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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1 日袁浙江晨龙锯床集
团举行年度总结表彰大会袁 丁泽
林董事长作了重要讲话袁 他全面
总结了 2014 年度集团工作袁并对
2015 年作了展望遥 面对新形势尧
新局面袁 丁泽林董事长提出了公
司发展的八个关键词十六字令袁
要求隶属各子公司理解其义袁遵
照实执行袁正确把控前进步伐袁确
保企业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得以
稳步发展遥

一尧节奏遥企业发展要把握好
节奏袁看清方向袁看准时机袁该快
得快袁该慢得慢袁不能一味地快或
慢遥

二尧 心静遥 要学会挡得住诱
惑袁静下心来袁冷静地思考袁大忌
浮躁尧浮夸遥 越是在艰难时期袁越
是要学会心静袁珍惜当下袁正确面
对遥

三尧清空遥 淡薄名利袁是一种
境界遥做企业不是一味地赚钱袁而
是要有境界遥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
灵魂袁是代表一个企业的境界袁它
是一步一个脚印创造出来的袁是
长期生产实践积淀起来的遥 有些
话要讲一辈子袁要有清空的决心袁
看淡世俗与媚俗袁 做有品位的企
业袁做有境界的人遥

四尧定位遥 定位太重要袁没有

准确的定位袁 就没有清
晰的发展方向遥 目前公
司占有全国市场份额的
13要15%袁 还有很大提
升空间遥 我们要引领中
国锯切行业袁 必须全力
以赴袁 着多元化方向发
展遥

五尧专注遥就是要一
心一意走自己的路袁按
照定位的目标尧方向袁毫
不动摇袁 坚持不懈地努
力遥不能朝秦暮楚袁迷失
自己尧迭失方向袁三心二
意容易失败遥

六尧相信遥相信就是
自我激励尧相互信任尧友
好协作遥 每个员工要相
信自己袁 领导要相信员
工袁公司要相信大家遥相
信大家是最棒的袁 才会
信心满满袁 才有强大的

团队精神遥
七尧行动遥行动体现在执行力

上袁不能靠说来说去袁要拿出行动
来袁务实去体验尧去做袁全员生发
非常好袁所有的员工都积极参与袁
但不能光说得好听不去做袁 还要
进一步细化尧深化遥

八尧持续遥 企业愿景的实现袁
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袁 不是一
年二年一蹴而就的袁 而是要十年
二十年一辈子的过程遥 只有持续
的力量袁 持续的拼搏袁 持续的递
进袁才能保持前进的动力袁逐渐靠
近目标遥

理解十六字令 把控前进步伐
本报记者 晨翔

2 月 24 日渊大年初六冤下午
1 时袁 晨龙锯床 2015 年度营销
大会在新办公楼多媒体厅隆重
举行袁 晨龙锯床全体营销精英
欢聚一堂袁迎着洋洋喜气袁分享
了过去一年来的经验与收获袁
并展望了羊年的未来遥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院
提升凝聚力袁统一目标袁明确愿
景与使命袁实现共同梦想曰增强
内部员工与销售人员之间的沟
通与联系曰 增强销售人员的集
体观念袁促进公司和谐发展遥

大会首先由副总经理项森
福致词袁 他总结了晨龙集团
2014 年的营销工作遥 他说袁2014
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袁 全球经
济持续低迷袁 以及国内经济宏
观调控袁 都给实体经济带来不
小的影响袁 带锯床整体市场需
求停滞不增袁 但在各销售精英
和公司干部员工的共同努力
下袁2014 年公司保持销量稳定遥

新任总经理丁侠胜是晨龙
新生代领军人物袁 他带着年轻
人特有的意气风发袁 慷慨激昂
地作了讲话遥 首先袁他强调了团
队的概念袁 要求所有人结成一
颗心袁拧成一根绳袁并希望自己
能够带领晨龙锯床再创辉煌遥
其次袁 他感谢董事长与总顾问
长久以来对自己的大力支持袁
他认为新老交替袁是自然规律袁
也是公司发展的需要袁 责任需
要传承遥 再次袁他谈到了三个创
新院一是设备创新曰二是人才创
新曰三是营销创新遥 基于这三个
工作重点袁 晨龙锯床的质量必
然得到创新袁2015 年袁晨龙锯床
将打造野性价比冶更佳的产品遥
最后袁 他宣布了新一年的销售
目标院销量比上年增长 20%遥 竞
争激烈袁不进则退袁只有不断挑
战自己袁不断超越袁晨龙锯床才
会有新高度遥

