orientals’reserve. 
They have broad interests, love sports, such as surfing, 
windsurfing, fishing, horse racing, bowling, Australian rules 
football ,  cr icket, rugby and swimming have numerous 
enthusiasts.

Trave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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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on the way, driving, and will come back to you later.” Clearly I 
remember my reply to a customer’s call on my way to an important 
business appointment with another customer in Shanghai on May 18. So 
many vehicles on highway at 03:00 P.M. Hold steering, remind myself 
time after time. 
The story actually started since 2012, when we visited company S in 
Turkey. However, their key person resigned after that. During next 5 
years, we never stop sending emails, making calls, showing products 
and indicating promotions, etc., but nothing happened. One week ago, 
a new key person Mr. H and his boss suddenly contacted me. Then one 
day before, a message “we meet at 08:00 P.M. if you come tomorrow.” 
is received from Mr. H. Definitely I can’t let it go. The chance came in 
sudden as people said “happiness hits on the jump.” So the scene at the 
very beginning occurred. Above mentioned meeting didn’t initiate till 10:30 
P.M. Lobby bar at their hotel closed, so we had to went to a cafe nearby. 
Unfortunately it also closed half an hour later. Our meeting carried on in 
darkness on a table outside of the cafe, with LED candle of smart phone. 
2 hours later, their heads were fully poured with integrated info of our 
company and market situation of special steel products here in China. At 
the end, their eyelids can’t open one more minute, they still didn’t forget to 
reserve visit at our headquarter during their next trip. Now it’s time to set 
them free for bed, and I need a prompt running back. Successful capture 
of a fleet opportunity always makes people exciting and gratified, much 

THE PEACE OF JEJU ISLAND

As we know, Jeju island is a volcanic island, and it is also the biggest 
island in South Korea. Tourism commands a large fraction of Jeju’s 
economy. Jeju’s temperate climate, natural scenery, and beaches make 
it a popular tourist destination for South Koreans as well as visitors from 
other parts of East Asia.

This island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famous romantic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for marriage. I have dreamed that one day I could go to Jeju Island 
to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 when I was a child. Fortunately, I finally 
realized this dream last year. 

The most famous tourist spot on the island is Mount Halla, the symbol 
of Jeju with height of 1950 meters. Halla means a mountain that can 
get the Silver River, in fact, it is really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South 

◎宁兴云  顾云菏

I’M ON THE WAY
◎宁兴特钢集团  蔡毅伟

TRAVEL TO PARIS

TRAVEL IN SYDNEY

What an amazing city in the world! This is my first impression to the 
biggest city in Europe - Paris. 

I have ever been to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such as UK, Germany, Italy, 
Belgium, Austria, Slovakia and so on, most for the business trip. Really all 
the cities, towns and countrysides that I have visited and experienced are 
beautiful and impressive. However, I would say Paris is such a fantastic 
city that I’d like to feel the deeply inside soul of this city.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the business trip in this early April I visited Paris 
again. In that early morning, the DB ICE 9586 took me from Frankfurt to 
Paris. My tiredness faded away with the train slowly came into the railway 
station, I was excited as the weather was great and the sunshine over the 
city.

I began my two days in Paris after check-in and left my luggage in the 
hotel. The route of the first day is to take a stroll along the Seine River and 

◎ 宁兴恒骐  俞   挺

◎ 宁兴贸易集团  苏   骏

As the most familiar stranger for Sydney, six years’ living experience left 
me with so many great memories. If someone wants to escape from fog 
haze and cold weather temporary, maybe Sydney could be one of the 
best options.

When Captain James Cook first landed at Kurnell in 1770, he would never 
imagine that Sydney could become so prosperous, inclusive and diverse 
in the 21st Century. If you’d like to experience and feel the diverse culture, 
you can come to The Rock. Our journey will start from here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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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cks
Early in the morning, after taking off the train from circular quay station, 
with the drums and horns from aboriginals, first thing we see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harbours all over the world, it’s the Sydney Opera 
House and Harbour Bridge. When you sit down at the coffee shop in 
front of Opera House, then you will agree cup of coffee and breakfast 
dish will be the right way to start the daily journey in Sydney.

QVB
Walking down the George St, we will see the The Queen Victoria 
Building, affectionately known as the QVB, designed by George McRae 
in 1898. Perfect combination of medieval decoration and modern 
business, it creates its own attraction to make the shopper linger, then 
satisfy their desires.

