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看到，通过这样生动、风趣的学习方式，提高了管理人员更新理念、勤学多思、逐步提升的积极性，创造了一个
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学习氛围，让我们在学习进步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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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经理例会上袁张中良总经理与
大家分享了一个管理小故事院

很久以前袁海边生活着一个老渔夫袁他
每天都要出去捕鱼遥 这个老渔夫捕鱼时有
一个习惯袁 那就是在捕鱼前一定要喝两口
白酒袁然后再趁着酒劲下海捕鱼袁这样他捕
鱼才会精神抖擞遥 老渔夫一直这样生活着袁
每天都觉得舒心快乐遥

有一天老渔夫像往常一样又来到海
边袁 他正要喝酒的时候突然听到一种凄厉
的叫声遥 他顺着声音走过去发现就在他用
来捕鱼的船边有一条蛇袁 蛇的嘴里叼着一
只青蛙袁 凄厉的叫声是垂死挣扎的青蛙发
出的遥 见到这种情景袁 老渔夫顿生恻隐之
心遥他心里暗暗想着怎么办我得救青蛙遥可

是袁如果我把蛇打死袁蛇也是生命呀浴 情急
之下袁老渔夫突然想到一个招数袁他往酒杯
里倒了两滴酒袁接着马上跑到蛇面前袁冲着
蛇嘴将酒滴了下去遥 蛇一闻酒香把嘴张开
了袁青蛙顺势跑掉了遥

看到这个结果袁老渔夫非常高兴袁觉得
自己真是做了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遥 正在
老渔夫自我得意的时候袁 他又听见的凄厉
的叫声袁 而且这次的声音比刚才的声音还
高亢遥 他走过去一看袁发现刚刚游走的蛇又
回来了袁 它的嘴里叼着两只青蛙瞪着两
只眼睛看着老渔夫遥

老渔夫一看蛇的表情袁马上明白了
怎么回事要要要原来是蛇领会 错了渔 夫
的意思遥 渔夫本来是想救青蛙袁才给蛇

酒喝遥 结果蛇以为叼一只青蛙会得到
两滴酒喝袁 叼两只青蛙会得到更多的
酒遥

故事讲完后袁大家各抒己见袁纷纷提出
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和感悟遥 虽然故事
短小易懂袁但是因为思考时间有限袁且故事
本身涉及主体众多袁相对发散袁大家的理解
和感悟似乎始终浮在表面袁 现场并没有挖
掘出更深层次的东西遥 最后张总通过一系
列掷地有声的发问引导大家思考院

隰我们一直讲袁一切以用户为中心
隰你的用户是谁钥青蛙钥蛇钥买鱼的人钥

或噎噎
隰用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钥
隰用户的痛点在哪里钥

隰应该如何满足客户需求钥
隰用自己的稀缺资源去满足客户需

求袁是否可持续钥
隰是否稳固有忠诚度钥 是否有损自身

生存和发展钥 是否能实现双赢或多赢钥
经过张总的点拨袁大家最终理解袁这个

故事讲的是首先要清楚目标尧用户尧服务对
象袁其次才是方法遥 这与公司野以客户为中
心袁以市场为中心冶的企业文化不谋而合遥
会后张总留了野作业冶袁要求所有参会人员
利用周末时间静心思考袁 谈谈自己从故事
中得到的感悟遥 经过几天的静思袁我们的经
理们都有了不同层次的领悟袁精彩纷呈遥 现
摘录部分供大家学习尧参考遥

公司组织开展化学品泄漏处置演练
本报讯 特约记者简云峰报道院为响应全国安全生产月活

动并提高公司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和水平袁以达到规避
或降低工作中安全隐患的目的遥 近日袁公司与下村消防中队
在瑞晶危化品仓库开展了野液碱泄漏现场处置冶联合演习遥

本次演练主要针对液碱泄漏事故发生后袁各级人员的报
警流程尧泄漏区域人员疏散撤离尧处置事故现场人员自身防
护尧与下村消防中队的联动配合尧泄漏化学品处理办法尧地面
污染消洗尧恢复生产运行等几个方面遥 演练在一声哨响中开
始遥 野事故冶发生以后袁公司各级管理人员逐级接到报警电话袁
负责现场总指挥的黄晶峰第一时间率领应急分队赶赴现场遥
整个演练过程袁人员到位及时袁事故处置程序合理袁历时半个
小时袁在各部门尧应急分队尧消防官兵的全力配合下袁野液碱泄
漏事故冶处置演练顺利完成遥

