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8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即
将来临之际，福州市委、福州市人民
政府发布了《关于表彰福州市第三十
四届劳动模范的决定》，正式授予澳
蓝（福建）实业有限公司黄华铃董事
长“福州市第三十四届劳动模范”荣
誉称号。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长期以
来，黄华铃董事长励精图治，为推动
蒸发制冷行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带领澳蓝团队推动了蒸发
式冷气机产品从“中国制造”到“中
国创造”的跨越式发展。黄华铃董事
长此次获得“福州市劳动模范”荣誉
称号，可谓是众望所归。

高瞻远瞩 苦心经营

1998年，黄华铃董事长前瞻性地
从国外引进蒸发式冷气机产品，填补
了国内蒸发式冷气机市场的空白，自
此开始了蒸发式冷气机产品在我国市场的
技术推广与销售工作。

十多年来，黄华铃董事长以严谨务实
的工作作风，坚持创新，带领澳蓝团队自
主研发了一系列蒸发式冷气机产品，先后
获得了近40项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
利，推动了蒸发式冷气机产品从“中国制
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式发展。此
外，在研发、推广蒸发式冷气机的基础
上，澳蓝还不断吸收消化国内外先进技术
和经验，自主研发了露点间接蒸发制冷机
组、溶液调温调湿空调机组等与世界发达
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系列新产品。

在黄华铃董事长等公司领导层的苦心
经营下，澳蓝产品已广泛运用到工业、商
业、服务业、医疗卫生业、通信业等各大
行业，并成功挺进国际市场，出口欧洲、
美洲、大洋洲、中东、东南亚、非洲等六
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些年来，澳蓝先后获得高新技术企
业、福建省著名商标、福建省科技进步
奖、福建省名牌产品、福州市知识产权示
范企业、福建省科技型企业等荣誉。此
外，建立了全国同行业第一个“国家级”
标准的蒸发式冷气机综合性能实验室，成

为了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蒸发冷却空
调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

深耕行业 不遗余力

在推动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黄华
铃董事长更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推动
行业的健康发展。2008年以来，他带领
澳蓝团队负责起草了《蒸发式冷气机》
国家标准和《蒸发式冷气机安装与使用

要求》国家行业标准，参与了《蒸发冷却
湿帘》、《水蒸发冷却空调机组》、《工
业建筑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等
行业标准的起草及《蒸发冷却通风空调系
统设计与安装》标准图集等编制工作，引
领了行业的规范化发展。

此外，黄华铃董事长还结合实践经
验，在《中国制冷》、《制冷与空调》等
行业刊物上发表《蒸发冷却技术的应用与
分析》、《蒸发冷却在西北地区应用探
讨》等多篇技术论文，丰富了我国蒸发制
冷行业的理论基础。

关注社会 践行责任

作为政协委员，黄华铃董事长围绕如
何发挥仓山产业优势、出台相应的配套政
策措施、企业如何缓解融资难、如何促进
企业科技创新等问题，与地方相关主管部
门、相关企业以及国内外业内人士进行充
分沟通交流，了解仓山区节能环保行业的
规模、品牌、发展瓶颈等，完成了《加大
环境保护力度，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提
案，为“生态仓山、人文仓山、智慧仓
山” 建言献策。

此外，黄华铃董事长在积极促进行业
建设、推动行业发展之余，广泛参与赈
灾、助学、促进就业等社会公益活动，履
行企业公民的应尽义务，贡献企业家的绵
薄之力。如2011年，澳蓝与西安工程大学
正式签署了产学研合作协议，其中一项重
要内容，就是为该校的环境与化学工程学
院建环专业的在校优秀研究生和本科生设
计“澳蓝奖学金”，以鼓励学习成绩优异
的学生，促进高校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发
展。

黄华铃董事长
此次获得“福州市
劳动模范”的光荣
称号，既是各级党
委、政府对他个人
的奖励，更是对澳
蓝这些年来发展业
绩的充分肯定。未
来，黄华铃董事长
将带领澳蓝继续坚
持走绿色发展、循
环发展、低碳发展
之路，为推动我国
节能环保产业的发
展贡献力量。展、
低碳发展之路。

——黄华铃董事长荣获 福州市劳动模范 称号
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嬉皮士运动中

有句著名的口号：“不要告诉我世界是怎
样的，告诉我如何改造世界。”

对于互联网+，我们正打算这样干。因
为它已无处不在。还因为，无论是为创业
疯狂，还是为转型焦虑，你已身在未来。

我们不打算阐述它的概念，太多书籍
和文章正试图达成这一目的，可惜一番故
弄玄虚之后，它仍是雾里花。看不清，所
以着急；摸不着，所以惶恐。在传统行业
里蹒跚，在转型的风暴眼里彷徨，把淘宝
店、微信店开张，把H5营销、场景化营销
试遍，你却还是你，什么都没变。

我们将从商业模式、生产流程、物联
网等多个维度，一窥这些站在转型巨浪上
的企业们如何掌舵。

一、重塑商业模式
荣昌e袋洗：用户“爽不爽”是最高准

则
洗衣连锁行业的最大特征是设备驱

动，一家洗衣店最重要的资产就是那台价
值不菲的洗衣设备，营业收入主要来自客
户加盟和设备出售费用。但这种模式的弊
端严重：重资产、新店选址麻烦、人才流
失，加盟店数量多导致现金流不能掌握在
自己手中。