Fish Market
After finishing our visit at QVB, it will be great idea if you take lunch 
at Sydney Fish Market. Lobster, Grouper, Oysters are present in front 
of you.You can either have lunch with your finger indoor table or sit 

outside, enjoy the sunshine and seafood. If you have time can take 
an early tour at the weekend, which starts from 6:40am and finishes 
at around 8:30am. Through tour, it will not only explore all facts of the 
market but also learn how the buying & auction works to you. 

I love the comment from one of UK visitors in Trip Advisor, he says, “For 
most of tourists, Sydney has its all deep blue harbour, awesome beaches 
and world class iconic landmarks. The best thing is, it’s all so easy to 
reach.” Expect more info & tips when visit Sydney? Please support our 
column “Travel in Sydney”.

dramas to experience French culture & romance. After the show, drinking 
beer is another good choice as there are lots of bars nearby on the street.

The day 2 in Paris was also cheerful, I visited another two well known 
places the Eiffel Tower and the Notre Dame de Paris. It really gave me 
another view to recognize the great city when the whole city was in my 

eyes while I stood at the iron tower.

The beauty of Paris could just be experienced more when you get yourself 
into French life. Next time I would spend the whole day to sit by the Seine 
River and enjoy the coffee in the Cafe De Flore, maybe I’ve just started to 
discover the charm of this ancient city at that time.

better refreshing than a cup of Espresso Double!

“I’m on the way to another appointment reserved 2 weeks ago. An agreed 
picking up at railway station in the morning will take place, so no accident 
allowed.” I reminded myself on return trip to Ningbo, though it seemed 
only 2 hours left for sleep. So few vehicles on highway at 03:00 A.M. Don’t 
sleep, repeated over and over in my mind at that time. Morning came, 
getting up at 06:30 A.M. The whole course of expected visit at Ningshing 
Special Steel including other urgent miscellaneous exhausted myself at 
02:00 A.M. on 3rd day eventually. Though tired, of thankful to me, I fell 
asleep in second.

“I’m on the way, as used to be, with more passion and mind in coming 
days and years.” I tell myself. My little wish will still concentrate on job 
attention, to guide and optimize customers’ demand and choice through 
our diligent work so as to lighten ourselves and prove self-worth as well. 
Everybody is on his/her way, towards success/progress/contribution/
recognition/change,etc. Whatever it is, it shows respect to themselves, 
and deserve respects by people around. People on the way are never 
alone, gathered to be named as a team, a company, a group or a circle. 
Whatever you call them, they maintain same feature: holding concrete 
mission and putting into practice. I’m one of them and honored to be 
marked with the name Ningshing!

look around these famous places of interest. The Triumphal Arch is such 
an awesome landmark building that he has ever witnessed the significant 
history of Napoleon. There is a world famous avenue - Champs Elysees 
across from the west of Triumphal Arch to the east of Concord Square, 
it is an avenue which combines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perfectly, 
it’s the business centre and shopping paradise. Through the Champs 
Elysees I was in the Concord Square, the most famous square in France 
and surrounded by the European architectures. At the end of the Concord 
Square there is the art palace - Louvre that attracts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to come here. Everywhere you can see the lovers, students, families 
and friends spent their pleasant afternoon on the grass in the front of the 
Louvre. That’s why Paris is called a city with romantic and classic art.

The Paris night was quite beautiful, especially I walked along the Seine 
River with the breeze blowing and watched the brilliant Eiffel Tower. After 
the French dinner with my customer, we went to the Moulin Rouge for 
the classic play. In this place you could appreciate the wonderful musical 

Korea. There is a variety of leisure sports that tourists can enjoy in Halla 
including golf, horse riding, hunting, fishing, mountain climbing and so on. 
In addition to the beautiful scenery and rich activities, another reason that 
makes Jeju attractive is TV shows, such as “My name is Kim Sam-sun”, 
“My love from the star” and “Running men”, etc.

  Here Jeju is such a sparsely populated place with vast territory, farmland 
and cottages, and to me it is really a beautiful and attractive paradise. 
Over the years, South Koreans still keep the culture of this countryside all 
the time. The people here are industrious, kind and simple. During these 
few days that I stayed here, I swam in the sea, lay down on the beach 
under the beautiful sunshine, tasted local delicious food, had a chatting 
with an old grandpa who has lived here for over 70 years. I really enjoyed 
those peaceful days. And it is one of the best period of my memory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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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大 宁兴 你我同行爱

连续十八年慈善一日捐

牵手达敏，关爱特殊儿童

情牵白峰 助学筑梦

志愿者活动

无偿献血 奉献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