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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风雨征程，30年砥砺前

行，30年奋发图强，2019年，日泰

集团已走过奋进的三十载春秋。三

十年，是一种思想的沉淀；三十年，

是一种基业的夯实；三十年，是栉

风沐雨的欢愉；三十年，是明天辉

煌的开始......回望日泰30年，我们

依然能看见日泰人改革开放的大

潮中弄潮的英姿；我们依然能听见

日泰人仰望苍穹、从胸腔中发出的

呐喊；我们依然能触摸到日泰人忘

我拼搏、勇往直前的激情燃烧的温

度。

走在日泰 30周年的节点，触

摸日泰创业30载的人和事，本报

记者采写了一组民营企业日泰集

团创业的综合报道，以飨读者，细

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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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本报记者 许强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

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2019 年 3 月 9 日，

站在创业 30 周年的路口，日泰集团董事长金

哲敏极目望远，吟咏了一句岳飞的《满江红·写

怀》，意气风发。

回首往事，金哲敏对 1989 年春的那个夜

晚记忆犹新。那晚，父亲金林兴带着金哲敏三

兄弟夜登泰山，希望能观赏到泰山日出。登着

登着，天穹上的星星没了踪影，登了 200 多级

石阶时，天上落下了毛毛细雨。“明早看不到日

出了，回吧！”看见其他游客纷纷下山，有人建

议回转。父亲很坚定，说了声“继续向上！”

爬到山顶，天变了，东方的天际渐渐放白，

厚实的云层开始慢慢变得轻盈，如海浪般翻

腾，难得一见的泰山云海铺展开来，一轮红日

突然从云层下一跳而出，光芒照亮了整个大

地，照亮了泰山那“吞西华，压南衡，驾中嵩，轶

北恒”的王者风范。那一轮红日也深深印在了

金林兴和孩子们的心里。后来，金林兴毅然将

自己创办的企业起名为“日泰”，蕴含“日出泰

山”的磅礴寓意。

据金哲敏回忆，登泰山之后，父亲在楠溪

江畔罗东龙头村的手工作坊里生产第一双皮

鞋，在泰山脚下的泰安成功卖出第一双鞋，开

始了创业征程。与温州大多的鞋企一样，日泰

的创业走过了三个历程———

初创，随改革大潮潮起潮涌

1989 年，改革大潮在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

地上涌动。在罗东村，金林兴和孩子们每天从

早晨太阳探头干到太阳落山，充满希冀和理

想，改革大潮给了他们信念，他们坚信，财富是

干出来的。为了保证工艺技术的精确度，他们

坚持做好上百道工序，手工接缝，用几个小时

才能做好一双鞋；他们精挑细选鞋履用料，采

用最优质的天然物料；他们采用的是拉线缝边

的手工艺，使鞋底和鞋面的接合天衣无缝。

生意好了起来，金林兴开始雇工，工人就

像家人，吃在一起，住在隔壁。那时，每天看着

生产出来的鞋履能勾划出男士的个性风格，能

显现女性的美丽时尚，金哲敏心里有说不出的

快乐：“粗茶淡饭，条件艰苦，工作很累，但那时

我们心里是甜滋滋的”。

与温州其他鞋企发展有所不同的是，温州

多数鞋企当时先以外销为主，然后转向内销，

而金林兴一开始就注重内销，在全国开专卖

店。

1993 年 日泰集团前身———永嘉县金泰

利鞋服有限公司成立。金家父子将企业从作坊

小厂裂变为公司，开始公司化运营。1993 年，

日泰商标申请注册。1995 年 7 月 日泰商标注

册成功，企业开始走上了自主品牌发展之路。

发展，从农村走进城市

1996年，永嘉县金泰利鞋服有限公司变更

为浙江金泰利鞋业有限公司，3年后，又变更为

浙江日泰鞋业有限公司。随着市场需求增加，

1997年，日泰从大山里搬了出来，在瓯北塘头建

起了 6亩地的标准厂房，300多员工。当时永嘉

许多鞋企上了半机械化流水生产线，像红蜻蜓、

奥康等鞋企。金哲敏意识到，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制鞋业的发展离不开制鞋机械的改进，

