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
从改变传统经营管理
思维模式开始

“喂，张设计，您好！我看到您在航天云网

上发布了一则产品研发的需求，请问你们找到

了合适的厂家吗？按照你们发布的需求，我公

司具备这方面的专业实力，之前和你们航天系

统多家单位有过合作。如果方便的话我耽误您

一些时间先给您简单介绍一下我单位的情

况。”张设计师接到这个电话有点惊喜，之前为

了这个外协项目一直在找合适的外协厂家，网

上找、托熟人打听和介绍，无奈还没有找到特

别合适的合作方，这不有厂家自动找上门，不

得不说是好事一件。随后，张设计和对方厂家

开始攀谈，对对方的专业能力和资质、过往项

目经验进行了深入沟通，同时也详细谈了目前

项目的需求和技术要求。经过几轮沟通，双方

觉得都比较满足，合作意向强烈。张设计长长

吁了一口气，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

费功夫。看来，以后应该多关注一下新鲜事物，

改变一下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好好利用资源

才对。

“李总，这个外协项目暂时还没有找到合

适的外协方，咱们的技术指标要求太高了、周

期又比较紧，一般的公司很难达到要求。”“再

往后拖的话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度和周期的，

这样吧，你上航天云网看看，航天云网上有大

量航天系统及外面进驻的企业，涉及的面比较

广，你赶紧查查，我这里也到处打听打听，咱们

务必在最快的时间找到满足适合的外协供方，

外协方的专业能力、外协成本，周期都是重点

考虑要素。”随后，负责外协的小李经过在航天

云网的反复寻找，终于有所进展，省去了不少

时间，效率大大提高。

航天云网自从 2015 年开始成立起来，作

为第一个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是新鲜事物，

推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航天云网已经

有近 30 万家企业进驻，旨在通过互联网垣智能

制造的模式改变传统制造模式，是集团发展战

略和改变未来商业布局迈出的重要一步。希望

在未来的发展中，航天云网能够发挥资源优

势，不断创新商业模式为大家提供优质的服务

和更好的资源，助力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

渊操春燕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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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主办的“2019 广西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暨智慧物流与供应链创新

