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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设备检维修管理的最高境界
■ 蒋坛军

修人员自身、企业各部门、检维修服务商、邻
近社区等。应逐一罗列检维修价值相关方的
价值需求，
用于策划企业设备管理战略，并且
构成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的一部分。或者说，作
为设计和实施检维修管理模式的出发点、选
取维修策略或管理举措的基本依据。检维修
不同相关方的价值需求，存在差异但也有重
叠，
因此在全面识别后应予以合并。然后依据
企业宗旨、经营管理战略目标等因素，判定检
维修要重点满足的相关方价值需求。一般而
言，检维修应当首先要考虑满足客户的价值
需求，但这是从管理哲学角度的选择，未必完
全是出于现实的选择。
应为每一条 价值需求精准地选取和实
施维修策略或管理举措。例如对于企业的客
户来说，
其典型的价值需求可能有：产品质量

企业设备检维修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什
么？从什么维度来度量？不少企业朋友与我讨
论过这个
“哲学”问题。这当然体现了企业朋
友们对检维修管理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笔
者撰写本文以期抛砖引玉。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指出:“战
略，不是研究我们未来要做什么，而是研究我
们今天要做什么才会有未来”
。企业经营管理
战略要满足相关方的价值需求，企业方可生
存下去、
赢得更好的未来。作为设备密集型企
业的组成部分的检维修管理，当然应该与企
业经营管理战略保持一致，要追求满足、
甚至
超越相关方的价值需求。检维修的相关方，
常
见的有客户、法定机构、股东、上级公司、
检维

合格、准时交付、价格合理等。则检维修部门
需要携手相关部门，选取和实施但不限于下
述的维修策略或管理举措：淤 零故障工程/
智能维修、设备精度管理、全面质量维修
（TQMain）等，以实现“产品质量合格”
；于 杜
绝检维修安全与环保事故、
提高 OEE（设备综
合效率）、精益检修、赛车式抢修 （Pit Stop
Maintenance）、设备技改扩大产能、提高维修
一次合格率、备件及时供应制等，以实现“准
时交付”
；盂 削减能耗/料耗/冗余备件或过度
维修等，
以实现
“价格合理”
。
因为市场环境与相关方的价值需求往往
是动态的，所以企业的经营管理战略（含设备
与检维修管理战略）也会是动态的。例如场地
分散距离遥远的风电企业，
运维人员安排、成
本削减、备件供应、紧急抢修等事项都不太好

处理，所以在智能运维技术相对成熟的今天，
建设风电集中监控网络平台则很可能会被提
上日程。而且，
对于不同行业的设备密集型企
业，其市场环境与相关方的价值需求有较大
区别，所以经营管理战略（含设备与检维修管
理战略）亦会有明显的区别，
其经营管理与检
维修管理战略的重点之一，可能会是实施“马
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以挽留维修工。再则，
即
便是同一家设备密集型企业，其检维修管理
的重点在不同时期也可能会不一样。总体来
说，检维修管理要与企业经营管理战略保持
一致，在动态的市场环境中，
追求满足甚至超
越相关方的价值需求。如此，
方可持续地最大
化实现检维修管理自身的价值，或者说达到
最高境界。

源味猪九戒创始人
柴远远：
让大家吃到放
心的源头级农产品

景德镇陶瓷大学本科研究生实习试验基地
落户禹州秋红钧陶瓷艺术馆
■ 本报记者
实习记者

李代广
李 葳

9 月 30 日，
景德镇陶瓷大学本科研究
生实习试验基地授牌仪式，在河南省禹州
市神垕镇秋红钧陶瓷艺术馆举行，这是我
国最高陶瓷学府第一次在禹州钧瓷产区
建立本科研究生实习试验基地，对于加快
钧瓷产区高素质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对于
钧瓷艺术品的不断升华和持续创新必将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景德镇陶瓷大学
校长宁刚教授，为中国陶瓷艺术设计大
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钧缘阁陶瓷艺

术工作室艺术总监王秋红授牌。
王秋红是“70 后”新一代钧瓷大师的
代表性人物之一，她在传承古法的基础
上，
重点突出了创新，
钧瓷造型、釉色创新
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王秋红说，窑火千
载，
钧艺无涯，从事钧瓷二十年来，她一直
在寂寞中坚守：坚守“传统是根，创新是最
好的传承”的制瓷理念；坚守“唯一不变的
是变，只有变化才是唯一的不变”的信念；
坚持让艺术更生活，
让生活更艺术的宗旨;
坚持开放思维，走出去，请进来，学习先进
思想和技术，让钧瓷这一祖祖辈辈留下的
艺术手艺发扬光大，
这是秋红钧的责任。

“放弃十多万年薪，
一心开展养殖事业”

