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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住集团是一家国际化卫浴与住宅产品
制造商，总部位于日本东京。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骊住集团迅速行动，一方面向武汉
捐赠了大批防疫物资，另一方面积极应对疫
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目前，骊住中国工厂已
全面恢复生产，产能也在逐步恢复中。

骊住水科技集团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陶
江表示，虽然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影
响，但并未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面对疫情，中国能够迅速响应并在全球
范围内率先复工复产，离不开稳固的经济基
础与强有力的经济韧性。

“近期，骊住将中国市场划分为独立运营
区域，体现了骊住对中国市场广阔前景的重视
与认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之一，将会在骊住集团推动全球业务增长、规
模扩大的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陶江说：“中
国市场的需求是多元的。骊住旗下拥有多个
世界级品牌，每个品牌均拥有不同风格。我
们将充分发挥旗下多品牌协同效应，覆盖厨
卫家装全品类产品，满足中国家庭对厨卫整
装整配以及个性化、智能化升级需求，为用户
提供更适合的产品与家装解决方案。”

陶江认为，疫情会催生消费者改善生活
起居环境的需求。被“耽误”的装修需求在市
场复苏后，会被重新提上百姓生活日程。疫
情也让大家对居家舒适度有了更高的认知
度，部分消费者开始考虑升级家居配置。

“接下来，骊住将在卫生与清洁解决方案
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按照计划，集团将携
旗下伊奈、高仪、美标等品牌持续向消费者提
供多样化的家居解决方案，以提升大家的健
康生活体验。”陶江说。

随着“云逛店”“直播带货”等互联网营销
方式兴起，线上家居用品销售成为市场新趋
势。陶江认为，未来线上线下销售有望进一步整合。骊住集团将借助
电商平台庞大的活跃用户群体触达更多消费者，推动厨卫家装行业生
态革新。

“我们希望抓住多品牌资源优势，加快拓展电商渠道，满足消费者
从产品选购、设计咨询到运输配装全流程需求。目前，骊住集团旗下多
个品牌已入驻京东及天猫。我们将在进一步开拓线上渠道基础上，加
速推动新兴市场下沉工作。”陶江说。

据悉，骊住还在上海成立了全新的亚洲研发中心，并开设全屋家装
体验旗舰店，旨在为消费者提供更便捷的服务与更丰富的购物体验。
陶江表示，骊住集团还计划加大投资力度，把更多全新类别与具有设计
感的产品带到中国市场，满足百姓对家装新品的需求。

骊
住
集
团
加
大
在
华
投
资
力
度—

—

满
足
家
居
市
场
多
元
化
需
求

本
报
记
者

袁

勇

图为骊住全屋家装体验旗舰店内景。 （资料图片）

随着夏季到来，全国各地居民用电负荷迅速增长。
作为点对网直供北京超大型发电企业，连日来内蒙古大唐国际托

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日发电量多次突破1亿千瓦时。据测算，1亿千
瓦时可供1000多万台1.5匹空调连续工作10小时。公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为给首都人民“送清凉”，公司提前备战，迎接夏季高温“烤”验。

具体来说，该公司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严格落实大唐集
团以及大唐国际公司要求，与电网方面加强沟通，及时了解电网负荷
信息及电量计划相关情况，参与北京地区大用户直接交易，为增发电
量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二是调整增发电量策略，深入分析每日计划
电量曲线，实时掌握电网负荷情况，做到“度电必争”；三是密切关注
天气温度变化。

“要更好服务首都人民，前提是做好做实安全生产工作。”这位负责
人表示，公司对现场重要设备、重点部位开展安全特巡，及时发现并消
除安全隐患；持续保持安全生产高压态势；强化外包工程管理，严格落
实防汛三道防线，加强隐患排查与缺陷管理,切实保障机组设备安全稳
定运行。此外，为确保燃料供应，该公司还积极与上游供应商加强协
调，密切跟进物流运输情况，并采取就近原则接卸燃煤，提高燃料运转
效率，让机组“口粮”充足。

“炎炎夏日里，我们要当好‘清凉使者’，以可靠的电力供应为百姓
带来凉爽，以尽职尽责的央企担当服务社会发展。”这位负责人表示。

大唐托电全力备战迎峰度夏——

为首都“送清凉”
本报记者 陈 力

大唐托电工作人员正在分析每日计划电量曲线，以实时掌握电网
负荷情况，做到“度电必争”。 朱 森摄（中经视觉）

北京金山志远办公软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山办公”）日前在广东珠海
发布首款办公软件“公文模式”——
WPS Office 2019 for Linux 专业版

“公文模式”功能，标志着国产办公软件生
态建设迈出新步。

过去，重要公文写作及输出过程大多
较为繁琐，一般需要在常规文档工具内撰
写完毕后，再誊至专用公文机器或按照公
文格式手动排版，一份公文通常要经过模
板选用、拟文、文印到归档 4个步骤才
能完成。针对这些痛点，WPS公文模式
逐一给出了解决方案。