荣昌实行“互联网+”的第一个动作是
放弃现有品牌，开创了一个更具互联网气
息的品牌：荣昌e袋洗。同时，从互联网巨

头高薪挖来85后CEO，负责品牌
重塑。

以用户为核心是互联网品牌
的重要特征，e袋洗确立了一个简
单直接的商业逻辑：任何让用户
觉得不爽的都要严禁，任何让用
户“更懒”的服务都要提供。因
此，用户在e袋洗，能够享受到移
动下单、衣物交接30—50秒、全天
候取送、服务全程监控、按袋计
价等独家服务。甚至，它还会主
动教用户怎么能装更多的衣物，
每周、每月的“袋王”还给予免
费的奖励。

为了配合前端极简、极致的用户体
验，e袋洗设计了强大的后台配套体系：
“一带四”+“联网卡”。

“一带四”即一家配备洗衣设备的门
店辐射四家收衣点，收衣点又可以辐射多
块社区，减轻资产，解决了人才缺乏的弊
端。联网卡将荣昌直接带到终端用户面
前，购买一张卡便可以在各个门店完成消
费，每家门店根据联网卡消费情况来和荣
昌公司做结算，也以此来进行资源分配、
淘汰加盟商，用户满意度提升的同时，现
金流得以集中在荣昌总部。

到目前为止，e袋洗完成了包括腾讯
在内的两轮融资，拥有微信和App用户50
多万，日订单数超过4000单，估值上亿美
元。

二、改造生产流程
装备制造业：电脑指挥，向服务谋利
对于中国国机重工集团挖掘机组装车

间的工人，现在上班的第一件事不是等组
长安排任务，而是扫描一下胸牌，看看电
脑给安排了什么工作。而所使用的大型机
械，多达十几个的操作手柄也渐渐被智能
化的按钮取代。

生产流程的智能化，为营收长尾化做
好了准备。以前是用户发现机器坏了打客
服电话报修，企业再派维修人员到现场服
务。现在国机重工的工程机械产品大都装
了传感器，油温、油压等重要数据可实时
显示。一旦超过正常范围，就会通过互联

网自动报警，售后服务人员用手机就可
以远程查看产品性能。这不但使得将故
障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成为可能，还提
高了售后服务效率：用户还未来得及报
修，工作人员已经到场！

由此，装备制造业从生产型制造向
服务型制造转型，提供给客户的不仅仅
是产品，还包括提供依托产品的服务、
提供整体解决方案、长尾产品及各类服
务等，大大扩大了营收空间。

此外，个性化、定制化是互联网+装
备制造业打造产品的另一方向。
三、组织架构升级
海尔：平台化让“大规模定制”成

为可能
90后女生小郑刚租了房子，要买一

个冰箱，她觉得跑到商场货比三家是一
件挺“out”的事。她的方法是直接到网
络商城去定制一款属于自己的冰箱，对
颜色、款式、性能、结构等特征做了全
方位的选择，然后下了订单。之后小郑
可以在网上随时查看自己定制的冰箱到
了哪一个工位、哪一个工序、有没有出
厂、有没有开始送装。

而在工厂中，小郑订单上的需求会
被传递到生产线各个工位上，员工根据
需求进行生产优化，而生产线上的1万多
个传感器则保证了产品、设备、用户之
间互联沟通。工人只需要把配件随机放
进吊笼里，生产线就可以根据用户定制
的型号自动检索。生产完这个型号的产
品，系统会自动知道下一个型号的产品
是什么，自动进行切换，10秒钟之内完
成，通过这种方式满足用户个性化定制
的需求。

上述场景，正发生在海尔智能工厂
的流水线上，而这一切得以实现的前提
是：海尔从一个家电制造商转型成为一
个大型平台公司。在这个平台上，活跃
着无数的小微团队——他们有些来自集
团内部孵化，有些则是外部团队入驻。

定制化产品不同于以往的批量化生
产，同样一款家电，根据不同用户的特
殊需求有着不同的生产流程。而在海尔

平台上活跃着的小微团队，却可以轻松将
该产品进行模块化分解，每个团队认领一
个或几个自己擅长的模块进行生产，最后
在海尔的智能车间中进行最终拼装。先化
整为零，再化零为整，从而实现“大规模
定制化”生产。
四、走向物联网
361°智能儿童鞋：打造有温度的产

品
一只联网的鞋子，不只是“鞋子+物

连网技术+定位技术”这样简单。近日，
361°发布了一款“智能防丢童鞋”，其
操作模式堪称典范。

在产品上，361°负责外观设计与生
产，百度提供精准的鹰眼定位技术，联发
科则提供了为穿戴式和物联网设备设计的
内置芯片。

在营销上，361°提供了品牌与渠
道，百度则以大数据平台的分析结果提供
决策支持。

这是一个典型性场景化产品设定：用
户一看这个产品就知道在什么场合下使
用，并且对该场合下的使用需求非常强
烈，从而产生极其强烈的购买意愿。

效果显而易见，产品甫一问世，就吸
引了很多父母和幼儿园的注意，甚至在超
过商超和电商网站的大出货渠道中，还出
现了保险公司——他们的采购原因令人意
想不到：将智能童鞋作为家庭保险业务的
增值部分，赠送给相关客户。