发展大会”在南宁成功举行，会上公布今年

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首次评选出的“广西

物流企业 50 强”，广西宁铁物资工业有限公

司榜上有名，成为广西唯一一家上榜的铁路

企业。

该公司虽然是一家铁路非铁路运输主

业企业，但主动融入广西区域经济发展，长

期为东风柳汽、上汽通用五菱、广西汽车集

团等广西众多企业, 提供铁路物流园开发

与运营、铁路物流总包、社会第三方物流、

物流及商业地产开发和管理等方面的服务

与合作,并取得较好成效。该公司近几年每

年货物流通价值超过 1000 亿元，今年该公

司新开发的柳州南物流中心 2、3 号配送仓

库,在明年 1 季度投营后，每年可新增货物

流通价值超过 200 亿元。特别是该公司正

在开发运营的柳州西鹅物流中心、柳州宁

铁汽车工业物流园、柳州高铁物流基地、雒

容铁路物流基地等项目，今年 10 月被列入

西部陆海新通道柳州铁路港“一核一园三

基地”项目，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将更

强。

该公司围绕铁公水多式联运、集装箱

运输及城市配送等开展的物流业务，有效

降低区域社会物流成本，很契合所服务的

柳州、桂林等广西黎塘以北地方的经济发

展需要，深受有关企业欢迎。为此，2017 年

9 月，该公司开发运营的柳州宁铁汽车工

业物流园，成为广西首批认定的 38 家现代

服务业集聚区之一；2018 年 5 月，公司成为

柳州市物流协会“副会长”单位。同时，公司

建设的多个物流园区，先后 4 次获得广西

及柳州市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这是

对该公司努力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肯

定。

该公司努力推进物流信息化智能化，提

升优质服务水平。公司提供全程物流服务，

建设有较为完善的仓储信息管理体系，努力

推进物流智能化发展，如公司所属柳州宁铁

汽车工业物流园，今年 6 月获得柳州市“智

能物流装备技术服务中心”荣誉。通过电子

单证管理，详细记录货物物流信息，提高货

物流通管理水平；也通过电子单证管理系统

和 GPS 定位系统，实时追踪货物状态，提高

信息的时效性和管理高效性；客户可以随时

登录信息系统查询，实现信息交互。据悉，通

过优质服务，该公司的客户满意度超过

95%, 铁路物流总包业务今年也逐步拓展到

广西河池、贺州、梧州、玉林等市，到 11 月

底，今年累计新增了物流吞吐量 282万吨。

该公司多措并举降低物流成本，惠及诸

多客户。今年以来，公司采取集装箱短驳、仓

库布局优化、员工精细分工、城市配送“库到

库”、铁路物流总包服务“门到门”等措施，不

仅可以让仓库、运输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

还可以提高物流园区作业效率，实现降本增

效的目标。自这些措施执行以来，今年共为

客户直接降低物流成本 500 多万元，提高了

客户的经营效益。

更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是实现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今后几年，该

公司将以“资源+”理念为指导，在充分利用

铁路土地、运输等资源的基础上，努力做强

做优做大物流业务，更有力促进广西社会物

流降本增效。在重点开发柳州铁路港“一核、

一园、三基地”物流项目的同时，把桂林东果

蔬冷链物流园、桂林二塘物流中心、桂林南

站货场等项目打造成生活物流基地，把桂林

高铁物流基地打造成高铁快运生活中心，把

桂林西物流中心打造成大型综合物流园区。

这些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广西最大的物

流集群，每年货物流通价值将超过 10000 亿

元，为广西发挥现代化物流联动发展的效应

创造良好条件，为广西成为中国南方物流中

心夯实基础。

12 月 1 日，雨后晌午时，太阳终于露出

了笑脸。阳光铺洒山峦大地，驱散嗖嗖寒意。

密林中走出翁婿俩

在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结合部 233 井

区三维地震勘探项目工地上，从山崖密林中

一前一后走出两位测量施工人员。走在前面

的是一位年轻人，只见他用 GPS 卫星定位仪

接收定位确定测量点位，做下记号后，就前

往下一个测点施测。后面紧跟着的一位年龄

稍长，他从背包里取出已经写好点位的小测

旗，插上点位后，即把彩色纸屑撒在点位上，

再用可以降解的环保油漆做下标记，就近找

一个树枝，把标有测点的红色彩条系好，这

个点位的工作才算结束，之后再去下一个已

经测好的点位上做标记。

从早上天刚亮出工，到下午 6 点过（有

时会晚些）收工，这一老一少就重复做着这

样的工作。这就是油气勘探第一道工序———

测量作业布设检波测点的工作。一个项目根

据工作量大小，有的多达 10 多万个，这个项

目这样的测点有 4 万多个。

“真不好意思，让你们等久了，我们刚从

山里面测量出来。”

“没关系，你们辛苦了。”此时早已过午。

“你们还没有吃饭吧，中午去哪里吃

饭？”

“没有吃午饭，早上出工时我们带的馒

头，中午就在工地上将就一顿，晚上回去再

吃热饭。”

“那你们先吃午饭吧。”

说话间，老少二人各自从背包的一个塑

料食品袋里取出一个比拳头稍大点的玉米

馒头吃了起来。

“你们没有带水出来？”

