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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阳春晖”2015滨农科技·国昌集团年迎新联欢晚会精彩上演

本报讯 2月 5日晚，“暖阳春晖”2015滨农科技·国昌集团迎新联欢
晚会在滨农科技西餐厅精彩上演，农化、建材两个板块六百余名员工欢
聚一堂，共贺新年。

整场晚会分为“贺岁”、“欢聚”、“迎新”三个篇章，载歌载舞的《吉祥
颂》舞蹈与中国传统舞狮表演创意结合，拉开了晚会的序幕；小品《公交
车上》笑点不断；集体舞《小苹果》是本场晚会平均年龄最大的团体类节
目，国昌同事们身着蓝色演出服，舞姿轻盈灵动、活力不减；而《新年祝
福》则是本场晚会中平均年龄最小的团体类节目，孩子们分别通过诗朗
诵、古筝独奏、歌曲独唱的方式为父母献上了节日的祝福；《爸爸去哪儿》

用街舞的形式搞笑演绎，为晚会增添了一份温馨和欢乐；歌曲《回家》、
《父亲》道出了全体观众春节盼团圆的心声，现场掌声喝彩声不断。

整台晚会历时两个小时，我集团公司选送及参与的六个节目或温馨
幽默、或轻松活泼，精彩纷呈，为全体滨农人、国昌人增添了一份节日的
喜庆。 （本报记者 孙玲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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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27-28 日 ，

2015 年滨农科
技 - 国昌集团
管理提升专题培
训在滨北办事处
凤凰大厦二楼会
议室开班。国昌
集团全体中高
层、财务、销售、
法务近 200人参

加了本次培训。集团董事长黄延昌出席了本次培训活动。
本次培训得到了滨州市经信局的大力支持，主要安排了风

险管控和精益生产两个方面的内容。来自山东省风险管理专业
委员会的卜范涛教授和青岛华安盛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王
振华总经理分别以《经济下行周期建材行业的应收账款风险管
理》和《国昌 &滨农精益改善技能训练》为题进行了培训。作为
2015年开年培训，本次培训针对集团公司 2014年经营管理中
表现出的“管理粗放”、“应收账款居高，经营风险增大”等问题
对症下药，对公司经营管理的进一步升级改善起到了极大的助
推作用。 （本报记者 孙玲童）

■一句话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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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缝话题

夯基筑魂 诚行仁至
年味

“小孩儿小孩
儿，你别馋，过了腊
八就是年……”