大会表彰了上一年度优秀
营销员袁 李国华尧 周科荣获
野2014 年度进步奖冶曰蔡跃飞尧周
葛均尧丁南军尧蔡淑爱尧陈爱丹尧
杜连富尧李胜荣获野2014 年度优
秀营销员冶曰吕仕亮尧吕华尧李葛
奎分别荣获 2014 年度销售冠尧
亚尧季军遥

总顾问丁泽强同与会的晨

龙精英们分享了他的理念院天道
酬勤尧勤能致富尧富能养贵袁并重
点诠释了富贵尧康宁尧好德的真
正内涵遥 与此同时袁他表达了三
个感谢院一是感谢董事长对自己
的培养曰二是感谢全国各地的销
售精英袁他们不怕辛苦袁积极解
决问题袁与晨龙一起成长发展曰
三是感谢晨龙的新生代袁新生的
力量是实现百年晨龙的中坚力
量袁年轻人的朝气与智慧正是晨
龙与其他厂家的区别遥 他相信
这一力量定能够引领锯床产业
的未来遥 同时袁他还代表合一机
械作了讲话遥

董事长丁泽林总结了 2014
年度晨龙的发展状况袁并展望了
晨龙在新三板上市后的前景遥
同时袁他表达了对晨龙全体员工

的感恩之情袁 并指出今
后将关注重点放在了二
个层面院 一是如何将晨
龙越做越大袁 如何拿出
一流的成绩和最好的产
品质量来投放市场袁二
是如何让员工更有面
子尧 生活质量得到更大
提升遥为此袁他再次强调
了 创 新 的 重 要 性 和
2015 年度目标袁并提出
了五个要求院

忠诚敬业遥 忠诚大
于能力袁每个人都要怀着
感恩的心袁忠诚于企业遥

主动担当遥 不管是
在家庭当中还是工作当

中袁担当都非常重要袁每个人都
要敢于担当尧主动担当遥

注重实效与结果遥员工们能
够在舞台上展现出自己的风采
是个非常好的开始袁但如何在实
际工作中取得成效才是最重要
的袁唯有数据才是实实在在的遥

沟通与合作遥所有合作都需
要沟通袁所有沟通的目的都是为
了合作袁 只有每个人的良好合
作袁 才能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尧增
厚相互之间的感情袁才能让团队
长期合作袁共创价值遥

务实创新遥 当前袁整个行业
形势都十分严峻袁 对晨龙来说袁
2015 年是一个更加巨大的挑
战遥 创新是永恒的主题袁在创新
的同时袁 晨龙人更要脚踏实地袁
实实在在地与客户进行沟通袁从
而让客户感受到我们的真诚遥

最后袁董事长还发表了对于
2015 年的感悟袁他认为 2015 年
对于晨龙来说袁是机会与挑战并
存的一年袁晨龙人定会加倍努力
以换取新一年的收获遥 同时袁晨
龙人的思想境界必须要比其他
人更高袁需从富到贵袁尊崇和衡
的企业文化袁以和为贵袁均衡发
展袁打造标准规范的企业管理制
度曰提质增效袁务实创新袁提高产
品质量袁增强企业效益遥

晚上袁由员工自编自导为销
售精英们上演了一台别开生面
的文艺晚会遥大家沉浸在晚会喜
庆尧热闹尧幸福的氛围中袁也预示
着开启了新一年的营销工作遥

携手提质增销量 野羊冶帆务实创新高

晨龙锯床 2015 年度营销大会隆重举行
特约记者 胡艺千
摄影/赵灵 李志民

提质 增效 务实 创新
浙江晨龙锯床集团召开 2014 年度总结大会

本报记者 晨翔

2 月 11 日下午袁 浙江晨龙锯床集团有限公司
隆重举行 2014 年度总结大会袁 晨龙锯床尧 宏基橡
塑尧合一机械尧九州置业等子公司员工及代表云集
一堂袁总结过去袁展望未来袁共商发展大计遥

大会首先表彰了 2014 年度各子公司先进员
工遥 各子公司先进员工代表分别发言袁分享成功经
验和工作心得袁特别是九州置业第一次参与集团公
司年度大会袁更是受到大家的格外关注遥

晨龙锯床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侠胜尧宏基橡
塑总经理宋见定尧合一机械总经现马薇薇尧九州置
业等子公司负责人分别发表讲话袁全面总结自身一
年来的工作业绩及未来发展计划遥

2014 年袁在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艰难的行业现状
下袁晨龙锯床在逆境中稳步发展袁保持自身前进步
伐袁销量稳定袁新产品研发不断袁持续创新袁在管理尧
人才尧质量尧服务及企业文化等各方面扎实推进袁特
别是在新三板上市袁 有力地促进了公司全面提升袁