于是，日泰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1998 年的上半年，日泰引进了一些国外

的生产设备，开始试着半机械化生产，下料、钳

帮、喷漆……都实现了半机械化，大大提高了

生产效率。1999 年，日泰员工增至一千多人，

有四条生产线。有了先进的制鞋装备，以前靠

人工完成的部分制鞋工序慢慢地被机械化所

取代。像制鞋的裁断工序，完全实行半机械化

独立完成。机械的往复操作是预先根据不同鞋

型数据编制好的，因而能丝毫不差地按指令忠

实执行操作任务，这比人工操作更可靠，不仅

生产率高，产品质量也大大提高。

2003 年，日泰就开始批量购买应用台湾

和意大利的生产线，并迁址到具有红蜻蜓、奥

康等优秀制鞋企业的东瓯工业园区，至此，日

泰完成了从农村走进城市的进程。

腾飞，借助科技与品牌的翅膀

2001 年 9 月 19 日，温州正式被命名为“中

国鞋都”。5000 多家鞋企构建了温州鞋业的产

业规模。然而，当时人们有个普遍认识———“做

鞋是传统工艺的延伸，科技含量不高”。那年

10 月，日泰建立全国第一家鞋与艺术研究中

心、第一家鞋艺术网站及全国鞋企第一家制鞋

科研中心，开始走向了一条科技制鞋的探索之

路，让世人刮目相看。

2006年 9月，日泰联手中国皮革和制鞋工

业研究院启动中国制鞋业装配标准化工程，加

大了科技研发和功能鞋开发投入，研究开发与

创新水平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一年，日

泰荣获“中国皮革和制鞋行业科技示范企业”称

号。日泰科技创牌，研制生产出透气鞋等功能

鞋，让日泰品牌走向中高端市场。

为填补行业标准空白、突出制鞋穿着功

能，日泰人要积极利用新材料和信息化技术，

利用电脑鞋楦矢量贴合技术，努力制造舒适合

脚的健康功能鞋，加大了功能鞋的研发生产力

度。

2013 年，日泰“中秋家宴”项目被温州市

文明办评为“优秀企业文化项目”。2014 年，日

泰荣获浙江省温州市委、市政府温州市文明单

位表彰的“温州市文明单位”称号。2015 年 6
月，日泰进入“鞋王”榜单行列，荣获“中国真皮

鞋王”称号。至此，日泰在鞋业创新和企业文化

建设上独树一帜，夯实了发展的基础。

宇泰定者，发乎天光（《庄子·庚桑楚》）。30
年创业，30 年励精图治，日泰人奋起、拼搏、创

新、前行，实现了二个历史性的嬗变：

一，从家庭作坊向现代企业制度大型集团

嬗变，成长为中国鞋都功勋企业；

二，从加工生产企业向品牌企业嬗变，创

造了“日泰”品牌，销售网点遍及全国。“日泰”

商标也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

“泰日之日泰，正当青年。远眺未来，一轮

红日正喷薄欲出，迸溅着希望之光、生命之光。

我们有信心，做百年日泰。”站在 30 周年的路

口，金哲敏坚定地说。

姻 王小波

3 月 11 日，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

公司在二楼会议室召开营销工作会。集团公

司总经理助理、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凤

祥，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俊，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屈午、陈涛出席会议，会议由营销公

司经理张志炜主持。

杨凤祥在讲话时指出，近几年，公司抢抓

发展机遇，经济指标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经济

体量不断扩大，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当前，公

司已进入“十三五”规划取得重大进展的关键

时期，公司各部门必须树立“一盘棋”思想，围

绕“营销”强化沟通、通力协作，推动生产经营

各项工作快速高效落实。

他要求营销公司清醒认识到当前公司品

牌发展现状，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营

销工作上去，切实增强紧迫感、危机感和机遇

感，认真贯彻落实公司营销“三转”的工作部

署，顺应市场发展趋势，把思路理清，把问题

找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对症下药，建强队

伍、做实市场，抓细、抓紧市场营销各项工作，

确保全年销售任务的顺利完成。

他勉励全体营销员：一是要强化学习，提

高工作本领。二是要强化创新，提升营销能

力。三是要强化责任、爱岗敬业。用博采众长

的魄力提升自我，用踏石留印的意志抓好落

实，用攻坚克难的精神开拓市场，争当作风

实、业务精、业绩好的营销标兵。

王俊指出，会议解读了公司的政策方案，

目的在于让大家明白工作的目标，明确努力

的方向。营销公司要细化营销规划一揽子方

案，把市场规划、广告投入、激励机制落到实

处，把营销政策仔仔细细地向经销商宣贯好。

他要求营销公司全体员工一方面要常怀敬畏

之心、严守法律红线。另一方面要加强市场调

研、谋划全年工作，细化工作方案、开拓维护

市场；拿出信心决心、干出工作成绩。

屈午表示，营销公司要在充分调研市场

的基础上拿出符合多方利益的营销政策。在

谈到具体工作时，他希望营销公司把品鉴会

做到“小、精、专”，精心挑选、精准定位、专业

品鉴，让品鉴会真正成为品牌宣传的有力抓

手。要做好产品陈列，让市场投入见实效、落

地宣传促销售。营销员要苦练内功提升业务

能力，融会贯通提高执行力。

陈涛在讲话中要求营销公司要加强制度

建设，完善各项配套制度。他希望营销员树立

开拓市场的恒心和毅力，用坚韧不拔的精神

做品牌、做市场。他提醒营销员要提高安全意

识，注意食品安全、交通安全。他强调，廉洁从

业是一条最重要的职业操守，也是做好营销

工作的前提条件，营销员必须守住廉洁自律

的底线。

会上，张志炜作了 2018 年工作总结及

2019 年营销工作规划；营销公司副经理肖尧

宣读了 2019 年公司营销政策方案；营销公司

自营销售部、联营销售部、广东、贵州、河南省

区代表作了交流发言。

三十功名尘与土 日泰而立
———透视日泰集团创业三十周年（一）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召开营销工作会

