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阴石油直分销
取得阶段性进展

今年以来，江苏江阴石油直分销经营顺

应市场变化，始终贯彻“拼、抢、活”指导思想，

精准研判市场，加强客户开发维护，强化风险

防控意识，提升综合服务水平，上半年直分销

经营量同比增长 6%，非油品销售同比增长

165%，顺利实现“双过半”，排名系统前列。

精准研判市场袁强化客户维护遥建立公司

领导、部门领导、客户经理三级客户维护机

制，开展客户大走访，建立良好的客我关系，

提升客户成交率。按日、周、月、季通报客户成

交、走访、找回、开发维护情况，分析客户需

求、库存、未成交原因，及时调整经营、服务举

措。上半年走访客户 1082 次，成交客户 226
户，新增及找回客户 37 户，其中全部客户成

交率全省排名第 4。
提升风险意识袁落实防控措施遥加强客户

函证工作，增加函证覆盖面，对有问题的询证

函及时查清差异原因。加强电子提油卡管理，

对所有持卡客户进行梳理，重新签订电子提

油卡协议。强化合同管理，所有成交客户均签

订购销合同，进一步完善客户资料、客户档

案，有效防范风险。加强经营监控，定期调取

异常销售数据，检查资金回笼情况，加强客户

经理廉洁教育、“微腐败”提醒，增强客户经理

的红线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对标一流企业袁缩小短板差距遥重点关注

直分销价差收入和配送比例提升，加强横向

沟通，学习苏州直分销的好思路、好做法，在

直分销经营过程中把握销售节奏，优化销售

结构，注重量效兼顾。提升客户经理思想认

识，加强配送引导，新增终端用户全部纳入配

送范围，同时积极争取老客户。6 月底，直分

销配送比例提升至 61%。 渊张蓓蓓 刘悦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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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茂 何茜雨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从 20 年前入党那

天在党旗下宣誓，就立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

奋斗终生的信念。这些年做了些工作，组织和

领导都给予充分肯定，但我还做得很不够，还

要继续努力，立足本职，做好表率，在各方面

都起好模范带头作用。”

在日前单位组织的庆祝建党百年岗位讲述

活动中，东方公司西南物探测量工程中心二队

司机组长侯学勇这样表示。翻开侯学勇的履历，

普通岗位，平凡工作，但“优秀共产党员”、“HSE
先进个人”、“劳动竞赛提质提速优胜个人”等多

个荣誉称号，却是对他工作的充分肯定。同等人

生同等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与同伴相比，侯

学勇走的是一条“加长版”的人生路。

青春岁月 加长人生实现夙愿
1971 年 3 月出生的侯学勇，19 岁那年参

军入伍当了一名边防武警战士。入伍后他服

从安排学习汽车驾驶，很快就成为一名合格

的汽车驾驶员。3 年后转业来到石油企业，成

为勘探队的一名汽车驾驶员，运送施工作业

人员何器材设备，起早贪黑奔驰在川渝探区

崎岖蜿蜒的山乡公路上。

“人生除了工作生活，关键还是有精神追

求，积极创造条件加入党组织是我的终生夙

愿。”采访时，侯学勇这样说道。日复一日、月

复一月、年复一年的野外勘探磨练人的体能，

更考验人的意志。在艰苦的野外生活中，除了

圆满完成一项项运输工作任务，侯学勇积极

要求政治进步，1991 年 7 月，他光荣地加入了

党组织，这既是他从军装到工装的华丽转身，

更是他加长人生之路全新的起点。

提升自我 加长人生领军队伍
“我加入党组织，不是为了图名图利，更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能够为单位为

