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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博成就梦想，学习提升竞争力!
———天欣商学院"金牌店长特训营"在天欣科技隆重开营

本报讯 拼博成就梦想，学习提升竞争力。
10月 8日- 10日，为期三天二晚的 ———“天欣
商学院金牌店长特训营”在湖南天欣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总部成功开营。总经理童垸
林为活动开营致辞，常务副总经理黄戴荣为特
训营授旗，资深营销咨询师钟雷主讲。来自全国
各地近 300多名老板、店长共同参与本次活动。

今年全国陶瓷行业面临史无前例的困难，
“停线”、“停工”、“减产”、“降价”等多重压力，全
国八成陶瓷企业处境艰难，全面跳水，轻则库存
压力过大而被迫半停产，重则遭遇市场淘汰出
局。全国有超过近 30%的陶瓷企业及上下游企

业倒闭，整个产业链困难重重。
然而，湖南天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却产销

两旺，产品不仅没降价，反而打款拉货的大卡车
排成长龙，成为行业声誉较好的成功典范。
湖南天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 100

强民营企业、天交所挂牌上市公司，由有 20多
年生产仿古砖历史的湖南天欣集团投巨资兴
建，系华中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陶瓷企业之一，
目前，共有 6条生产线建成投产，日产能 10万
平方米。拥有“同喜”、“同乐”、“金达雅”、“佛诺
伦莎”、“欣鸿源”、“塞纳尔”、“欣邦”、等八大自
有品牌，100多个系列，980多款花色。多个品牌

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陶瓷行业名牌产品
和省著名商标、省名优产品。1600多个总代理、
经销商分布全国各地。自 2009年至今，天欣科
技的生产与销售蓬勃发展，产质、产能、科技创
新一直是天欣科技的至高点，无论是产品性价
比还是产能规模，在全国都具有绝对优势。特别
是今年推出的新品 ——— 糖果釉，技术领先，全
国首创，产品供不应求，一枝独秀，成燎原之势。
正如在全国金牌店长特训营开学典礼上，

总经理童垸林所说，这些年来，倍感欣慰的不是
天欣的产品如何好，产能如何大，而是天欣拥有
一支可亲可敬、可圈可点的天欣精英和全国各

地优秀的老板和金牌店长们。正是因为你们的
认真负责、满腔热情和无时无刻、勇于创新的学
习精神成就了天欣。
三天二晚的全封闭的培训与学习，各位老

板受益匪浅，思路进一步打开。资深营销咨询师
钟雷深入浅出地进行了《高效店长修炼秘籍》、
《成功经销商的五大转型》、《建设高效销售渠
道》等的全面分析和讲解。学员老板们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积极投入每一个环节之中，店长、
老板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天欣团队的力量和天欣
商学院带给他们智慧和力量，为明年开门红做
好了准备和铺垫。

新闻琏接：
天欣商学院，成立于 2012 年 9 月，隶属于

湖南天欣集团。天欣商学院定位于企业文化的

传道者、培训课程的创造者、解决问题的协作
者、绩效提升的促进者。作为中部行业内首个成
立商学院的企业，董事长王五星表示，通过深入
挖掘企业成功的价值及整合高等院校的知识资

源，商学院将承担起传播企业文化、促进上下游
合作伙伴关系建设的作用。当前天欣的成长性
非常好，急需大量的专业人才，商学院的建立将

有助于推动湖南天欣集团人才的储备，并为天
欣目前着手进行的二次腾飞提供充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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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活动开营致辞

在天欣科技厂区里，日夜活跃
着这样一支队伍：他们统一着装、迈
着整齐的步伐、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看起来威严不可侵犯，但如果你停
下来和他们交谈，就会立马感受到
他们的和蔼与亲切；无论是坚守岗
位还是巡逻，这支队伍时刻警觉着
辖区内的一草一本。他们就是厂区
的安全卫士 ——— 天欣保安队。

守岗，认真就是能力

在外人看来，保安
的工作就是看门这样简
单的工作。其实，保安的
劳动是非常辛苦的，除
了守岗，为客商或货物
进出、员工上下班开门、
关门，还要时时注意外
来人员和车辆的进出，
做好登记和通报。偶尔
遇到一些突发事件，必
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冲在危险的最前沿。

天欣保安队分工明
确，又相互配合。有时须
在大门口时刻关注附近
的情况，有时则须在厂
内巡查，做好动态防控，
有时还要尽自己所能帮
员工或客户解决一些实
际困难。然而最辛苦的
还是夜间巡逻，为保安
全，企业在一些地方装
备了监控，开启了红外
线监测系统，同时实行
巡逻制度，加强对重点
地段、重点岗位、重点时间
的巡查工作，确保工厂安全
岗位不留任何空隙。保安需

要 24小时不间断地巡回检查，第二
天早上换班时还要确保" 无缝对
接"，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巡逻 ，负责就是水平

夜深了，易师傅手执电筒，穿着
棉大衣，行走在厂区里……"现在这
个时候，大家应该都睡着了吧？" 易

师傅习惯性地看了一下表，露出满
意的微笑说，" 您早点回去休息，我
们熬夜已经习惯了，等下还要去几
个地方巡逻。"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
华丽言辞，当确保企业安全成为平
凡保安的一种使命，一种职业习惯
时，我们感到的是放心与安宁。
或许是现实生活所迫，或许是