通过此次演练袁 提高了公司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袁
改善了各应急分队与消防中队就事故处理的协调性尧 互动
性袁进一步明确了各自的分工与职责袁增强员工应对突发事
故救援的信心和应急意识袁为有效处置公司各类突发事件积
累了经验尧奠定了基础遥

订单支持部开展正确穿戴防护用具培训
本报讯 特约记者简云峰报道院 为提升员工安全意识袁在

事故发生时能正确穿戴防护用具袁 保护自身安全袁 7 月 12
日袁 订单支持部邀请后勤部安全工程师聂勇忠在成品仓开展
了野正确穿戴防护用具冶的专题培训遥培训中袁聂永忠对劳保防
护用具的实用意义做了基本介绍袁 并让参训人员现场体验防
护用具穿戴过程袁对防护服尧过滤呼吸器尧胶鞋及防护手套的
穿戴顺序以及正确使用都做了详细解说袁培训最后袁聂勇忠对
订单支持部长期以来对安全工作的重视和支持表示感谢遥

通过培训袁参训员工都掌握了防护用具正确的穿戴方法及
注意事项遥 此次培训不仅达到了预期效果袁而且实用性强袁对泄
漏事故的预防尧现场救护的应对措施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遥

组件的团队精神
组件制造部 邱梅连

任何一家企业袁团队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袁因为这个
世界上袁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袁可一旦融入团队之中袁与
团队一起奋斗袁所实现的价值将无可估量袁而一个团队最
重要的就是心往一处想袁劲往一处使遥

6 月 10 日傍晚袁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袁让我看到了我
们组件制造部 B 班全体员工的团队精神遥 那时的情景直到
现在都还让我震惊不已遥

当天袁 组件二厂测试岗位正在与客户进行测试抽检袁
对组件重测袁B 班倒班主管曾义行得知外面正在下着大雨袁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在组件一厂和二厂之间搭建的临
时物料棚袁那里存放了当天部门所需要的全部材料和部分
已包装好准备入库的成品袁因为是临时存放地点袁大棚不
能起到很好的防水作用袁 每次下大雨棚内必定会积水袁而
包材又都是纸箱和木托袁一旦被水浸透袁就只能报废丢弃袁
这对公司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损失遥 当曾义行赶到棚内时已
经开始积水袁于是袁他立刻组织车间产线员工对棚内所有
物料进行野抢救冶遥 我接到通知后袁在保证产线正常运行的
情况下袁 安排所有能调动的员工迅速前往棚内抢救物料遥
曾义行和一厂前道倒班主管廖庆勇尧后道倒班主管简国蔚
都身先士卒袁光着脚尧挽起裤腿袁带领员工奋力抢救所有物
料袁随着雨越下越大袁短短的时间棚内积水就已经漫过了
脚背袁但员工们并没有停下袁他们顾不上早已湿透的鞋子袁
只一心投入到抢救公司财产的战斗中遥 我们动用了所有的
液压车尧电动叉车袁在三位主管的带领下袁在一厂和二厂 B
班员工的齐心协力下袁我们奋战了半个多小时袁成功将所
有物料和成品转移到了安全地带袁保证了公司的财产不受
损失遥

战斗结束后袁棚内已是野汪洋冶一片袁员工们的衣服也
被汗水湿透袁但是他们脸上都露出了成功的喜悦遥 常言道院
野人多力量大遥 冶这就是我们组件制造部平时注重团队建设
的成果袁我相信我们组件员工会将这种团队精神继续弘扬
和传承下去遥

烈日下的劳动者
———向我们最可爱的人致敬

采购部 黄 青

7 月 25 日袁接到临时通知袁3500 米桥架下午下班前要
打包发往西藏遥 因为打包人员不足袁不能满足出货时间袁各
个部门又忙于盘点袁哪里可以抽调人员帮忙呢钥 当找到组
件制造部时袁 组件制造部负责人姚伟了解了出货需求袁二
话不说袁答应立即调派员工遥