企业做更多的事，体现人生价值。”以此为准

则，这些年侯学勇在圆满完成一趟趟驾驶任

务的同时，不断提升自己的新知识和业务管

理能力，他利用业余时间，学完了大专课程。

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先后安排他担任司机

组长，运输队的车辆调度，管理几十上百台甚

至几百台车辆的运行。

2020 年 3 月，侯学勇从被撤销的运输队

调到第二测量工程队，安排担任司机组长。初

到新的环境，他把在运输队多年车辆管理的

经验带到测量队。结合实际，及时建立健全驾

驶员能力评估及信息档案，制定了《司机组管

理制度》，强化了刚性化的管理。同时，积极与

队领导、野外各大班组长、HSE 管理人员沟

通，坚持每周的安全例会，时常去野外工地开

展车辆安全检查。

去年上半年，枫顺场、黄草峡等 5 个项目

同时施工，时间紧，任务重，班组人员少。为了

能安全圆满完成项目运输任务，侯学勇在合

理安排本班组员工与各生产班组工作衔接的

同时，加强外包车辆的管理，做好开工验收前

各项准备工作，抓好班组技术理论学习及防

御性驾驶培训，及时传达上级相关部门对车

辆运输的管理和要求。

在施工过程中，由于项目多而分散，为了

能更好地加强班组管理，侯学勇坚持做到对

驾驶人员的思想动态清楚、车辆状况清楚、工

作状态清楚。正是这三个清楚，班组员工在工

作中有任何的不良思想波动、车辆有任何的

大小问题等都会得到及时发现和解决，不让

不良情绪、带病车辆带入工作中，保证了运输

任务的安全运行。当年该队交通运输安全行

驶 90 万公里，无一例有责交通事故发生。

急难险重 加长人生冲锋在前
去年 7月，在黄草峡储气库三维勘探项目

民爆下药施工过程中，由于作业方式的改变，已

经完成项目测量任务的二队接上级通知，要协

助其完成查找测点任务。司机组接到队上运输

安排后，侯学勇立即带领 3名驾驶员前往项目

工地。在未外租一辆车的情况下，他与其他驾驶

人员一道，冒着夏日的高温，每天驾车早出晚

归，连续 15天，为一线共 23个测量小组做好运

输保障服务，确保了项目施工的顺利推进。

31年工龄，20 年党龄，侯学勇一步一个脚

印，走出了人生岁月的“加长版”。勘探路上，

党徽闪耀，岁月留痕。

■ 归晴 金石

夏至时节，万物丰茂，骄阳似火。茅台酒

黄金轮次的最后一轮———“五次酒”开烤了。

之所以被视为茅台酒酿造黄金轮次的收

官之作，“五次酒”的地位非常突出———其背

后所蕴藏的风味密码，给茅台酒的风味特点

做了深刻指导和引导。在茅台酒生产的七个

轮次当中，“五次酒”的个性鲜明，更像茅台酒

风味库里的“智者”，具有强大的塑形能力。

五次酒的“智者”个性
与四次酒的“不偏不倚”不同，五次酒有

着自己独特的轮次特征，闻，有怡人的焙烤香

（坚果香）、青草香；尝，舒适的糊香、突出的曲

香跃上舌尖。

在风味轮廓图的表现上，可以看出与成

品茅台酒的轮廓风格最为接近。这样的认识

也被首席勾兑师王刚所证实，在七个轮次中，

五次酒的风格对茅台酒酒体设计的典型性影

响至深。

直到此时，经过前面六个轮次摊晾拌曲

的“修炼”，酒体中突出的曲香业已积累而成，

个性鲜明；经过前面六个轮次高温发酵的积

淀，酒体中焙烤香、青草香等宜人的复合香

气，也更加凸出。

在茅台酒的众多特点中，曲香、焙烤香（坚

果香）、青草香等组成的复合香气，又恰是其有

别于其他酱香型白酒的重要特点。

五次酒，就像团队中“智者”，经历了毕生修

炼，对世事有着深度的洞察和理解，可以以超然

的“智慧”，引领茅台酒“风味兵团”沛然前行。

超越“口传心授”的技艺传承
夏日的清晨，首席勾兑师王刚又开始了