由此可见，虽然满足用户的需要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但只要真正踩到需求点
(场景化)，总会有人购买你的产品，最大
客户可能还会来自“意料之外”。而
361°前几年产能过剩，业绩下降最根本
的原因是没有提供用户满意的产品，使得
同质化严重。

毕竟，在互联网技术上，传统企业从
零做起的时间与成本不可估量，而基于制
造本身的多年积淀又是应对市场竞争的宝
贵优势。因此，在互联网化道路上，最好
的办法不是把自己变成一家纯互联网企
业，而是找一个互联网合作伙伴。

有温度的互联网，才能+

执行
很久以前，有一个农夫娶了一个傻媳

妇。在复活节即将来临时，他很想好好操
办一个家宴，可他不知道该怎样操办才
好。他想起邻居家每年的复活节家宴都办
得不错，于是就让自己的傻老婆穿戴整齐
后，到对门的邻居马克家去问个究竟。
“你要好好观察他在干什么，”他说，
“回来告诉我，我们也跟他们一模一样去
做。” 他老婆穿戴整齐完毕，出了家门。

没过多长时间，她回来了。一进门，
一声也没吭，从脚下脱下鞋子就开始抽打
自己的丈夫。“你在干什么？”丈夫对她
喊道，“你疯了吗？” “是你说的，马克
家在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老婆说，
“马克太太正用鞋子抽打马克先生，就是
刚才我用的这种抽法。”

【启示】领导传达指示千万不要模
糊，要让自己的下属完全理解自己的意
思，才能得到更好的执行。在这里，傻媳
妇其实并没有错，因为她在自己理解的范
围内很负责任地执行了自己丈夫的意思。

本能
犹太人的后裔布朗夫妇同他们的孩子

们住在伦敦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有时布
朗先生下班回家很晚，当他的妻子和孩子
们睡着时，他就用自己的钥匙打开房子的
前门，悄悄地走进屋子。有一天夜晚，当
他很晚回家时，却把钥匙丢了，于是他只
好走近房子按门铃，可是屋内没有动静。
他再次按铃，房内仍然没有动静。无奈之
下，布朗先生只好敲打卧室的窗户，向他
妻子大声叫喊，她仍然没醒。最后，他停
下来，想了片刻，然后捏着鼻子学着小孩
的声音，叫道：“妈妈!我要尿尿!”尽管
他说得很轻，布朗太太还是马上醒了。

【启示】管理的关键是管人，是一门
让别人为你做事的学问。在企业的管理
中，对于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人，要让他
们帮你把事情做好，只需找到能够触动他
们神经的那根弦就够了。

逆向思维
加里沙克是一个具有犹太血统的老

人，退休后，在学校附近买了一间简陋的
房子。住下的前几个星期还很安静，不久
有三个年轻人开始在附近踢垃圾桶闹着
玩。老人受不了这些噪音，出去跟年轻人
谈判。

“你们玩得真开心。”他说，“我
喜欢看你们玩得这样高兴。如果你们每
天都来踢垃圾桶，我将每天给你们每人
一块钱。”三个年轻人很高兴，更加卖
力地表演“足下功夫”。不料三天后，
老人忧愁地说：“通货膨胀减少了我的
收入，从明天起，只能给你们每人五毛
钱了。”年轻人显得不大开心，但还是
接受了老人的条件。

他们每天继续去踢垃圾桶。一周
后，老人又对他们说：“最近没有收到
养老金支票，对不起，每天只能给两毛
了。” “两毛钱?”一个年轻人脸色发
青，“我们才不会为了区区两毛钱浪费
宝贵的时间在这里表演呢，不干了!” 从
此以后，老人又过上了安静的日子。

【启示】管理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强制性的命令只会让他们变本加厉适得
其反，利用逆向思维，把面子
给足他们，才能将其控制在股
掌之中，事情的结果才能向自
己的意愿发展。

土拨鼠哪儿去了
一个犹太大亨曾给几个期

望在商业上有所成就的青年讲
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
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
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
出口，可不一会儿，居然从树

洞里钻出了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
跑，并爬上另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慌
忙中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仰头看
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

故事讲完后，犹太大亨问：“这个故
事有什么问题吗?” “兔子不会爬树！”年
轻人抗议道。 “一只小兔子怎么可能同时
砸晕三只猎狗呢？”另一个年轻人提出这
样的疑问。直到再也没人能挑出毛病了，
犹太大亨才说：“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没
有提到，土拨鼠哪儿去了?”

【启示】目标是本，任何一项工作都
必须以目标为中心。只有把注意力凝聚在
目标上，你才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就。可很
多人在企业向前发展时，常常把所有的注
意力放在半道杀出的“兔子”身上，把原
始目标抛到九霄云外了。

管理中的笑话，笑话中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