荫日泰工业园

荫日泰始创的罗东手工作坊前的金老爷爷 荫日泰始创时的金哲敏

姻 本报记者 宋延涛

认识辽宁亲和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云华

已有 25 年。在此期间，本报记者亲历了李云

华所经历的种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辽

宁营口鲅鱼圈区海东纸箱厂到如今的辽宁亲

和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云华一路走来用她

的爱心写就了她的人生传奇，也成就了如今

的创业历程。李云华的精彩人生就是一部励

志的电视剧。

李云华，1954 年生，辽宁营口人，中共党

员。营口市第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鲅鱼圈

区第六、七届人大代表。辽宁亲和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辽宁省上海商会副会长。先后荣获辽

宁省劳动模范、辽宁省巾帼十佳标兵、营口市

优秀党员等，被全国妇女联合会编入《中华巾

帼大典》，曾四次被评选为辽宁省“三八”红旗

手。

李云华是鲅鱼圈的第一批创业者，她亲

眼目睹了鲅鱼圈的发展与壮大，见证了鲅鱼

圈人的奋斗历程。十七岁就参加工作的她，凭

着勤肯踏实的工作作风，获得的模范标兵称

号不计其数。后来又自己下海经商，先后做过

餐饮、养殖产业等行业，凭着一股闯劲李云华

把事业做得红红火火，风生水起。20 多年来，

随着事业的发展，李云华和公司坚持出资帮

助有困难的老人、残疾人、贫困学生，并每年

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 30 万元，每年向灾区捐

款捐物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是当地知名的

爱心人士。

作为一位有爱心、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

企业家，李云华一直想把慈善事业和她的事

业结合在一起。促使她下定决心，把下半生的

全部精力和财力都投入到养老产业中去，还

是源于多年前的一件小事。那是十多年前深

冬的一天，李云华到鲅鱼圈一家大商场购物，

她看到一群老年人既不观光又不购物，坐在

商场长椅上聊天，之后的几天她又去那家商

场购物，发现坐在长椅上闲聊的老人更多了。

这时，她豁然明白，外面天冷，老人没地方去

玩，只得到商场闲聊。于是她暗下决心一定要

为操劳一生的退休老人们做点事情，让老人

们度过快乐的晚年生活！

虽然刚开始亲戚朋友都不太理解，认为

养老行业回报期长，投资不赚钱，但她下定了

决心，并很快付诸行动，经过大量的信息收

集，以及对成熟养老产业发展趋势的分析，到

一线城市及韩国日本多地养老机构实地考

察。李云华先后筹措了近 3 亿元人民币，最

终在 圆园员园 年 远 月开始兴建中国一流的养老

产业城———辽宁亲和源，是上海亲和源股

份有限公司在东北的唯一一家实体产业基

地。此项目受到了鲅鱼圈开发区和营口市

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从政策法规的落

实与指导到具体事项的审核与办理等，各

职能部门都提供了大力支持和帮助。政府

领导的关心与支持，让李云华对养老事业

更加充满信心。

辽宁亲和源是以老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它既秉承了亲和源上海

本部的最优秀的地方，又开拓了自己的业务

范畴，创立了更具人性化的服务项目。辽宁亲

和源全力打造了养老、养生、度假、医疗、教

育、商业等养老服务的综合体。共分四期建

设，计划总投资 20 亿元，占地 40 万平，建筑

面积 45万平。集老年医疗诊治、温泉康复疗

养、休闲旅游、候鸟度假、风景海滨旅游等养

老服务为一体，预计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后，可

以提供 10000 名老人入住，同时解决 3000 人

就业。

目前一期已建成并已投入营运，已经有

200 多位老人成为会员制永久住户，每年还

有几百人短期候鸟养老会员预约入住。辽宁

亲和源一流的宜老硬件设施和附加多种文化

符号的科学管理，使人们走进亲和源既享受

到悠然的节奏，又体会到充满勃勃生机的两

种完全不同的心理感受援 这里这里已经成了