忙碌的一天。他要琢磨勾兑方案，还要带几个

尚未出师的徒弟。王刚培养出师的徒弟，绝大

部分已是勾兑骨干。经常，已出师的徒弟遇到

拿不准的地方，还会继续来请教他这个师傅。

徒弟们非常尊敬王刚，因为任何勾兑技

术难题在他这里，都能得到化解。从事勾兑工

作 28 年的王刚，已勾兑出厂三万多吨酒，其

中相当比例是勾兑技术含量非常高的陈年

酒。五十岁的王刚说，他当徒弟时，师傅主要

靠经验来教他。现在到了他带徒弟，既要“口

传心授”，又要动用更加多元的科技手段。

比如，在带领徒弟们工作时，七零后的王刚

都会强调他在勾兑之前要看两份检测报告，一

份是关于基酒，一份是关于勾兑样品。掌握这些

检测数据，就像现代化医院里的权威专家，不仅

要拥有丰富的经验，更要能熟练判读现代科技

设备所贡献的种种数据化曲线。

此时，在茅台的酿酒厂房里，52 岁的首席

酿造大师彭朝已经走过了数十个班组，汗水

早已湿透了后背。24 年酒师经验，让他可以靠

“望闻嗅捏”，就能对班组的发酵情况了然在

胸，对产酒结果作出准确预测。

彭朝惦记着 27 车间 18 班的生产。上个

轮次，这个班组三号窖池发酵情况不太理想。

所以一大早，彭朝就专门来到这个班组。他拿

出手机打开生产数据管理平台，调出这个班

组窖内发酵的各项数据，结合自己的经验给

出了工艺指导意见。

彭朝说，一名成熟的酿酒师，需要无数次

试错才能积累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让

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给出判断。但要储备这

些经验，需要一个漫长的训练时间。个体经验

与观察背后，也许会有评价不甚一致的标准。

但是数据，能将看不见、摸不着的酒醅理化状

态、微生物生长状况直观地展现在眼前。

在离 27 车间 18 班约两百米远的生产检

测实验室，检验员陈垭萍正在显微镜下检测

微生物，其他检验员也在忙碌着各个检测项

目。这样繁忙的场景只是十数个生产过程检

测实验室的一角。

每天，茅台各个实验室都会出各种数据

报告。这些直接针对基酒、酒醅、曲醅的数据，

为王刚、彭朝们提供了各种他们需要掌握的

趋势变化，让他们成为既有技艺，又懂数据的

“智者”，具有更为科学的判断力，从而让经他

们手酿造形成的产品有更为稳定的品质。

集聚“经验+数据”的力量
进行生产指挥

在茅台制酒 25 车间，50 岁的车间副主任

王崇玉正在检查每个班的生产。这是他每个工

作日的必修课，一圈下来，上上下下，至少要走

一万多步。车间员工都说，王主任每天就两件

事，转生产一线，查动态数据。王崇玉的爷爷是

为茅台生产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代工匠。

作为家族中，在茅台工作的第三代，王崇

玉从小跟着爷爷耳濡目染，对茅台传统工艺

有着更特殊的认同感。

王崇玉说，和他爷爷、父亲的时代不同，

过去几十年在科技运用方面的进步，使得茅

台的传统经验传承有了数据加持。我们在组

织车间生产时，不仅依靠经验的积累，更多了

对酒醅发酵规律的深入洞察和理解，让生产

管理、指导会更加精准、科学。

25 车间 22 班，酒师赵文学正在一边测量

堆积温度，一边通过 APP 上报数据，大学毕业

进入茅台，从制酒工人做起，到成为酒师，理

论和实践结合让他受益匪浅。

每天，全厂各个班组各个环节的工艺数

据，均会从酒师、工艺员、检验员的手中上传

到后台终端集中收集。

经过分析处理的数据，上报到公司工艺

技术指导小组，这里是茅台生产指挥指导的”