涟水商务局抓好普法宣传
今年以来，江苏省涟水县商务局采取得
力措施，
抓好普法宣传，
提高生产经营单位遵
纪守法的自觉性。该局执法大队利用大小会
议、
宣传车、广告牌、
商务大讲堂以及报纸、
电
视、
网络等媒体，
大张旗鼓地宣传商务执法的
关键性、
迫切性、
必要性，开通“12312”
商务举
报投诉服务热线，
今年以来共接到各类投诉、
举报电话 100 余次。
针对群众反映的热点、卡点、重点问题，
全部及时处理到位，
从而净化了市场秩序，规
范了商家的经营行为。该局在成品油市场整
治活动中，
结合扫黑除恶，
编印法律法规宣传
手册 500 份，出动执法人员 80 余人次，查处
无证经营个体户 5 家，
非法流动加油车两辆，
同时依法打击短斤少两，销售劣质油行为，从
而使广大群众用上放心的汽柴油。
渊殷丹 陈裕冤

柴远远，
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深耕在生态
绿色养殖行业长达 10 余年之久。现任源味猪九
戒公司创始人兼 CEO。源味猪九戒公司，运用
科学的理念打造生态农产品平台，
几年来，公司
以北、
上、
广、
深作为自己的发展目的地，
为当地
市场投放各种各样的绿色生态农产品，极大丰
富了当地人的餐桌文化。2019 年公司估值数
亿，
并启动科创板上市计划。作为深耕在生态绿
色养殖行业的品牌公司创始人，行业多年的发
展，
让柴远远对行业的兴盛演变，
有着自己独到
的见解——
—

伊川农商银行开展公民道德宣传
为着力提升市民道德素质，进一步引
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公民道德建设，近日，
河南伊川农商银行组织该行志愿者开展了
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公民文明素
质”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活动中，
志愿者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现
场讲解等，广泛宣传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
相关内容，并将公民道德建设与文明城市
创建结合起来，倡导大家奉献爱心，为文明
城市创建贡献自己力量。公民道德宣传活
动的开展，使广大群众对公民道德建设有
了更新、更深的认识，群众纷纷表示，将从
自己做起，
不断提升道德素养，
发挥示范带
头作用，
为美好家园建设添砖加瓦。
渊丁龙 本报记者 罗红耀冤

荫宣传现场

吴敏敏：
蜂语人生甜蜜路
■ 本报记者 彭慧
1982 年农历八月初一，
“哇……”一阵响
亮的婴儿啼哭声打破了湖南省宜章县玉溪镇
吴家村秋日的宁静！
“生了！生了！是个大胖
小子！”当小家伙睁开眼的一刹那，
眼睛就朝
着大人说话方向转个不停。
“你看这孩子天生
这么机灵，
干脆就叫敏敏吧。”这是接生婆的
提议，从此，吴敏敏的名字传遍了吴家村，聪
慧、敏锐伴他一路成长。

◎学不可以已 求学为是

荫吴敏敏在检查蜂群及上蜜情况。

反应是，
这瓶蜂蜜到底是真还是假？
每个人都知道蜂蜜是好东西，就怕买不
2003 年 9 月，吴敏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到真蜂蜜。吴敏敏又一次决定，把经营好好的
长沙理工大学就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辅
回去跟父亲从源头养蜂做起，
通
修法律第二专业。次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专卖店关上，
过自己的努力养好蜂，把最真最好的蜂蜜安
产党。吴敏敏在担任校学生会宣传部长期间，
把篆刻、书法、诗歌等爱好发挥得淋漓尽致， 全送到消费者手中。
并有作品汇编成书出版。
◎追花取蜜 苦中甜蜜
2007 年 7 月，
拥有各种证书 23 项、
优秀
学生干部和优秀党员，经济学学士、法学第二
专业的优秀毕业生，被昆山博益鑫成高分子
2009 年，吴敏敏告别灯红酒绿的都市，
材料有限公司率先签走了。进公司半年时间， 回到宜章老家。这件事在父老乡亲眼中不亚
吴敏敏陪同董事长奔波于上海、
昆山、
深圳等 于掀起了一场地震，
“敏敏读的是名牌大学，
地开会、谈判、签约。2008 年初，机灵过人的 怎么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了，回来养蜂？”“敏
吴敏敏有了新的发展规划，毅然向公司递交 敏大学白读了，照样回来当农民。”乡亲们中
了辞呈，
离开了令人羡慕的职位。原来吴敏敏 说什么的都有，就连自己父母亲都不理解：
去昆山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想积累更多的工作 “好端端的在上海、深圳工作，太阳不晒雨不
经验，然后回乡接过父亲 30 多年的养蜂技 淋，你回来让大家看笑话吗？我们这张老脸往
哪里搁啊。”
吴敏敏把自己的想法一一向父母
术，准备在养蜂路上大展宏图。
大学期间，
吴敏敏经常跑图书馆查阅《中 亲和盘托出，
最终得到了父母的理解。
国养蜂》、
《蜜蜂杂志》、
《美国蜜蜂杂志》、
《养
得知吴敏敏回乡养蜂的消息，他的大学
同学很是支持，都知道他对蜜蜂的痴迷，
相信
蜂研究杂志》、
《蜜蜂世界》、
《养蜂动态》、
《蜜
蜂科学》等国内外重要的养蜂学术刊物，认真
他一定会在蜂产业领域开疆拓土。2010 年，
学习养蜂理论知识。通过养蜂 QQ 群、丰蜂论 春早人勤，吴敏敏带着父亲送他的 30 群蜜
坛，结识了很多朋友，
利用假期，先后赴吉林、 蜂，与在深圳工作的大学生、刚和自己结婚的
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寻师 妻子随师北上，一路追花取蜜。
取经、交流探讨，进一步开阔了视野，丰富了
3 月的湖南常德，洞庭湖边一望无际黄
养蜂实践知识，受益匪浅。
灿灿的油菜花，令人心旷神怡；4 月的石门柑
2008 年 8 月，吴敏敏加盟了一家蜂产品 橘，
到处花香扑鼻，蜂拥而至，令人流连忘返；
公司的代理，在罗湖区开了一家蜂产品专卖 5 月的三门峡洋槐，让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
店。通过对市场一年的深入了解，他看到了中
北方的黄土地气息，花香沁人心扉；6 月的
长治洋槐，
正好比三门峡的槐花晚半个月，能
国的蜂业前景堪忧，假蜜横行，市场扭曲，甚
至让消费者感到恐慌，他们拿到蜂蜜的第一 连获两季槐花蜜，让他喜出望外；6—7 月的