为晨龙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持的基础遥 2014 年袁晨
龙班子调整袁新一代晨龙人接班袁进一步增强了公
司的活力和创新力量袁也标志着晨龙锯床迈进了新
的征程遥

宏基橡塑品牌战略继续显成效袁 年年有突破袁
业绩创新高袁保持着行业领先的地位曰合一机械也
取得了新产品开发的新突破袁发展潜力强劲曰九州
置业在房地产行业不景气的大气候下袁 以智取胜袁
取得了年度全县销售冠军的骄人业绩遥

最后袁 董事长丁泽林作了重要讲话袁 他指出袁
2015 年公司将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一年袁如何抓住
机遇袁迎难而上袁继续领跑行业袁要做到审时度势袁
该快时要快袁该慢时要慢袁准确把握节奏袁保持冷静
头脑袁并提出十六字令遥

晚上袁公司依惯例为全体晨龙人准备了一顿丰
盛的年夜饭遥 大家在幸福尧祥和的节日气氛中送走
了 2014袁迎接即将到来的 2015 中国年遥

项森福副总作营销工作总结报告

全体野优秀营销员冶与公司领导合影

蔡跃飞尧周葛均尧丁南军尧蔡淑爱尧陈爱丹尧杜连富尧李胜
荣获野2014年度优秀营销员冶称号

吕仕亮尧吕华尧李葛奎分别荣获 2014年度销售冠尧亚尧季军

李国华尧周科荣获 2014年度进步奖

丁侠胜总经理尧项森福副总经理为冠尧亚尧季军获得者授带

晨龙锯床丁侠胜总经理讲话

宏基橡塑宋见定总经理讲话

合一机械马徽徽总经理讲话

九州置业副总经理王麒讲话

丁泽林董事长讲话

丁泽林董事长为年度销售冠尧亚尧季军获得者颁发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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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龙“第三届春晚”精彩演出
摄影/晨翔

先进员工与公司领导合影丁侠胜总经理与安全车间代表合影

丁泽林董事长尧丁侠胜总经理为先进员工颁奖

合一机械先进员工代表蒋定国发言

宏基橡塑先进员工代表陈国林发言

晨龙锯床先进员工代表项彩明发言

亲亲家园销售冠军张静发言

2 月 11 日晚 6院30袁晨龙锯床野第三
届迎春晚会冶在现场灯光秀中拉开了帷
幕袁四大主持风光亮相袁尽显风采遥 晚会

上袁歌舞尧小品尧各类曲艺袁形式繁多袁精
彩纷呈遥涌现了许多健康向上尧激人奋进
的原创节目袁 如 T 台秀以时装秀形式袁

展示了晨龙过去一年来所取得的辉煌
业绩袁令人振奋遥 舞台上袁野老演员冶们保
持着青春活力袁野新演员冶 给人眼前一

亮袁还有各种现场临时客串表演袁都给观
众带来了无比的快乐遥 晚会品位年年提
升袁体现了晨龙人的创新精神遥

野昨天袁在家排练了一天节
目袁今天就到这来表演了袁明天
就回去了遥 冶总经办的小品叶昨
天尧今天尧明天曳就这样正式拉
开帷幕了遥

犹记得自己刚拿到台词时
那种忐忑的情景袁 总觉得太有
难度尧太有挑战性了袁以至于第
一次排练的时候袁 总要拿着台
词本死记硬背袁 完全忘记还要

有手上动作和脸上表情这回事袁
好歹我也是上了两次春晚的人
啊遥 为了节目出彩袁我不得不有
空没空都带着小抄本见缝插针
地操练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到第
二次就能放松地应对自如了遥记
得有次晚上排练的时候袁读着背
着就觉得少了点什么袁突然灵感
一现袁何不来点 music袁也不知是
情景使然还是心情愉快袁大家就
不自觉地开始跳起来袁 跳着跳
着袁我多年的搭挡妮就想到了好
点子袁 何不在开场的时候就
High钥果真加上音乐尧配上舞蹈袁
整个小品的效果就更好了遥

辛勤的付出袁换来了观众一
阵阵又一阵阵的掌声袁在这个掌
声尧笑声汇聚的舞台袁我们深深
地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袁
我们唯有在以后的演出中袁以更
加完美的精彩表演来感谢浴