据悉，WPS公文模式主要面向党政
机关用户，以国标版式、定制工具、集成
OFD、模板导入等功能为出发点，用户可
以在WPS内完成公文撰写、协作、排版等

工作，并直接打印出符合国家公文标准的
文件，提升办公效率。

金山办公总经理皮霞林表示：“这款
‘公文模式’能够全面、精准地解决用户痛
点，为用户营造使用中的沉浸感，带来独
立的使用体验。”

当前，我国信息技术应用正迎来黄金
发展期。“其中，办公软件是基础软件的重
要组成部分。WPS作为国产软件中最成
熟的产品之一，一直被视为检验中国信息
技术应用创新体系成熟度的‘度量尺’之
一。”金山办公CEO章庆元说。

据了解，WPS 不仅具备流式软件
（word/excel/PPT）及版式软件（PDF）的
完全功能，并已通过国内绝大部分国产系
统适配和认证。金山办公在信息技术应
用创新领域的互认证厂商数达137家，互

认证产品数达174项。
“我们非常关注用户的真实需求，一

方面注重产品的兼容性，另一方面向功能
细节延伸。”皮霞林说：“在信息技术应用
创新上，WPS将持续加强研发能力建设，
真正实现国产办公软件在全球范围内的
创新发展。”

凭借连续多年服务国家电网、中国工
商银行等近百家大型央企，服务“数字广
东”等大型政务数字化项目的成功经验，
金山办公正在努力推动单位及个人进入
移动办公、“云办公”时代。一方面，“云办
公”服务能够有效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在

“数字广东”项目中，金山办公搭建的“粤
政易协同办公平台”自2018年试运行至
今，覆盖用户数量超45.9万人，处理公文
超10万份，移动端累计访问超400万次，

可提升办文效率40%以上；另一方面，“云
办公”已帮助亿万用户将办公从本地升级
到“线上”，进一步放大了软件创新势能。
金山办公旗下主动多人在线协作办公载
体金山文档，从支持“文字、表格、演示、流
程图”等不同格式文档多人在线协作编
辑，到推出“表单、会议、代办、日历”等多
场景协作应用，已成为国内协作办公的创
新代表。疫情发生以来，金山文档月活用
户一度突破2.39亿，成为政企及个人用户
远程办公的有力支撑。

章庆元表示：“金山办公从创立至今
一直致力于做民族办公软件。未来，公司
将凭借深厚的技术积累与‘技术立业’信
念，做好产品与服务，持续助力信息技术
应用创新项目软硬件生态圈建设，从而提
升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水平。”

金山办公发布首款办公软件“公文模式”——

国产办公软件生态建设迈新步
本报记者 喻 剑

在人们印象里，创建于1986年的翔
宇集团似乎是个“变色龙”。它多次转型，
一次次跨界，如今已发展成为一家以医药
大健康产业为主营业务的大型企业集团。

翔宇集团董事长林凡儒告诉记者，别
看今天的翔宇集团头顶国家火炬计划企
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诸多光环，拥有
中国驰名商标，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
状，其前身可一点都不“高大上”。

30多年前，林凡儒在山东齐鲁商场租
下了一间35平方米的小店面，销售鞋帽
衣袜、烟酒糖茶等。那段日子里，林凡儒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走街串巷送货忙”。
小店坚持真诚服务，很快便赢得了大批客
户的信任。短短4年时间里，小店经营种
类就拓展到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等方面，
销售收入成倍增长。

1990年前后，同行们还在批发市场
上乐此不疲地“淘金”，林凡儒已经敏锐
地观察到建筑建材业蕴藏的巨大商机。
他果断放弃日用百货经营，转行从事建

筑防水材料营销。由于确立了防水材料
产供销一条龙市场定位与经营模式，公
司很快便在防水材料市场上独占鳌头，
成为山东最大的沥青与防水材料经营
企业。

这是翔宇集团第一次华丽转身，林凡
儒也由此被人们称为“沥青大王”。

在林凡儒看来，瞄准营销、锁定渠道，
短期来看固然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拉长产
业链、拓宽发展空间才是企业可持续发展
的根本。于是，林凡儒与伙伴们果断成立
了建材装饰有限公司，既卖防水材料又承
包防水工程施工。同时，他们还积极尝试

“走出临沂”，在山东东营、日照、滕州、聊
城等地承包装饰工程，销售收入、产值、利
税不断增长。

1996年5月份，山东翔宇实业有限公
司成立了。公司旗下拥有沥青公司、防水
工程公司、装饰工程公司、建材公司、石化
公司等，员工总数超500人，总资产突破
6800万元。

1999年，翔宇投资1000万元成立新
型防水材料厂，建成年产300万平方米的
新型防水卷材生产线。作为当时临沂唯
一一家生产规模大、科技含量高的SBS新

型防水卷材生产企业，翔宇在防水材料领
域建立了产供销一条龙全产业链模式，并
成功占据山东、江苏两个省份的一半
市场。

正当翔宇人为此欢呼雀跃时，林凡
儒却在思考下一个问题——随着经济社
会不断发展，人们对绿水青山的渴求度
越来越高，对生态文明的追寻步伐也会
越来越快。从这个角度上讲，将全部精
力放在沥青与防水材料上，显然并不
明智。

