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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追逐梦想，相信自己

回首过去一年，受疫情影响，全球

经济不可避免的进入衰退期，许多企业

举步维艰，甚至濒临破产。“还好，我们

活过来了，而且活的还不错”，集团董事

长朱振宇在 1 月召开的年度经营会议上

看似轻描淡写的感慨道，谁能想象这背

后有多少痛苦、困顿、焦虑和沉思，坚

持或放弃，成败只在其一念之间。

然，企业的成长不都是一帆风顺，

每个时代都有悲观的声音，从早期的华

为、格力、万达，再到BAT(百度、腾讯、

阿里 )，中国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经济

周期，哪怕是曾经站在顶峰、一度风光

的百度，都还在因为营收增速连续下滑

而饱受诟病。

中国有句老话说：“祸兮福所倚，福

兮祸所伏”，市场环境大好的时候，风口

上的猪都能起飞，但一旦风口过去，将

被打回原形，真正有价值，有发展的企

业才会凸显。跨入 2021，儒特集团落实

全面上市的新征程即将开启，站在历史

新阶段，新起点，上下携手，一致展望

2021 的奋斗目标和发展蓝图，坚信新的

一年、新的希望、新的耕耘，通过全体

儒特人的努力，儒特集团一定能实现质

的飞跃，开创新的辉煌，也一定为每一

个儒特人带来丰收的喜悦和满满的幸

福！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今天的儒

特人，站在“上市”这条单行跑道上，

在不允许逆行的游戏规则下，在永不回

头的信念下，依然为追逐梦想而朝气蓬

勃，不忘初心，为美好将来而努力奋斗。

本期是以时间为横轴的跑道起点，儒特集团上市为基调，为您徐徐展开一副美好的

实干蓝图，通过一个个计划、项目、会议、调研等实际行动告诉大家，我们永远奋

斗在路上，在奋斗的路上前赴后继，最后所有的美好将汇成一首慷慨激昂的歌曲《相

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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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梦，无畏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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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梦想，去奋斗，去拼搏



——是起点，也是转折点

起跑决定后势，开局关系全局

2021 年 1 月 30 日召开的全体员工

及管理层会议中，集团高层释放出适

合儒特新一年发展的新信号：管理、

成本、规范、奋斗、革命……将成为

儒特集团 2021 年的主旋律，管理和制

度的规范化、工作流程的清晰化、成

本控制的系统化等最终将转化为公司

的实际行动和治理效能，冲击上市也

必将会掀起一场行业革命。这其中的

每一项都将成为我们全新的起跑点，

起跑的姿势决定后期发展的形势，开

局的好坏势必关系全局的发展。

成功需要讲究“天时、地利、人

和”，在对的时间和适合的人、志同道

合的人在一起沟通的顺畅、再加上当

时的处境、环境符合你要做的事情，

那么最后的结局才是成功的。儒特想

要成功也不例外，目前经调研而确认

的行业发展趋势、投资方及资金等天

时地利都已具备，当下，我们要做且

正在做的就是从内部开始积极构

建“人和”环境，建立公平竞争的制

度体系、构建能征善战的团队、建立

全员努力奋斗的目标，在这样一个公

平的载体去承托梦想，有如良师益友

的团队力量和个人努力的相辅相成之

下，成功定指日可待。

企业发展的新起点很重要，而历

史阶段的新起点往往也代表着新的转

折点。决定上市，意味着这是条单行道，

路上没有岔路，可以有曲折和坎坷，

但是绝没有回头路，只有前进没有后

退，只有现场直播没有彩排，我们已

经置身其中，既然选择儒特这个平台，

那就一起同力谋划未来，确保开好局，

起好步，

新的历史阶段，标注着新的坐标起点——儒特集团即将成立十年之际，上市规划开

局、全面开启新征程起步之年，全员上下必将凝共识、勇担当、保增长、抓发展，团

结一心向着新的奋斗目标进发。

同力谋划未来 -- 确保开好局，起好步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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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在乎脚步的大小，重要的是让脚

底下有方向，勤奋的双脚一定要踏在

正确的道路上，时间用在哪里，未来

就在哪里。

想要什么、现在在做什么、该去

做什么？人生其实就是一连串的机会

和选择，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

人，不要以为别人的成功是遇到了好

机会，要知道，你也会有遇到好机会

的时候，关键是看你是否抓得住。

开局，是起点，也是转折点。在

朱振宇董事长、唐骏锋总裁的英明带

领下，儒特集团在2020年激烈的市场

角逐里奠定了上市元年的良好开局；

2021年，是儒特迎来发展进程中具有

重要意义的一年，更是其更新并丰富

自我履历中的重要转折点。起点也

好，转折点也罢，我们坚信：只要敢

于迈出，坚定前行，就一定会到达彼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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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要提速，开局要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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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能带来什么？