转眼间，马年似

乎还不愿离开，羊年
就迫不及待到了。这

些年，不论是乡村还
是城市，年味儿似乎
越来越淡了。以前过
年，孩子们盼过年，
盼着穿新衣、戴新

帽，杀猪宰羊，大吃
一顿。大人盼过年，
盼着凑到一起喝喝
酒，拉拉家常。现如

今，生活水平提高
了，过年吃的东西平
时也在吃，买新衣也

成为人们日常对美
的追求。过去的春

节，可谓是全家总动
员。腊八要泡过年吃
饺子用的腊八蒜，还
要做腊八粥祷祝庆
丰收。过了腊八，商

铺就要忙着上年货。

腊月二十三，小年的
到来意味着春节正
式开始了，年味渐

浓，人们也渐渐为春
节忙碌起来。蒸馒
头、做包子、准备年

货、扫年、祭灶，辞旧

迎新、迎祥纳福好一
派万象更新新气象。
现如今，人们的生活
条件好了，种地的少

了，工作的多了，房
屋更加干净整洁了，

人好像也一下子闲
了下来了。所以现在

我们时常听到有人
在抱怨“年，越来越

没意思，越来越没年

味儿了……”
时代在变迁，社

会在进步，过年的方
式也在潜移默化的

改变着，年味儿也是
如此，它也正以自己
的方式适应着社会
的变迁。在城市，过

年是一年中最悠闲
的日子，难得休假，

有人会携带家，以旅

游的方式度过新年；
有人会叫上亲朋好
友，到酒店里吃个团

圆饭度过新年。庆祝

新年的形式在变，人
们的心态也在变，唯
一不变的的味道就

是“团圆”，以前是，
现在也是。春运是一
次人类的大迁徙，也

是中国特有现象。科

技水平的发展，全球

村时代的到来拉大
人们回家路途，却没

有冲淡人们对过一
个团圆年的渴望。对
于漂泊在外的游子

来说，现在的春节团
圆的味道甚至比以
前更浓、更切。为了
生活，为了工作，即

使是在五湖四海，即

使路途再远，哪怕只
为了一顿团圆饭，世
界再大，也要回家！

年关近了，味更
浓了……

（金龙砂浆 杨书文）

本报讯 1月，从滨州市建筑业协会获悉，在市建筑协
会举办的全市预拌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评选活动中，国昌
集团滨州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滨州经济开发区金龙方圆
混凝土有限公司、无棣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沾化金龙混
凝土有限公司、惠民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博兴县金龙混
凝土有限公司、阳信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滨州市北海金
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滨州市国昌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共九
家公司分别获得“第六届滨州市预拌混凝土行业优秀企
业”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辛磊磊 尹宝阁）

本报讯 为进一步总结 2014年各项工作，激发各中层
管理人员履职尽责、脚踏实地干实事的积极性，推动中层
管理人员队伍建设，1月 23-24日，国昌集团在集团公司

二楼会议室组织召开中层管理人员述职报告会。董事长黄
延昌主持会议，行政总监张建勇，财务总监史宝民，副总经
理李德忠、陈良，总经理助理尚振国、谭风国、牟春明共同
听取了述职报告。
集团公司 30 余名中层管理人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

则，主要就以下三方面内容进行了阐述：一是 2014年重点
工作完成情况；二是 2014年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及改进措施；三是 2015年度工作目标与措施。述职
人员客观地总结了任职期内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积极找出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分析原因并制定了
2015年工作目标与计划。述职结束后，与会领导就各中层述职人员工作情况进行了民主测评。

（行政管理部 董建仕）

■要闻简讯

我集团组织召开 2015年第一期混凝土外加剂技术交流会
本报讯 为响应集团公司做差异化服务的理念，进一

步提高技术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加强各混凝土公司之间

的技术交流实，现共同进步，2月 5日至 6日，国昌集团第
一届混凝土、外加剂技术交流会在集团公司二楼会议室召
开。集团各公司技术负责人、实验室主任、技术部主任参加
了交流会，国昌集团总经理助理谭风国主持会议。
谭经理针对砂石整形、配比优化应用情况、外加剂知

识、技术服务流程及施工方案等内容与参会人员进行了深
入浅出的交流探讨。随后，参会人员共同学习了《技术服务

细则》和《预拌混凝土使用说明》，并以《滨州医学院附属医
院门诊医技病房综合楼地下工程补偿收缩混凝土施工方案》为例，对技术服务流程和方案中的一些重要
条款进行了重点讨论。本次技术交流会理论知识联系工程案例，还组织参会人员对我公司胡集电厂混凝

土施工现场进行了现场观摩，并就该工地混凝土和易性、泵送施工性能、贫胶材体系的施工状态等情况进
行了探讨。

本次交流学习，参会人员共同分享了工作经验，讨论了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我公司
沿“两低一高”打造精品骨料混凝土的技术路线，为做好差异化服务打下了基础。 （本报记者 辛磊磊）

国昌集团组织中层管理人员 2014年工作述职

◇1月，国昌集团总经理助理谭风国被中国混凝土与水泥
制品协会膨胀混凝土分会聘为专家委员会委员。

（本报记者 辛磊磊）
◇近期，博兴县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抓住生产淡季、且今冬

气温偏高的时机，利用闲暇时间重新规划厂区绿化，深挖坑，对
土地进行冬灌，为春天绿化工作打好基础。（博兴金龙 杭玉勇）
◇1 月 27 日，新版《国昌集团企业管理制度汇编》正式下

发，国昌金龙组织全体员工认真学习集团公司制定的新规章制
度，进一步认识到了本职岗位的重要性，加深了员工的责任感。

（本报记者 王惠兰）
◇2014年 12月 28日，国昌金龙针对冬季生产用水锅炉供

给慢这一缺点对生产用水开关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生产实现了
热循环水，既节约了水源又实现了迅速提高水温的效果。