连日来的高温袁天气预报也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袁
人们对室外的烈日避之不及袁 谁不想呆在有空调的作业
区域钥可是袁我们组件制造部的员工在十分钟内就带了打
包机踩着热浪赶到现场遥 下午 2 点多袁烈日下的桥架袁热
得烫手袁可我们的员工依然一声不吭袁直接以行动告诉我
们袁 只要公司有需求袁 无论什么条件下也要完成工作任
务遥

只见袁我们的员工一边打包一边时不时的挥手抹去汗
水袁工作服早已湿透粘在身上遥 我站在现场都已经汗流浃
背袁脸也被烤红了遥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袁眼睛突然传来一阵
酸意袁悄悄背过身袁抹去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遥 这就是我们
的劳动者袁这就是我们最可爱的人遥他们没有说,忙着盘点尧
忙着生产任务曰他们没有说袁这不是他们的份内事曰他们也
没有提要求袁能不能等到高温消退一些再工作曰他们没有
任何抱怨袁只是在默默地挥洒着汗水遥

来自基层现场的这一幕袁我们相信这只是我们公司各
个劳动现场的一个片断尧一个缩影遥 每一个岗位都需要有
人付出汗水袁每一项工作任务都需要有人敢于担当袁我们
相信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劳动者袁默默地坚守在岗位浴 默默
奉献着浴

一则管理小故事的启示

瑞 晶 人

短消息思维启发

我们看到善良的野老好人冶渔夫的出
发点是好的袁但是袁是否主观愿望是美好
的袁做的就一定就是对的呢钥 结果就一定
是好的呢钥 就如同我们的工作当中袁如果
目标传递错误袁可能会好心办坏事袁如果
不立即纠正袁可能会一错再错袁损失更大遥
所以袁我们在制定目标之前袁一定要评估
方式是否正确袁指令在每一个层次是否传
递清楚袁是否都理解了指令并能得到正确
的执行袁有了差距袁是否能及时关差袁直到
目标真正达成遥

这个故事还能带给我们其它的感悟
吗钥

从渔夫的职业来看袁渔夫出门的目的

是捕鱼,酒是捕鱼前用来提神的,渔夫要趁
着酒劲捕鱼遥 可想而知袁为了救青蛙袁耽误
了捕鱼袁为了不伤害蛇袁把辅助捕鱼的酒
分给了蛇袁势必会影响捕鱼效率尧数量袁影
响交货数量尧影响到自己的收益遥 就如同
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袁一开始我们非常清
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袁 我们的客户是谁袁
客户需求的是什么遥 可是在过程中有了突
发情况袁有时候就会忘记初衷袁偏离目标袁
偏离客户的需求遥 所以袁我们要做到的是
记住我们的初始目标袁记住我们的客户是
谁曰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被突发情况干扰
我们目标的推进袁 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
心袁满足客户的需求袁追求双赢的局面遥

在销售管理中袁首先就要明确客户的
需要袁抓住客户的野痛点冶袁明确客户最基
本最迫切的刚性需求遥 只有以此为基准袁
我们才能真正满足客户需要袁给客户真正
物超所值的服务遥 因此我们需要换位思
考袁从客户的角度上来思考问题袁对消费
者心理和行为进行区分研究遥

客户的需求基本分为质量尧成本尧交货
期三个层次遥 但是针对不同的客户袁每个
客户的需求实际是有差别的袁有的客户注
重价格和成本控制袁有的客户需求高质量
的产品袁有的客户因为有急单袁对交货期
和合同逾期条款的要求很高遥 这就需要我
们的销售管理团队及时细下心来袁实时了

解客户具体的订单需求袁并针对客户的具
体需求袁做细分的销售策略和订单管理策
略袁以此来真正抓住客户刚需袁在第一时
间满足客户真正的需求袁给出客户超出预
期的服务效果遥

对企业内部来说袁就需要搭建专业化
的团队袁通过内部的协调和评估袁制定切
实可行的订单管理策略遥 同时在运营系
统内部不断挖潜持续改善袁解决问题袁从
客户的需求入手袁 提高产品品质和产出
效率遥 保障销售部针对客户的具体研究
和策略能够在系统内部迅速转化为满足
客户需求的产品袁来真正满足客户的野痛
点冶遥