昨天 今天 明天
磊磊

每年年底年初袁是财务部最
忙碌的时候袁此时袁我们又接到
了准备春晚节目的通知袁财务部
作为去年的一等奖节目获奖者袁
理所当然要在新年春晚里再次
秀出我们的风采遥

趁着紧张的工作间隙袁我们
开始选节目尧定题材遥 由于财务
部向来有全体人员参加公司活
动和演出的良好传统袁没有领导
与下属之分袁 没有年龄大小之
别袁喜欢团结在一起遥对袁团结就
是力量浴 灵机一动袁我们决定以
野团结就是力量冶 主题来编排舞
蹈袁舞蹈的综合性比较强袁适合
每个人的发挥遥

主题定好之后袁我们就开始

挑音乐尧排舞蹈遥 为了演出感觉
更好尧阵容更强大尧团结面更广袁
我们还从总经办拉来了两位外
援遥 我们请部门里最年轻尧最漂
亮尧舞蹈感最强的应翔蓉晚上回
家先把动作学会袁然后再回来教
我们遥 由于小应在家太投入了袁
结果她家可爱的双胞胎儿子先
于我们学会了袁这可真是意外之
喜浴 于是袁我们一有空余时间就
在练习袁并约定周末大家回公司
合练遥有个周末袁周总要出差袁他
还特意带上视频袁说是有空就可
以练习一下遥 就这样袁我们琢磨
每一个动作尧每一个细节遥 手要
多用力袁脚要抬多高袁从陌生到
熟悉袁一遍又一遍地练袁而且经

常是晚上下了班去练遥小文的老
公怕我们饿着袁还时不时给我们
送点心袁给我们指点遥 我们每次
请人用手机拍一遍下来袁看看还
有那些地方需要注意的遥锦萍阿
姨回家还要自己一个人学袁总说
有些地方还不熟悉遥特别让我们
感动的是我们的外援要要要总经
办的磊磊袁 她是个活跃分子袁一
人参加了数个节目袁一次彩排之
后袁 我们觉得自己跳得不够好袁
等全部节目彩排完了袁又接着排
练袁 已经累得软绵绵的磊磊袁还
是坚持与我们一起一遍一遍地
排练遥

为了达到更好的舞台效果袁
我们从网上定购了统一的服装袁
武装到头盔手套遥 等到演出时
刻袁每个人都精神抖擞尧全神贯
注袁表演得比平时任何一次排练
都好袁辛勤的付出袁换来了热烈
的掌声遥

至此袁财务部春晚的表演又
划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遥这
次从排练到演出袁给我最深的体
会是院团结就是力量遥娱乐如此袁
工作也是如此遥如果我们团队密
切合作袁各项工作都能像排练节
目一样齐心协力袁 劲往一处使袁
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浴

团结就是力量
要要要春晚排练有感

朱彩和

在 2 月 11 日年度总结大会上袁 丁侠胜总经理在工作报告中提出
了 2015 年的目标任务尧工作要求尧工作主题袁指出了工作重点遥

目标任务院在 2014 的基础上销售额增长 30%以上遥
工作要求院以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为中心袁坚定信心袁攻坚克

难袁创新改革袁细化管理袁节流开源袁增强发展动力和后劲遥
工作主题院2015 年是公司野提质增效年冶袁主题是野提质尧增效尧务

实尧创新冶遥
工作重点院
一尧大力推行绩效考核袁使个人的收益与公司的业绩紧密挂钩袁将

部门绩效尧个人绩效与业绩紧密挂钩袁用数据说话袁真正改变目前存在
的大锅饭现象遥

二尧完善各种管理制度袁适应新三板上市的新要求袁适应公司未来
发展的新需要遥

三尧改变目前单一的销售模式袁由经销商主导销售模式向直销尧电
商等销售模式转变遥

四尧加大设备投入袁提高加工精度袁通过机器换人等多种手段降低
生产成本袁增强公司竞争力与发展后劲

五尧开源节流 尧厉行节约袁杜绝乱花钱尧花大钱办小事现象袁并借助
0A尧ERP 等现代化办公工具袁降低办公成本遥

六尧加强团队建设袁引进高素质的人才袁做好各类培训袁淘汰冗员遥
七尧弘扬创新文化尧绩效文化袁持续深入推进富有晨龙特色的企业

文化建设袁以文化软实力助力企业发展袁全面倡导野高效高薪冶遥

2015 年 我们要干些什么

丁侠胜总经理讲话

舞蹈叶小苹果曳 李治民 黄鹏飞 卢叶玲等

小品叶八戒娶亲曳 朱会新 吕旭周 宋祖安等

小品叶公交车上曳 李武周 汪本卫 曹会平等

T台秀叶那些年我们一起看风景曳 李伟鹏 朱晓涛等

滑稽表演叶晨龙娘娘曳 胡茂军 吕易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