大脑”，实时对生产过程、结果做出分析后，又

反馈至生产一线。科学、智慧、高效的生产管

理指导，是传统酿造生产在不断扩大规模之

时仍能够保持品质稳定的主要原因。

正因如此，相较作坊时代，大工业背景下

的茅台基酒尽管产能获得了几何级数提升，

仍可保持优质、稳定的质量水准。

新锐一代与“智慧化”未来
在 25 车间的晾堂里，梁坤个头高大，十

分显眼。这位刚从大学毕业的河南小伙，今年

刚刚考上茅台工艺员的岗位。

按照公司要求，新入职的工艺技术人员，

必须在生产一线锻炼至少一年。在梁坤看来，

这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实践机会。毕竟，纸上得

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同样的，在遍布厂区的各个实验室，年轻

的技术人员们也被要求每隔一段时间，去车

间跟班作业。从一线获得的观察和体验，对他

们在实验室的分析研究质量至关重要。

作为一家实体企业，茅台生产一线出现

越来越多科班出身的员工，不仅为这家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工厂培育、储备了更多人

才，也让包括大数据在内的高科技手段在一

线的运用与推广，打通了执行层面的障碍。

从梁坤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王刚、彭

朝、王崇玉们年少时的影子，同时也感受到数

字化时代，更多茅台新锐一代充满活力和朝

气的气息。

从 1951 年到现在 70 年时间，茅台能从年

产量不足 70 吨，成长为今天年产 5 万余吨茅

台酒基酒的超级工厂。其秘诀在于，一代接着

一代工匠坚守传承“让茅台不变味“的同时，

不断应用先进技术手段实施创新，形成经验

加数据、知识加技能复合集聚的”茅台智慧“。

正如五次酒对茅台风格的重要影响，被

称为“智慧化身”一样，“茅台智慧”也正推动

茅台工匠在与全球同行的竞争中，能够保持

持续不断的生命力。

日前，京东宣布自 2021 年 7 月 1 日开始

到 2023 年 7 月 1 日，将员工平均年薪由 14薪

逐步涨至 16 薪，在 2021 年 7 月之前的基础上

直接涨薪两个月。

在各地推动产业、就业互促发展的过程

中，“互联网+农业”的产业正展现出强劲的爆

发力。公开资料显示，京东一线员工中超过

80%来自农村，解决了超过 20 万农村地区人

口的就业问题。

据了解，通过充分发挥数智化社会供应

链能力，京东利用其分散在各地的大量线下

零售终端，遍布全国所有地区和乡镇的物流

基础设施，以及技术、服务等核心能力，不仅

推动了大量人员返乡创业就业，也推动了技

术返乡、资金返乡，同时带动了相关上下游产

业和其他人员的“城归”潮，有利于地区在产

业发展中形成集聚效应。

在沈阳麦子屯村这个有着数百年农耕文

明的丰收之地，已发展为知名电商物流智能

产业园。十年间，以京东为代表的企业集群频

频落地，让这个原本不知名的屯子从此四通

八达、车水马龙，每天上千辆满载的货车源源

不断从这里出发奔向东北各地，而从配送、仓

储到物业，周边村镇有百余人在京东物流工

作。

公开资料显示，京东共带动本地就业近 8

万人。一方面，从 2014 年起，京东就鼓励有能

力的员工回乡就业，创立快递站点；另一方面

通过仓储、快递等业务下沉，很多快递、仓储

员工能在家门口附近实现就业，同时为家乡

的经济成长做出贡献。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不管是为员工提供

具有竞争力的薪资激励、丰富贴心的福利举

措，努力用实际行动成为让员工有归属感、幸

福感的企业；还是充分依托自身优势和能力，

充分发挥就业稳定器作用，积极促进就业，京