通过这个管理小故事阐述的经营管理理念袁
结合瑞晶公司如何在严峻的市场情况下野赢得客
户尧抢占市场冶有几点想法院

1. 创新突破袁这是企业长久发展的源泉遥 我
们说创新是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袁对企业来说也
是如此遥 如果我们按部就班袁在技术或者产品方
面不创新突破袁迟早会被市场淘汰遥 但是如何实
现创新突破袁就需要一个团队来落实袁上下齐心袁
层层推进袁了解市场导向的同时需要敏锐的洞察
力袁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遥

2. 提高品质与服务袁树立良好口碑遥 金杯银
杯不如客户的口碑袁 我们如何树立良好的口碑袁
要靠品质和服务遥 市场瞬息万变袁价格战永远没
有底线遥 但是对于任何企业的采购来说袁目标永
远是购买物美价廉的产品遥 有时候为什么别人愿
意付高于市场价格购买某一产品袁听到的回答多
数是品质过硬袁售后有保障袁我们的产品也需要
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袁 我们不做低品质的产品袁我
们也不卖低价格袁我们只卖与我们品质匹配的价
格遥 我们要有高水平的售后服务团队袁对于客户
提出的任何产品异议首先要重视袁要第一时间反
馈袁努力培养客户的忠诚度袁这样的合作才能长
久遥

3. 销售是引擎遥 销售对于任何企业来说都是
龙头遥 销售人员的排兵布局袁销售策略袁激励策略
就显得尤为重要遥 在这个信息时代袁你掌握了信
息就等于掌握了未来袁这次 6.30 对我们来说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袁国家的政策走向袁行业发展的

方向袁 我们要有一个至少提前 3 个月的预见性袁
如此在市场变化时才不会措手不及袁才能从容应
对遥对此袁销售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 Marketing袁紧
跟市场发展步伐袁 对内给决策层提供信息参考袁
给业务提供市场开发导向袁无论国内外遥 除了强
有力的 Marketing 之外袁 我们还需要强有力的业
务领导袁需要培养对公司忠诚尧积极进取的业务
团队袁 紧紧围绕在以总经理为领导核心的周围袁
为实现企业的年度目标努力奋斗遥

另外袁 销售人员作为客户与企业联系的纽
带袁角色具有双重性袁在企业内部袁我们是代表客
户袁在客户端袁我们代表企业遥 正是这种双重性袁
让我们始终急客户之所急袁 才能真正赢得客户袁
抢占市场份额遥

4. 继续苦练内功袁持续降低企业成本遥 企业
的成本是企业管理好与坏的晴雨表袁一个高成本
的企业袁 在残酷的市场环境下是没有竞争力的遥
要降低企业成本袁涉足的面非常广袁但我们需要
分主次袁抓重点袁可以成立降本增效领导小组袁制
定方案袁不遗余力袁把降低企业成本作为日常工
作的一部分袁始终贯彻执行遥

5. 培养团结奋斗的企业文化遥 中国人从来就
知道团结就是力量袁瑞晶一样需要这样的企业文
化遥 让所有的员工劲往一处使袁不达目标誓不罢
休的决心遥 但是凡事都是双向的袁员工视企业为
家袁企业也需要视员工为己人遥 无论是生意还是
企业与员工的关系袁只有在双赢的局面下才能达
到最好的效果遥

遇到的问题院
1.渔夫面临的问题是院当蛇误

解了渔夫的意图而第二次叼青蛙来
换更多的酒时袁 渔夫如何解决这一
次的危机钥 因为显然第一次的方案
是错误的遥在现实的工作中袁这种信
息传递失真袁 沟通过程中歧义而导
致执行过程中思路不统一袁 达不到
预期的执行力和结果袁 是管理沟通
过程中的失误或者错误遥 渔夫作为
本次事件的发现者和主导者袁 在没
有了解蛇的真正需求以及拿自己的
稀缺资源来激励蛇而救青蛙善举袁
违反了管理决策原则袁决策不科学袁
不尊重事物发展客观规律遥

2.换取青蛙的生命袁没有直接
有效的增加渔夫获得稀缺资源的能
力袁因为渔夫的职业是打鱼袁打鱼可
以换取稀缺资源和生存的资源袁而
救青蛙这种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事
情只能消耗稀缺资源没有收益袁说
明投入和产出回报不正常袁 使自己
增加了陷入困境的风险遥