“带了水的。”看着他们干嚼着冷馒头，

笔者问到。此时，只见年龄稍长的从背包里

随即取出一个保温杯，自己喝了一口后，再

递给身边的年轻人。

这是笔者一行在勘探项目工地上，亲眼

看到的测量施工作业人员用午餐的场景。

进入工地前，项目测量管理人员告知，工

地上正在施工作业的几十个测量小组中，有一

个父子施测小组。这一下子引起了笔者的兴

趣，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宣传题材，决 定

前去采访。按照采访计划，这天，上午先去采访

钻井机组，午饭后再采访这对父子测量组。

午后，在 R1199 测线上，笔者一行见到

了已在路边等候的父子俩。先问姓名，年长

的说他叫余向前，年轻的叫陈浪。一听姓名

不一样，正当笔者纳闷时，“他是我女婿。”余

向前指着身边的年轻人说道。“原来是这样

的父子俩。”

在勘探队打工不吃亏

随后的采访中得知，余向前今年 45 岁，

陈浪今年 21 岁，他们家住项目工区地处的

四川省兴文县古宋镇光明坝村。陈浪说他从

职高毕业后，先在川东平昌县那边接受了 4
个月的勘探测量专业的技能培训。经过理论

和实际操作考试合格后，先是在其它勘探队

里打工。不久前得知家乡正在搞勘探需要测

量人手时，就毅然辞去川东那边的测量工

作，回家还动员岳父也一起，来到东方物探

西南分公司物探 203 队正在施工的项目上。

经过现场岗前考试合格后，翁婿俩也就上了

线。笔者造访时，他们已经在项目上干了一

个多月，每天能施测 40—50 个检波点。

问及余向前、陈浪在家门口找到活干的

感受时，翁婿俩会心地笑了笑说：“在勘探队

打工稳当踏实，不会吃亏，单位上都是按月

按工作量结算，及时打到我们的银行卡上

的，不担心干了活收不到工钱。还有就是每

天干了活，还可以回到家里住，这样的好事

到哪里去找喔。”

说罢，余向前和陈浪又继续沿着测线施

测。踏着山间泥泞小道，翁婿俩的身影很快

消失在密林中。

“项目测区所处的文县，是四川省 88个

贫困县之一，宁 233井区三维勘探项目外聘的

1720多名季节性临时工，大多来自贫困地区。

项目上接纳他们，增加了务工人员的经济收

入，既是对国家扶贫困工作的支持，对于项目

施工来说，也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队伍。

“扶贫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大事。油

气勘探行业比较特殊，但我们也应该为扶贫

工作尽一份责任。像勘探作业施工对乡民农

作物造成的损失，我们是严格按当地政府青

苗损失的标准进行补偿，绝不让农民吃亏。”

项目管理人员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

(李梦香 周静)

姻 赵德斌

绿油油的青菜、红通通的番茄、白白胖胖

的大萝卜……初冬时节，寒风料峭，但在北圩

农业生态园的温室大棚内，却又是一片绿意

盎然的景象。

12月 1日，笔者来到位于安徽庐江县郭河

镇北圩村的北圩农业生态园种植基地，只见一

排排标准化大棚鳞次栉比，格外醒目。据基地

负责人孙功友介绍，这片面积约 280亩的土地

上，拥有日光大棚 180余个，连栋大棚 134个。

走入棚内，菠菜、韭菜、番茄、黄瓜、萝卜

等各种蔬果长势喜人。

“我们这大棚蔬菜不仅长得好，而且品种

多、品质高，可受欢迎了。”孙功友喜滋滋地

说。

孙功友对笔者说：“以萝卜为例，前两年，

我们从省农科院引进了大根白萝卜，如今一

亩地一茬大概在 1.4 万斤左右，单个最大的萝

卜超过 8 斤重，简直长成精了，肉质还水嫩得

很，在市场越来越受消费者的青睐。”

采摘、分拣、装筐……在郭河镇南圩村的

丰美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筐筐鲜嫩的

青菜被码放整齐后将运往合肥。总经理吴俊

穿梭其中，满头大汗。

吴俊告诉笔者，最近几年，公司在基地种

植了 80 亩“上海青”，每年 9 个岔口，亩产商

品菜 3 万斤以上，亩均效益 3 万多元。仅此一

项，公司年增收就是 260 余万元。“这‘菜篮

子’越拎越有劲儿。”他乐呵呵地说。

作为省城合肥的“菜篮子”，郭河镇几乎

家家户户都从事蔬菜种植。

面对蔬菜价格的季节性、品种性波动，近

年来，郭河镇主打“效益”牌，着力在“特色、优

质、绿色”上下功夫，提升蔬菜的质量与档次，

产业链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实现从“增产”