荫吴敏敏（左二）在蜂场给父亲（左三）以及两个
徒弟讲解蜂群特性。

石家庄，高温、干旱令人难耐，能在这里收获
优质的枣花蜜、荆条蜜，令他欣喜若狂；8 月
的内蒙古四子王旗，这里不但有诱人的山花
蜜和油菜花粉，还有最神奇的胡杨和奶牛，更
有想接近蓝天的羊群。在这里，
吴敏敏第一次
知道了奶牛吃什么草能挤出什么味道的奶。
2010 年是他们出门赶花的第一年，直到
9 月 1 日才从内蒙启程回家，货车行驶了两
天两夜，夫妻俩在车上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生
日，
彼此祝福。一年的全国追花夺蜜，从春天
到秋天，
直到 9 月 3 日才回到湖南老家。
吴敏敏爱上了蜜蜂，一干就是十年，为了
放蜂追花取蜜，全国除了黑龙江、
吉林、
西藏、
新疆、青海、宁夏、海南、台湾、香港、澳门外，
其他省市他都去过，并且每年都要去。然而养
蜂人的收益不稳定，工作有苦有乐，
让他更深
刻地感受到一瓶蜂蜜的来之不易和其中的酸
甜苦辣。
他们的两个小孩都是在外养蜂时怀上
的，
同龄人看到老婆挺着肚子在外养蜂，很不
理解，都说他们是
“疯人”。
在吴敏敏的心里从没有在太行山荆条地
住帐篷的寂寞，也没有在荒凉内蒙脱花粉的
孤独，只有摇蜜的兴奋和蜂群健康的喜悦，时
不时和全国各地的蜂友聚聚，大聊天地，或者
夫妻俩坐在帐篷门口，妻子幸福地靠在他的
肩头，一起看那特别大特别低的北斗星，忘掉
了一天的疲劳。