于是，正值上升期的翔宇毅然作出了
一个让业界震惊的选择，按下防水材料发
展“暂停键”，全力转型汽车行业。这也是
翔宇集团的第二次转型。

2001年3月份，翔宇集团投资2000
万元成立了集整车销售、售后服务、零部
件供应、信息反馈于一体的临沂第一家汽
车4S店——翔宇广本店；同年8月份，成
立山东翔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期强化
销售管理与售后服务。

2002年至2009年，翔宇集团先后在
山东临沂、日照与北京开办4S店，并取得
了宝马、丰田、通用等中高端汽车品牌的
经销权，成为当时鲁南、苏北地区最具影
响力的汽车经销企业。仅2003年，公司
年销售整车就超过600台，维修500台
次，实现产值1.5亿元。

自涉足汽车行业以来，翔宇集团先后
服务于日系、韩系、美系、德系等近20个
品牌，拥有14家4S店，经营车型近百种，
基本形成了整车销售、售后服务、金融服
务、二手车交易四大经营格局，逐步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中高端汽车品牌经营管理
及服务体系。

纵观翔宇的发展历程，未雨绸缪贯
穿始终。在进入汽车行业10年后，翔宇
集团决策层综合分析了汽车市场现状、
后市场发展趋势、资金周转、企业财务
状况等因素，决定剥离汽车板块，退出
汽车业。

同样处于行业上升期、企业同样做得
风生水起，同样突兀地宣布转型，这一幕，
与其当年退出防水材料领域何其相似！
在外人看来，翔宇疯了。但在翔宇人自己
看来，这是深思熟虑后的行动。他们要优

化结构，探索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升级
转型。

这一次，翔宇看中了医药产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翔宇接连展开了

一波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建立翔宇中
药科技产业园，打造翔宇医药物流中心，
山东仁和堂医药工业园落成，与国药控股
临沂有限公司、山东国大仁和堂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健康制
药、蒙达药业……崭新的翔宇集团立足临
沂，辐射周边，面向齐鲁，加快布局全国市
场，至 2019 年其连锁药店数量已超
600家。

一次次转型，考验的不仅是企业决策
者的决断力，更是企业全体员工的学习
力。用翔宇人的话讲，“学习是最便宜的
买卖，拜师是最有利的捷径”。翔宇集团
从核心层到管理层，力学笃行，通过各种
方式开阔视野，更新观念，提高技能，增长
智慧。

为此，他们走进哈佛、阿什里奇商学
院、哥伦比亚大学等国际顶尖院校，走进
摩根斯坦利、奥特集团、三一集团德国公
司等国际知名企业；与国内外10余家医
药科技机构合作，成立院士工作站、博士
后工作站、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妇幼用药
新制剂工程新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等研究
平台；与国内外专家合作，共同出资注册
成立山东诺维尔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从
事新药研制开发。

从2010年至今，翔宇已经建立起两
个国家级科研平台，承担了3项国家级课
题，还建立了5个省级科研平台，承担了
省级课题21项。

同时，翔宇还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2010年，公司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6%，
至2019年，这一比率已提升至9.8%。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近年来，
集团在完成15条万吨中药智能化提取线
建设的基础上，又新上了两条年产2.5亿
支红衣补血口服液智能生产线、两条新固
体制剂自动生产线、一条口服液配液线，
生产能力位居全国前三位。

如今，翔宇的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大。
其拳头产品复方红衣补血口服液被科技
部遴选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中药大品种，
在补血市场连续4年保持销量第一。

谈及一次次转型又一次次成功的经
验，林凡儒表示：“当一个行业只有极少数
人做的时候是‘先机’，发展一段时间后叫
作‘商机’，大家蜂拥而至的时候就变成了

‘危机’。做企业不仅要时刻盯住‘机’字，
而且要将自身发展之‘机’与国家发展之

‘机’结合起来，把企业发展之‘机’融入民
族振兴之‘机’。”

纵观翔宇之成功，“知止”二字殊
为重要。

在几十年的从业历程中，记者见
证了很多企业由小到大，一路成长为
行业龙头企业的经历，也看到了很多
企业盛极而衰，“忽喇喇似大厦倾”，令
人扼腕。

导致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不“知
止”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有些企
业看产品销路好，大肆新建生产线，却

不知市场已趋近饱和；有些企业钱多
任性，贸然进入不熟悉的领域；有些企
业心比天大，不顾资金链已经吃紧，盲
目扩张……林林总总，皆有不“知止”
的思维潜藏于背后。

正如老子所言，“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可以长久”。做人如此，做企业
也当如此。当进时，全力以赴；该退
时，壮士断腕。如此知止不殆，方可进
退自如。

翔 宇 之 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管 斌

知止不殆方可进退自如
管 斌

在浙江依蕾毛纺

织有限公司智能化生

产车间内，员工正在

赶制海外订单。

据了解，该公司

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

清县钟管镇南舍工业

园区。近年来，公司

在园区支持下加快

智能化改造、数字化

转型。目前，公司生

产效率大幅提升，产

品附加值明显提高，

其生产的羊绒纱等

产品深受海内外市

场欢迎。

沈月红摄

（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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