当初的一腔热血，自从穿上了这身
深色的保安服，戴上这顶威严的大
盖帽，他们就仿佛脱胎换骨，散发出
一身正气。他们置身于大门第一线，
顶在风口浪尖上；他们流动在办公
楼、生活区、生产区，守护着人财物
安全；他们巡查在黑夜的厂区，哈着
热气驱走寒冷，为了员工安然入睡，
他们甘当守夜人。一顶大盖帽一个
象征，一身制服一种职责，不仅仅是
形象、气质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他
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一坚持就是好
多年，日日夜夜，风雨无阻。岁月轮
回，时光逐渐在他们的脸上留下沧
桑的印迹，而天欣保安队，正是用他
们的认真和热血打造着企业一道亮
丽的风景。

认真负责，做好每一天

保安的生活是单调而清
苦的，一年到头没有几天休
假。有时候亲友邀请外出吃
饭，他们也顾不上，只好婉言
谢绝。他们不能自由地参加各
种活动，放松自己，值班的时
候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说话、解
闷的人。他们就是这样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默默地工作
着，为企业和员工的安全保驾
护航。
为保障安全，工厂严格执

行出入登记制度，加强往来人员管
理，履行相应的手续。 方师傅微笑
着说，刚开始，少数员工和客商认为
厂方管得太严，抱怨多，对保安也冷
嘲热讽甚至谩骂，但他们从不与之
计较，依然耐心、细致地做员工和外
来人员的思想工作。一段时间后，当
一些不安定的因素都被挡在了厂门
外，企业呈现出安全、稳定的大好局
面，员工的言行举止更加文明，企业
风气大为改观，他们开始理解保安
的做法并积极配合、支持他们的工
作。

易队长是天欣科技附近的乡
友，他在值班日记本里有这样一句
话———"认真负责，就是水平"。他说
自己当保安这些年来别无所求，只
要看到企业安全、和谐，员工上下班
开心、快乐，就是他最大的心愿。

责任就是能力，认真就是水平，
一身正气，满腔热忱，以高度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长期坚守在平凡的岗位
上，誓保企业安全，甘为员工护航，
这就是天欣保安队。

认真就是水平 负责就是能力
要要要 记湖南天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安队

郑桂亮，同乐品牌长沙片区
区域经理。2012年进入公司。短
短三年时间，先后荣获同乐品
牌精英奖、季度优秀标兵奖、年
度金钻奖等多项荣誉，成为同
乐品牌渠道成长最快、最具潜
力的新人。面对荣誉，他想得最
多的，是深深的感恩和对未来
的执着。
郑桂亮说，选择加入同乐品

牌，是我人生一次重要的职业
选择。回首走过的路，从对陶瓷
这个行业的空白到热爱，心里
充满深深的感恩。
他说，感谢所有让我成长的

人。感谢公司一场场培训，让我
从对陶瓷的一无所知到深刻理
解陶瓷最温暖的本质；感谢公
司的前辈们，在遇到困难的时
候对我及时的指点，让我少走
弯路更快成长；感谢并肩战斗
的各位伙伴和同时，我们面对
困难的同舟共济、奋勇拼搏的
坚持，我们一起赢得 “同乐品
牌”团队最佳进步奖的喜悦，都
是生命里最美好的珍藏；感谢
经销商的合作和客户伙伴，激
励我不断增强专业，不断提高
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以更成
熟更自信的姿态，面对市场。
在谈到经验时，郑桂亮认为

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专业的绝对
忠诚。在职场，只有两种人：专

业的人和业余的人。业余
的人，七手八脚；专业的
人，丝丝入扣，训练有素。
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代
社会，尤其是面对同业短
兵相接的建材市场，追逐
专业、拥有专业、谨守专
业、对专业忠诚，是我们必
备的素质和气度。专业，才
能有所担当；专业，才能在
面对竞争或突变的时候，
无畏、淡定而不仓惶。
所以他时时紧跟公司脚步，

坚持业务能力的学习，参加提升
素质的“风和日丽”专业讲座、每
月读一本书、关注热点新闻；向
高手前辈请教……抱着开放的
胸襟，不断自我改造，凡走过必
有学习，凡接触必有长进，凡看
过必多懂一些，凡遇到必追问到
底。随时随地，分分秒秒，无时无
刻不断学习。人可以不成功，但
不可以不成长。通往专业的道
路，永无止境。
正确的思路，是做好销售的

重要保证。郑桂亮说，做生意就
是交朋友，要得到合作伙伴的信
赖与支持，他一直坚持从多角度
去扩充和经营网点，从学习能
力、专业能力、敬业精神，都需要
赢得经销商和客户的认可与
尊重。通过学习不断提升专
业，传递同乐品牌强大品牌
形象；通过培训、荣誉、激励
等方式和经销商朋友们达成
共识；制定抢占市场份额的“最
佳点”，制定打造“优秀经销商”；
利用节假日，走访和回访客户，
与客户交朋友……经过细节的
经营，充分调动了经销商、客户
和合作伙伴们的意愿和激情，推
动业务快速发展，他所扩充和推
广的经销点，均入围分公司“十
佳优秀经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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