转向“提质”，闯出一条“不一样”的农业路。

在蔬菜产业发展中，郭河镇农民原来种

辣椒、黄瓜、西红柿等“大路货”，现在种植适

销对路的高端蔬菜，品种不断更新从源头上

避免了菜贱伤农事件，还拓宽了蔬菜的销售

半径，解决了菜农“种什么”的问题。

同时，郭河镇按照绿色食品生产标准的

要求，积极落实绿色生产措施，加快推进“三

品一标”认证，提高生产经营水平，打造标准

化、规模化、规范化的高效种植示范基地，有

效地解决了蔬菜“怎么种”的问题。

郭河镇还加快推进农产品市场体系建

设，通过招商，引进培育从事蔬菜种植、销售

的经营主体，他们不仅带来了大量的蔬菜订

单，还带来了蔬菜种植的革命，给当地蔬菜外

销搭建平台，解决了“如何销”这个问题。

截至目前，郭河镇蔬菜基地规模已达

1.05 万亩，年产值超过 6000 万元，从事蔬菜

产业的农民人均收入 2.1 万元。“菜篮子”成了

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多的郭河农民靠种

植蔬菜找到了致富的“金钥匙”。

陪同采访的郭河镇宣传委员罗建坤说，

由于蔬菜生长周期短，经济见效快，该镇一直

把蔬菜产业作为引领全镇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的主攻方向。眼下，逐渐成形的蔬菜基地给农

民生活带来了很大改变。

“接下来，我们将特色蔬菜资源转化为竞

争优势，多层次、多领域提升农产品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让郭河镇蔬菜产业迸发出新的发

展活力。”采访即将结束时，罗建坤信心十足

地向笔者道出了用小蔬菜做出大文章的美好

愿景。

柏树学校
大力践行

“垃圾分类”新时尚
2019 年 11 月 28日，四川省中江县柏

树学校组织人员，对实施了半年的垃圾分

类工作进行了评估总结，评选了垃圾分类

师生“时尚达人”二十名，表彰了中小学垃

圾分类“时尚班级”十个，总结了前期好的

经验与做法，提出了下一阶段工作提升的

目标 ,“习主席告诉我们，‘垃圾分类就是

新时尚’。为建设美好家园，让我们从身边

做起，成为垃圾分类时尚达人！”总结会上

学生代表的发言久久在师生心里回响。

为了践行“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理

念，中江县柏树学校自春季以来，通过多种

宣传方式营造氛围，强化责任落实，完善分

类设施，加强队伍管理，建立评比考核长效

机制等措施，强力实施垃圾分类活动。在

实施过程中，科学分类，加大回收；对校园

内不能烧又不属于垃圾无法运走的大量

落叶，则针对地处农村的实际，采取建池将

其集中堆放沤烂成为有机肥再还田的办法

解决。为增强实效，学校每两周开设一节

垃圾分类环保实践课，以“实践-探索-总
结-再实践”的循环方式推进。

活动开展至今，“新时尚”理念已深入

师生内心，学校垃圾量明显减少，可回收垃

圾回收利用率大幅提升，校园环境更加整

洁优美，师生环保意识更是极大增强。

(梁小东)

自制加工件
月入三十万

11 月 20 日上午,在皖北煤电钱营孜矿

机械厂内, 两名员工在加工井下煤仓锁口

用的钢筋骨架。近年来，这个矿不断强化员

工的成本意识，大力实施各种材料的自产

自营，最大限度减少材料费用支出，每月增

加收入 猿愿余万元，拓宽企业成本管控的路

径。 (李继峰)