（本报记者 王惠兰）
◇1月 15日，我集团公司正门停车场北侧油田管道发生泄

漏，护卫队队长刘金勇、行政管理部主任李晓冬及时联系油田相
关负责人对油田管道进行抢修，并组织护卫队员将停车场车辆
进行转移，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行政管理部 董建仕）
◇2月 13日，国昌集团行政总监张建勇、财务总监史宝民、

行政管理部主任李晓东赴梁才办事处敬老院，为老人们送去
鱼、油、鸭蛋等生活用品祝福新年。 （本报记者 孙玲童）
◇2月，金龙混凝土铲车班组利用冬季施工淡季对铲车进

行了统一维护保养。 （本报记者 辛磊磊）

国昌集团九公司荣获
“第六届滨州市预拌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荣誉称号

我集团公司组织管理提升专题培训

抢市场，控风险，顺势而为，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 3月 1日，国昌集团本年度第二次高层例

会在销售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国昌集团全体高层及事

业管理部、法律事务部、财务部等部门负责人列席参加
了本次会议，国昌集团董事长黄延昌主持会议，并结合
2014年建材市场形势及集团公司 1-2月份生产经营情
况，对 2015年的工作重心做了部署。
黄总指出，本年度 1-2月份公司生产任务完成情况

较好，但也不能盲目乐观。中国经济新常态对建材市场
影响巨大，2013—2014年区域性金融风险使得 30%小企

业面临停业重组的危险。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洪流中
顺势而为，抢市场，控风险，以技术服务打造差异化竞争
优势，是公司立足市场，实现业绩稳增长的关键。
第一，把握机遇，做好市场调研占领市场。面对竞争

日益激烈的建材市场形势，分析好市场动态，把握住发
展机遇，是促进销售工作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目前，国
家重点推动农村、水利等长期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

的民生工程基础项目建设，混凝土占稳市场的关键在于
如何快速获取并准确整合分析信息、做好市场营销调

研。绿邦板业作为新型绿色环保建材生产企业，是集团
公司产业链新的增长，其发展的关键在质量，重点在市
场，板材应用开发要做到突破，实现市场对接才能实现
业绩的倍增。
第二，加强应收账款管理，严控资金风险。应收账款

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销售，也带来了更高的机会成本、收
账费用和坏账损失成本。居高不下的应收账款影响着集

团公司的资金周转，增加了经营风险，必须做到严控增
量，盘活存量。首先，做好应收账款的分类管理和风险管
理工作。各公司经理要一手抓销售，一手抓回款，提高管
理人员及业务人员回款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应
收账款催收的常态化，加快资金周转。
第三，保证产品质量，提升服务品质。产品质量是企

业立足市场的根基，质量管理一定要高标准严要求。在

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努力提升服务品质。服务不能只停留
在嘴上，而是要落到实处。服务于市场，服务于客户要做

到周到、细致、实用和标准化。
第四，严控费用支出，细化考核。强化企业内部管

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是减少不必要的费用开支，实现
更大的盈利的有力保障。在市场不乐观的情况下更要千
方百计降低成本，严格控制各项开支，实现质量、服务、
管理水平的转型升级，向管理要效益。事业管理部、财务
部、供应部要进一步细化度资金、利润、原材料价格的考

核，制定切实有效的考核方案，出现过失及时问责。
第五，盘活实物资产。目前，集团公司回款额中实物

资产达到 3000万元，盘活实物资产要求迫切，要彻底理
清实物资产数额，逐项对接、分类甄别处理。
第六，成立筹建处，促进校园基地建设。正式成立国

昌教育项目筹建处，明确相关人员职责，确保项目如期
完成和幼儿园 9月份的顺利招生。（本报记者 孙玲童）

■高层会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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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昌 集 团 组 织 召 开 2014-2015 年 度 总 结 表 彰 暨 动 员 部 署 大 会