◎蜂语人生 妙不可言
2012 年，
吴敏敏在宜章县成立了第一家养

蜂合作社——
—宜章旗岭养蜂专业合作社，
成员
全是养蜂人。2015 年吴敏敏幸运地当选中国四
大养蜂代表之一，
参加在韩国举行的世界养蜂
大会，
这次他见识了全世界的蜂业庆典，
学到
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养蜂技术和理念。
2015 年，吴敏敏被湖南省蜂业协会提名
为常务理事、省蜂协副会长；
2016 年成为中国蜂产品协会蜜蜂文化
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2016 年底，吴敏敏成
立了宜章县敏敏蜂业有限公司，采取“公司+
合作社+养蜂人”的运营模式，为消费者提供
最好的蜂产品；
2018 年，吴敏敏被评为“中国蜂业工匠
年度风采人物”
。
十年弹指一挥间，吴敏敏带着自己的蜜
蜂走南闯北，与合作社其他成员一道追花取
蜜，寻找甜蜜路线，寻求纯天然的蜂产品。
如今，吴敏敏的旗岭养蜂合作社蜂场
3000 多群，年产蜂蜜 200 余吨，蜂王浆 8 吨，
蜂花粉 13 吨，蜂胶 0.5 吨，年产值达 1000 余
万元。蜂巢蜜、洋槐蜜、枣花蜜、五倍子花粉、
蜂蜡唇膏、
蜂蜜酒等系列产品，不仅销售全国
各地（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区），
还远销泰国、欧
洲一些国家。
吴敏敏从小喜爱书画篆刻，
虽然没有系统
专业的学习，
不成体系，
但作为一生之兴趣，
次
之蜜蜂，
学不可以已，
求学为是，
为座右铭。处
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而不居其华，为人生准
则。从他养蜂途中写的诗歌里，
可以感受到他
的开朗和豪爽。《沉醉不知归路——
—养蜂途》
“七月夏/太阳大/蜜蜂忙/甜蜜来/我饮一壶浊酒/
深醉无关风月/追寻花踪/浪迹天涯/三五知己/
一场蜜蜂/一叶帐篷/饮酒/吹牛/习惯四海为家/
诉说苦乐年华！——
—致追花牧蜂者。”
《在养蜂路上》描绘的景象，虽然孤寂，但
有蜜蜂为伴，初心不改。“与其在悬崖上展览
千年/不如在大山里孤守帐篷/塔灯给了我黑
夜中指路/蜜蜂教我人生在于勤劳/也就有了
我一直在路上/无论田园中采菊东篱下/还是
寂寞枯藤老树昏鸦/不忘初心/敏敏依旧/蜂语
其中/妙不可言。”
透过吴敏敏的诗歌，可以领略到朴实无
华，蜂景怡人的意境，这正是他漫漫“蜂语人
生”路的真实写照。

柴远远 2008 年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当时
正值高校毕业生创业高潮初兴，他的不少同学
都开始了创业。
“家里供我读书已不易，当时创
业的话一没资金二没经验。我只能选择先工作。
那时国家农业发展很快，我在云南做的是农业
饲料销售的工作，一个月能赚一万五六”
。柴远
远在云南从事饲料销售。销售渠道稳定后，
他的
收入也相当可观，工作两年多，他已存下 40 多
万元。这时，
他的创业梦想开始活跃起来。
“没有什么比自己创业更能实现自己的价
值，这个念头一旦出现，就在我的心里挥之不
去。”
次年，
柴远远在老家东坡区尚义镇创立眉
山自信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主营肉兔、獭兔养
殖。

“运营策略独到，
扎根发展生态养殖业”
“据我的观察，猪鸡是粮食动物，养殖本钱
不好控制，养殖兔子这样的草食动物肯定是市
场发展的一个方向”
。柴远远说，
“在考察中，我
发现獭兔毛价格高，
肉价也不错，而且在眉山规
模养殖的人很少。”同年 8 月，柴远远选择与刘
磊合作，
“我的养殖场已基本完成，早修睦的圈
里已经开始饲养獭兔。而刘磊那边的养殖场，还
饲养有 1 万只肉兔，
下半年便能盈利。獭兔的生
长周期较长，
所以和刘磊合作，能收回一定本钱
以保证企业后期的正常运营。”
事实证明，
柴远远的运营策略非常奏效，短
短三、五年间，柴远远的养殖业顺利度过了前
期，并辐射到了四周的农户，带动了当地獭兔、
肉兔养殖养业的形成。达到一年生产 20 万只獭
兔、
肉兔的规模。柴远远也成功地挖掘到了创业
后的第一桶金，
将公司渐渐扩大开来。

“健康农业迫在眉睫，
创立源味猪九戒公司”
2010 年后，网上频发安全事件。网上流传
着这样的的话—中国在食品中完成了科普：从
大米中 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肠中我们认识
了敌敌畏；
从咸鸭蛋、辣椒酱中我们认识了苏丹
红；
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木耳中我
们认识了硫酸铜；最近我们又从奶粉中知道了
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食品安全问题令人担忧。
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再次敲响了
食品安全问题的警钟。就在这种环境下，
柴远远
意识到自己应该为社会和人们做点什么，于是
源味猪九戒，以守护餐桌安全为使命的一家公
司应运而生，柴远远说：
“我们要做餐桌健康的
最后一道防线。打造中国首家原生态食材供应
平台，真正解决中国人食品安全的问题。”

“放眼未来，
故事还在继续”
如今，源味猪九戒公司已经开展了长期战
略计划，
与多家养殖基地合作并控股，打造拥有
自己的核心技术团队、养殖团队、加工团队、运
营团队及服务团队。2019 年，源味猪九戒公司
开始在中国西南——
—成都建立属于自己品牌的
餐饮店，并研发出国内首个购买健康食材的
APP，
现已有会员人数三万多。而公司创始人柴
远远，
还会继续在生态农业这条路上打磨自己，
继续书写属于他的故事。
渊王诗钰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