全县脱贫
交通先行

四川省剑阁县地处四川盆地北部边缘，县、

区域优势得天独厚，古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美誉”，现有“川北金三角，

蜀道明珠”的称号。全县幅员 3204平方公里，辖

57 个乡镇，总人口 67.6 万人，境内有首批国家

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剑门蜀道，国家 AAAAA 级

景区剑门关。

剑阁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既要把农村公路建好、更要管理好、运营

好”的重要指示，把脱贫攻坚作为工作的重中之

重，大力发展通车客运，高度重视农村客运，在

交通运输部门及全县乡镇的共同努力下，全县

已通村组道路 6318 公里，全县开行通村客运班

车 248 辆，辐射 522 个行政村，行政通车率达

96%，50 万左右老百姓赶集、购物、会友外出就

近乘车需求基本得到解决。该县有关部门认识

到通村客运政治性、重要性、必要性，运输企业

配合政府，政府大力支持企业，形成合力，农村

客运“村村通”网络工程基本全面实行，被上级

政府授予“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胡清亮)

河北沙河电厂
多掺烧 降成本

面对今年煤炭供应紧张的形势，沙河

电厂全力争取煤量的供应，同时积极拓展

市场购进地方高热值煤，并持续加大电煤

的掺烧力度。

沙河电厂根据负荷变化对煤质的要

求，因地制宜做好配煤工作，明确分工、落

实责任，确保不发生因煤质原因减少负荷

及影响环保达标排放事件。同时，建立配煤

掺烧机制，以奖励为主，调动员工工作热

情，多掺烧、降成本，为冲刺全年工作目标

作贡献。

同时沙河电厂组织燃料部积极调研寻

找低价市场煤信息，加强运输管理，分类堆

放，截止 11 月底，已掺烧泥 12.93 万吨，节

约资金 600 余万元。 (何卫东)

日前 由国新办、国资委指导，中国外文

局在北京发布的《中国企业海外形象调查报

告》显示，海信集团成功入选“2019 中国企

业海外形象 20 强”，这也是海信集团连续第

5 年入选这一榜单并名列前十，海信南非项

目成功入选“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建设十大优

秀案例”。

据了解，该调查报告覆盖能源、金融、家

电、数码通信等 13 个行业的 133 家中国出

海企业，在企业声誉(Rep Z)模型的基础上，

通过考察中国企业在责任、公平、可信、成功

四个维度的表现来综合评价企业形象，并据

此得出了“中国企业海外形象 20 强”榜单。

其中，海信集团以 107.11 分的成绩跻身

20 强榜单并名列第 10，这也是其连续第 5
年入选榜单并排名前十，成为国内唯一取得

此成绩的家电企业。与此同时，海信南非项

目成功入选“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建设十大优

秀案例”。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背

景下，海信的出海经历颇具样本意义。

据了解，海信在南非的工业园区年产能

达到 100 万台彩电和 50 万台冰箱，销售产

品线包括电视、冰箱、冷柜、手机等品类。经

过 20 多年的不断努力，海信电视和冰箱在

当地已成为一线品牌。海信电视 2018 年销

量排名第一，冰箱销量和销售额均排名第

一。此外，海信还解决了当地大量就业问题

并积极投身到公益事业当中。

近年来，通过赞助 2016 年欧洲杯、2018
年世界杯，品牌并购，建设渠道布局全球，海

信的国际化品牌形象愈加深入人心。2019
年 1-9 月，海信国际营销实际销售收入 30.5
亿美元，其中自主品牌占比更是超过六成。

在未来，海信将坚持“大头在海外”战略，继

续打造中国企业出海的样板。

(中新)

融入区域 优质服务
广西宁铁物资工业有限公司荣获广西物流企业50强

扶贫家门口，乐了翁婿俩

从“增产”转向“提质”

郭河镇：小蔬菜做出增收大文章

海信连续 5 年入选中国企业出海十强

荫 剑阁县 2019 年通村客运班线集中发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