东都在用自己的温度、力量、责任感和使命

感，践行一个企业的责任和担当。 渊中新网冤

与Z世代足球迷共狂欢
青岛啤酒打造

“沉浸”观球新场景
无啤酒，不足球。7月 12日，欧洲杯冠军尘

埃落定。2021年的夏天，啤酒和足球的世界又

在发生新的变化。青岛啤酒在上半年，紧扣各大

体育盛事举办了近百场创意十足的硬核足球

观赛派对，共计覆盖了全国 29个城市，100多

场观赛派对，累计参与消费者超过 9万人。

燃燥的乐队、近景魔术、神秘泡泡秀、奇

幻爵士舞、啤酒品鉴、足球观赛轮番登场，流

光溢彩的现场，人们挥动着手中魔法棒，开启

一场奇幻之旅……这是青岛奥帆中心进行的

一场青岛啤酒足球观赛派对。

上半年里，这样的足球观赛派对在全国各

地缤纷上演，房车 X足球、电竞 X 足球、海上 X
足球、睡衣派对、新鲜派对主题观赛，还有多种

形式的啤酒节，从内容到形式，都聚焦时下流

行趋势，几乎无人不直呼“够新潮够沉浸”。

内容方面，青岛啤酒以大众日常生活场

景进行切入，从品牌认知、情感连接等多维度

赋能，拓宽了青岛啤酒的饮用场景———如房

车聚会、电竞比赛、海边聚会等，给与消费者

生动而难忘的“新潮”体验；在形式上，青岛啤

酒从球迷角度出发，与消费者进行互动，睡衣

趴、二次元、赛博朋克风等元素一次次刷新消

费者期待。

创新场景的营造，使得足球观赛派对几

乎场场爆满。而巨大增量用户的背后，青岛啤

酒创造出的更大的价值在于为消费者提供了

更多获得感———优质内容、新鲜体验，在提供

大众情绪与共识价值的同时，潜移默化中培

养着年轻一代的消费者习惯。

体育营销首要解决的就是快速找到目标

用户，从各个维度打通球迷距离。青岛啤酒一

直释放着品牌的年轻活力，通过电竞、房车、

睡衣派对等多种形式，聚焦年轻一代，持续培

养和刺激年轻人产生品牌消费动机，建立起

品牌与消费者的长久关系。

与此同时，青岛啤酒还选择与专业平台

懂球帝进行合作，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聚焦

精准球迷圈层，一方面，发布相关活动内容，

扩大青岛啤酒观赛派对的传播度和影响度，

另一方面，利用懂球帝平台的优势，引流球迷

们关注青岛啤酒“球迷欢聚会”微信小程序，

跳转相关竞猜页面、参与球迷说等互动，最终

将精准用户“收入囊中”，打通营销链路闭环。

线上预告宣传、线下观赛派对落地，活动

期间持续年轻化内容产出，立体组合式展开

球迷互动，串联起青岛啤酒 X 足球体育营销

的“壁垒”，赢得年轻消费者喜爱的同时，也展

示了品牌年轻化的积极态度。

据了解，下半年，青岛啤酒仍将延续“硬

核”做法，持续聚焦年轻消费者，提高其参与

感与体验度，并以优质内容、增量场景，与球

迷们建立更牢固长久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

持续营造青岛啤酒的“足球”印记，塑造品牌

心智共识。

而青岛啤酒“足球观赛派对”模式，为体育

营销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时间更长、地域

更广、更多人参与，意味着更深的产品体验和

理解、更强的品牌价值挖掘与传播。渊中新网冤

“加长版”的人生路
———东方公司西南物探优秀共产党员侯学勇小记

侯学勇（左）检查驾驶员出车前急救包准备情况

积极保障员工福利 京东宣布员工年薪将涨至16薪

玉茅台之窗

“智慧化身”———
茅台酿造黄金轮次背后的“五次酒”密码

茅台酒和五轮次基酒的风味轮廓对比图。 王刚正在指导徒弟设计勾兑方案。 彭朝（右）与酒师交流。

陈垭萍正在检测酒醅中微生物数量。 赵文学正在通过手机 上传数据。梁坤在晾堂中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