3. 渔夫工作计划是出海捕鱼袁
喝酒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工作状态袁
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听到青蛙的叫声
去救青蛙袁 改变了自己的目的和目
标袁放弃了客户的需求渊买鱼的人因

为渔夫去救青蛙袁 很有可能买不到
鱼冤遥

解决的思路院
1.通过管理沟通袁达成共识遥 充

当地方介入袁 分别站在青蛙和蛇的
角度袁换位思考袁在青蛙和蛇达成共
识的情况下袁进一步达成共识袁建立
同一个目标袁共同执行遥

2.激励的目标要明确遥 同时要
厘清每个阶段的不同激励方式袁可
以有效的引导蛇做出正确的行为袁
第一次激励是明确告知蛇袁 渔夫自
己的目的是要救青蛙袁 以后不要再
捉青蛙袁 就可避免第二次的问题发
生遥

3.通过共赢可以引导青蛙和蛇
与自己合作袁 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
量袁提升自己获得稀缺资源渊酒冤的
能力袁 当然足够多的酒可以分享给
蛇和青蛙袁 作为合作与开发新的获
利方式酬劳遥

4.此点最重要袁时刻要明确自
己的需求和自己可以提供的产品
或者服务袁 同时盯紧自己客户的
需求和满意度袁 如果买鱼的人和
渔夫一起合作来解决青蛙和蛇的
问题袁 双赢的局面将会进一步打
开遥

采购部经理：黄朝霞 生产计划部副经理：吴卫亮

国际营销部主管：彭迎春 电池制造部经理：李国君

本报讯 记者刘珊报道院 为增强
员工体质袁凝聚团队向心力袁7 月 29
日袁公司组织开展野绿色瑞晶 健康
同行冶 活动袁 本次活动从高铁站出
发袁徒步至彩虹桥袁全程约八公里遥
总经理张中良尧副总经理陈淳尧党委
书记张勤尧制造总监肖斌生尧各部门
经理助理级以上中层干部尧 退伍军
人尧 徒步爱好者等共计七十余人参
加活动遥

18 时 30 分阳光依然热辣袁但员
工们高涨的情绪超越那炙热的天气遥
到达集合地点后袁迎着飘扬的队旗袁
大家踏上了徒步的征程遥 统一的着
装尧洋溢笑容的脸庞在夕阳的映照下
更显青春袁一路上袁或高歌前进袁或三
两人并肩走袁愉快的气氛让大家忘却
了生活的烦恼袁淋漓的汗水让大家释
放出工作的压力遥 为了确保大家能
够健康安全的走完全程袁后勤部特意
调度车辆作为后勤保障车袁车上准备

有防暑及应急药品袁矿泉水等袁同时袁
在 4.5 公里处特别设置了野瑞晶加油
站冶袁 为参与活动的员工免费提供红
牛尧果汁等补充体力的饮品遥

19 时 30 分太阳已经西沉袁天色
逐渐暗了下来袁灯火初上袁照出了这
一路的汗水熠熠遥 放眼望去袁只见我
们的队伍依然活力四射袁 毫无疲态袁
大家都像重回黄金岁月般袁 欢呼着袁
雀跃着袁 有说有笑的继续向终点进
发遥个别男同志索性迈开双腿尽情奔
跑袁 潇洒的姿势划出一道闪光的轨
迹遥

20 时 10 分袁在终点处已经能看
到队伍的身影袁加油瑞晶袁加油瑞晶
人袁向着最后的终点冲刺吧浴20 时 20
分随着全员的抵达袁野绿色瑞晶 健
体之行冶活动圆满落幕遥 本次活动不
仅走出了瑞晶坚忍不拔的毅力袁更走
出了瑞晶人奋发有为的精神浴让我们
一起为健康加油袁为瑞晶喝彩浴

为健康加油 为瑞晶喝彩
公司组织开展“绿色瑞晶 健康同行”徒步活动

7 月 29 日袁公司组织开展野绿色瑞晶 健康同行冶活动袁公司总经理张
中良等 70 余人袁从新余高铁站出发袁徒步至彩虹桥袁行程约 8 公里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