集会员式、候鸟式养老和家庭休闲、旅游式度

假于一体的胜地！

老人一入住亲和源，就有三位职能秘书

轮流伴随老人的左右。生活秘书、健康秘书和

快乐秘书。亲和源除了有三大秘书，还有四大

专业导师，即营养师、中医师、康复理疗指导

师和健身培训师。营养师负责老人日常饮食

的科学配比。

亲和源的温泉康复护理院建筑面积达

27000 平方米，集医疗、体检、康复、护理一

体，拥有先进的医疗保健设备和优秀的康复

指导师。亲和源的寓百草园寓内存 员园园 多种常

用中草药，根据老人的需要，有处方权的中医

师可开出一些调理身体内用的和泡脚、泡澡

小方子，深受老人们欢迎。

每年母亲节期间，亲和源都要举办大型

“母亲节”系列活动。来自全国各地各界的公

益人士、孝亲文化学者、直属会员等几百人，

在风景秀丽的望儿山下、母亲湖畔齐聚一堂，

传递孝亲文化，弘扬传统美德！

李云华作为辽宁省上海商会的副会长，

几年来商会组织的企业家及兄弟商会互访活

动中，李董事长都亲自接待，认真地向每一位

来宾介绍养老理念和养老产业的发展情况。

在每次会议上，她的精彩发言都给商会会员

带来了全新的认识。她对养老产业的理解和

付出，不仅仅是一个做养老服务事业的一份

子，更是孝心文化宣传的使者。

已过花甲之年的李云华，完全可以把事

业交给非常优秀的一双儿女，自己享受天伦

之乐，但作为有责任担当的企业家，李云华

说：养老是个爱心事业，没有大爱是无法将这

个事业坚持下去并做大做强的。以诚信为本，

替政府分忧，承担其社会养老功能中的高端

养老单元，李云华以她的执着和爱心映照晚

霞，在望儿山脚下续写着爱的传奇，为老人们

描绘出更加明媚的春光！

大爱写就精彩李云华

竞岗
“听说工区要优化班长岗位配置，只保留

一名维修班班长，张学和李刚之间少不了一

场较量。”3 月 8 日，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唐口煤

业公司巷修工区早班职工纷纷议论。

维修班长张学早就嗅觉到了这个“危险”

信号，于是，他前一趟后一趟在区长李宗勇眼

前打转悠，时不时给职工分发香烟，就连态度

也“和蔼”了许多。

李刚虽然工龄比张学短了不少，担任维

修班副班长才一年多。但他平时勤奋好学，肯

钻研，又乐于助人，颇受大家的认可。每逢重

活、难活、险活都是李刚带领大家一起抢修、

设备维护保养，而张学却成了一个“甩手掌

柜”。

3 月 2 日晚，李宗勇吃完饭要去库房查看

明天比武的场地。突然发现，库房附近闪烁着

电火花，吓了他一跳。李宗勇跑进去一看，原

来是灰头土脸的李刚正在焊接一个架子。“区

长，咱用上这个架子，再浇筑卡轨车基础就能

一次性完成。”李宗勇听后，点着头就离开了。

比武这天，该工区邀请了机电部的技术人员

担任本次技术比武的评委，在一台真空磁力

开关设置故障。让张学和李刚轮流上场查找

故障，谁排除故障用时最短谁就是比武的获

胜者。

5 分钟后，张学排除了真空磁力开关设置

的故障。当李刚处理故障时，6 分钟过后，他依

旧沉稳地操作着。这时，机电部的技术人员附

在李宗勇耳边轻声地说：“其实，李刚 4 分钟

时就排除了故障，现在他正对开关内部其他

松动的接线头、螺丝等逐一紧固。”

比武结束后，李宗勇疑惑地问李刚：“你

早排除了故障，为什么不停下来？”

“习惯了，看见不安全因素就想着赶紧处

理掉，忘记了是在比武。”李刚嘿嘿一笑说。

这次技术比武，李刚输给了张学。但李刚在比

武现场却赢得了评委们的好评。比武不仅比

技能，更要比出责任心。

3 月 10日，竞岗演讲开始了。张学大声念

完了特意找人写了 4 页纸的高亢有力演说

词。

李刚竞岗演说的时候，他缓缓地站立起

来，面对工区领导和职工们只讲了一段话：

“设备如同职工的伙伴，平时不和它勤交‘朋

友’，不和它亲密‘接触’，它不会给我们‘好

脸’看的。只有一心一意的付出努力，才能让

它真心为生产服务。”

“李班长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自己搞五小

创新项目。”职工王海带头发言。

“平日里，李班长毫不保留地传授我们维

修技能。”职工刘明感触地说。

“有时候，不是维修方面的工作，李班长

也抢着干。”大家纷纷发言，唯独张学没有得

到大家的评价。

第二天，班前会上，李刚被选上了维修班

班长。 渊张继涛 王玉学冤

荫营销公司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企业报道Enterprises 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