优秀员工（41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国昌集团管服系统 赵丽娜

2 国昌集团管服系统 吴兰英

3 国昌集团管服系统 赵元泉

4 滨州青龙山水泥有限公司生产系统 张学远

5 滨州青龙山水泥有限公司生产系统 吕国强

6 滨州青龙山水泥有限公司生产系统 马元伟

7 滨州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张庆鹏

8 滨州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宁尚鹏

9 滨州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赵金章

10 滨州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王勇

11 滨州经济开发区金龙方圆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土 徐宗永

12 滨州经济开发区金龙方圆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土 荆常松

13 滨州经济开发区金龙方圆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土 苏振峰

14 滨州金龙砂浆有限公司 张风波

15 滨州金龙砂浆有限公司 李振强

16 滨州美亚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李子臣

17 博兴县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黎爱国

18 博兴县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王小兴

19 滨州市国昌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赵金辉

20 沾化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滨海分公司 耿连贵

21 沾化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史照森

22 沾化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孟庆祥

23 无棣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韩国辉

24 无棣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韩国良

25 北海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马振红

26 北海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张传山

27 东营市河口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张小龙

28 东营市河口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石国城

29 东营市国昌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张仲

30 东营市国昌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郭立民

31 滨州绿邦板业有限公司 邱志亭

32 滨州绿邦板业有限公司 贾志伟

33 滨州绿邦板业有限公司 朱海波

34 滨州绿邦板业有限公司 于新莉

35 滨州绿邦板业有限公司 朱建鹏

36 滨州绿邦板业有限公司 王艳艳

37 滨州绿邦板业有有限公司 王晓辉

38 惠民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孙立明

39 惠民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张超

40 惠民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霍宝利

41 惠民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蔺成华

本报讯 2月 16日，国昌集团 2014—2015年度总
结表彰暨动员部署大会在销售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集团公司全体中高层及 2014年度集团各公司优秀员
工参加了本次会议，集团董事长黄延昌出席会议。
会上，集团行政总监张建勇宣读了“关于表彰

2014年度突出贡献奖、优秀管理者、销售标兵、优秀员
工和《国昌报》优秀通讯员的决定”，其中突出贡献奖 1
人、优秀管理者 21 人、销售标兵 14 人、优秀员工 41
人和《国昌报》优秀通讯员 3人，并现场为他们颁奖表
彰。随后，混凝土销售副经理刘新荣、青龙山水泥销售
赵永分别代表优秀管理者及销售标兵发言。
最后，黄总就 2014年生产经营情况和 2015年集

团战略部署做了讲话。黄总指出：2014年，国昌集团打

造新型建材，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升级改造，优化布
局，细化、强化基础管理，着手启动教育产业，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征程开启，在市场大环境不乐观的形势下
圆满完成了年度任务。但集团运营过程中也出现了基
础管理不畅；应收账款居高，经营风险增大；成本控制
欠缺，技术管理未形成统一标准；安全管理的重视程
度不够等诸多问题。黄总强调：2015年是行业优胜劣
汰、规范秩序，企业自身解决问题、锤炼内功、优化管
理、培育团队的最佳时机，我们要稳中求进，应势转
型。一方面要千方百计抢市场，另一方面调结构、优管
理、增内涵、促转型，持续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为新常
态下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努力。

（本报记者 孙玲童）

优秀管理者（21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国昌集团管服系统 陈亮

2 国昌集团管服系统 刘利芳

3 青龙山水泥有限公司 刘怡平

4 销售公司内勤 郭小龙

5 滨州金龙砂浆有限公司 张秀河

6 滨州绿邦板业有限公司 赵英华

7 销售公司（水泥销售） 王中新

8 销售公司（水泥销售） 李永强

9 滨州经济开发区金龙方圆混凝土有限公司 赵福军

10 滨州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黄增兵

11 博兴县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李长洪

12 滨州市国昌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怀保顺

13 沾化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刘德明

14 沾化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赵同卫

15 无棣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范秀涛

16 滨州市北海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张奎藏

17 东营市河口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谷传辉

18 东营国昌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王成

19 惠民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郭风雷

20 惠民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李增亮

21 销售公司（混凝土销售） 刘新荣

销售标兵（21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销售公司（水泥销售） 赵永

2 销售公司（水泥销售） 李志新

3 销售公司（混凝土销售） 李延军

4 销售公司（混凝土销售） 苏玉芬

5 无棣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吴凤国

6 滨州市北海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付华兰

7 博兴县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张桂军

8 滨州市国昌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任金浩

9 东营市河口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郭永军

10 东营国昌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常景龙

11 惠民县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寺明春

12 惠民县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朱昌令

13 沾化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滨海分公司 王新刚

14 滨州绿邦板业有限公司 阮守波

《国昌报》优秀通讯员（3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滨州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辛磊磊

2 滨州市国昌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王惠兰

3 无棣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王淑銮

团结就是力量
来公司将近 20年了，这些年我见证了国昌的不断发展壮大，国

昌也陪伴着我不断成长。销售工作是一项团队性很强的工作，混凝土
销售工作的顺利开展靠的不仅仅是业务员自身素质，更需要后勤、生
产、管服团队的鼎力支持和金龙的品牌效应。能站上销售标兵的领奖
台，我需要感谢的人很多，在这里我要对支持和帮助过我的领导和同
事们由衷道地一声感谢。

2014年，是混凝土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一年，为了保持市场占有
率，金龙混凝土充分发挥集团化优势，在销售副总蔡永红的带领下圆
满完成了销售任务。市场形势越严峻，团队协作的积极作用越明显，
2014年带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抱团取暖”、“齐力断金”的力量。
凡事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中国有句俗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

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但是把千百个有限的力量
拧成一股绳则万事可立。销售工作更是如此，销售不是一个人的事
情，也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销售任务的达成靠的是各分公司之间相
扶相携，各部门之间齐心协力。相信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2015年我们依然能够稳稳的抓住市场，国昌的明天必定更加繁荣昌
盛。 （销售公司 刘新荣）

差异化服务显成效
近几年，随着建筑行业商品混凝土的推广应用，公司水泥销售工

作主要围绕混凝土搅拌站展开。2014年，建筑行业形势走入低谷，特
别是下半年，水泥的市场需求急剧下滑。为了抢占市场、提高销量部
分水泥生产企业开始实施大幅度降价销售策略，以此来收复市场，冲
击各水泥生产厂家，销售形势异常严峻。为避免卷入价格战，公司提
出做有针对性差异化服务的战略。
针对济东高速等特殊工程，我们制定全方位服务方案，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服务。由于高速路工程的特殊性，为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及
时的供货，在各部门的积极配合下，我们克服各种困难，对济东高速
施行原材料特选特控和产品专库专供，让我们在服务、质量、供货速
度方面得到进一步提升，获得了各个标段施工方的高度认可，不仅为
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大大提高了青龙山品牌的影
响力。2014年，砂浆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公司领导及时调整战略方
针，我们销售一线人员及时转变营销观念，充分发挥品牌效应和产业
链优势，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同时严格把控资金的安全和货款的回
收。金龙砂浆从滨城区到各县区都赢得了客户的信赖，2014年砂浆
销售实现了计划内工程 100%的签约率。

2015年，市场形势依然严峻，我们要依托集团公司的平台，充分
发挥品牌竞争力的优势，树立团队信心，争取更加出色地完成 2015
年的销售任务。首先，我们要继续发扬团队精神，相互沟通市场信息，
做到分区域负责，销售不分家。第二，进一步加强与客户的沟通，巩固
老客户，力争新客户，做好销售前、中、后的服务工作，赢得客户的信
任。第三，做好济东高速等老工程的维护工作，同时积极参加黄大铁
路等新项目的招投标工作。第四，进一步加强自身学习，学习国家法
律法规，学习业务知识，学习先进的销售经验，提高工作质量和服务
质量。 （销售公司 赵 永）

稳中求进 应势转型
■2015行动指南■优秀管理者发言摘要

国昌集团 2014年度先进个人荣誉榜

表彰大会现场

国昌优秀管理者颁奖现场 国昌突出贡献奖颁奖现场 张总宣读表彰决定

■销售标兵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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