季度绩效奖金

企业：更好的发展，更有竞争力。

员工：更多的回报，更好的平台。

怎样才能上市？

业绩+规范

我们要怎么做？

从自身职责出发，

全力以赴促进上市目标实现

2021年初，儒特集团全面开启上市之路，

以“业绩+利润”和“规范化体系建设”为主

的战斗已正式打响，从员工自身出发，全方

位助力业绩和利润双目标的实现，需进一步

转变思维观念和加强财务意识，拓展销售途

径；企业自身则制定完善的体系和运行机制

来规范和引导员工，进一步增强员工积极性

和主观能动性，论功行赏则是在儒特上市之

路下的时代产物，在上市面前，我们也不再

是单独存在的个体，而是一群有着共同目标

的群体，我们儒特人只需要再努力一下，全

员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这三年，同心

同行，聚焦目标，全力以赴，未来定可期！



对工作结果负责，完成绩效

考核后根据不同职级在工资

基数下享有不同级别绩效奖

金，总监20%，副总监12%，

经理10%，主管8%，专员5%，

此外，绩效考评级为A的员工

是优先加薪和晋升的对象，

从而能享受更高的绩效奖

金。

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无

论是销售、生产、技术、人

力行政、财务等部门，让企

业的每一位员工都学会算

账，让每个人都能在各自岗

位的细枝末节上对成本支出

进行管控，根据最终利润进

行年度绩效奖金分配。

针对销售部、技术部、生产

中心、人力资源行政部，从

体系建设、项目立项、工艺

流程优化共同促进关键部门

工作的规划与实施，让企业

在现有基础上，加速创新与

发展，同时激励员工创新与

发展，达到更好的状态。

季度绩效奖金 年度绩效奖金 年度项目奖金

企业发展和个人成长是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企业发展过程中应该具备的制度

体系与选贤任能的标准，需要良好的运行机制来规范和引导，儒特希望2021上市

元年，在打造以上市为目的的共同事业体上，通过论功行赏的方式，员工能在自

我价值和个人成长上能收获更多，公司能在全员都朝着共同方向的进击下完成最

终目标。不再是传统的论职行赏，而是针对那些有价值、有付出、有成果（功）

的员工进行奖金、分红、晋升、发展（赏）等奖赏，从根本上调动员工的积极

性，从而真正激发企业活力。

论
功

行
赏

·肯付出

·有价值

·有成果

·奖金

·晋升

·分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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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过往，皆为序章；

所有将来，皆是可盼。

每个阶段的终点，

都是新阶段的起点；

每个阶段的成果，

都是新阶段的财富。

2021，不是和过去告别，

而是重新站在自我的角度上，

审度自己，

如何在新的赛程上

为未来的发展寻求

新的增长点拼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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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跑，姿势要对，方法要会



赛道上的风景
人在画中跑，既是赛道也是风景

跑步常常是一心只顾着向前再向前，把跑道上越来越多的人甩到身后去，只要你加

入这条赛道，也许一开始稍慢的速度可能落后于人，久了便会渐渐地和人事物熟悉并融

入进去，因为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多机会在更短的时间赶超。

2021 一季度，各部门奔走在岗位职责之上，我们期待最终能以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各

部门坚实的团队建设奠定集团上市的基础，以优异的表现、完美的姿态、实干的精神向

大众展现良好的势头。看，越来越多的儒特人在这跑道上快走着、跑着、相互比拼着，

领导、中高层管理者、基层员工……在春风里、雨落中，在这美丽风景掩映的赛道上，

大家共同完成一圈又一圈，一天又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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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初的儒特集团经营战略会上，董事长朱振宇、总裁唐骏锋、财务总监龚华

伟、人力资源行政部总监刘玖玲与各销售总监签署“军令状”，并合影留念。



1 月 8 日，儒特集团向安徽政府相关领导进行了上市汇报；总裁唐骏锋先生

针对安徽儒特智能装备科技股份科技公司和安徽致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两

个版块的上市工作向宿州市政府相关领导做了详细汇报！唐总的报告得到了与会

领导和企业家同仁的一致赞赏和高度认同 ,此次汇报也正式对外确立儒特上市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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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5 日，安徽省科技报凌青霞主任

莅临工厂参观，1 月 27 日策划发布一篇题

为《抢占纳米科技和智能湿法研磨产业发

展 新 的 制 高 点 》的 专 题 页 面，并 同 步

于“学习强国”“今日头条”“安徽新闻

网”等其他媒体平台，儒特的发展得到越

来越多的支持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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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 日，儒特集团之安徽产业

园二期项目动工在即，预计 2021 年第

三季度投产达效。该项目从总设计图、

选址、建筑安装工程等方面做出了具体

安排。项目建成后，集团技术研究院将

正式成立并投入使用，该项目还将进一

步提升儒特品牌形象、提高儒特研发、

设计、生产、加工制造等综合实力，为

儒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腾飞添加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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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特集团上市工作领导小组 2021 年第一次会议

于今日（2 月 22 日）下午 3 点在灵璧政府办公室

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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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基石计划圆满落幕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人才是儒特发展的重要基石。一直以来，儒特集团高度重

视基层发展及人才队伍建设，2020 年 11 月，为集团上市储备人才，公司启动“人才基

石”计划，进一步强化基层队伍建设，为上海和安徽两地输送新鲜血液。

2021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11 日，为期 15 天的培训落下帷幕，20 名学员从陌生到熟

悉再到并肩作战，培训过程中，他们在内置的项目里你追我赶，相互学习并发生思想的

碰撞，他们在吸收在成长，最终感受来自团队赋予的力量，莫负青春，勇往直前，加油吧，

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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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 日结业当天，基石人员全家福



培训之所见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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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开训当天，基石人员合体留念

学员现场实操考核



山东客户 RTSM-100BJP 调试现场

一季度部分客户现场调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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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 客 户 RTSM-60AJ、3000L 反 应 釜

调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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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客户 RTSM-100AJ 调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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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客户 RTSM-30BJ 调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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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客户 RTSM-60AJ 调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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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赛道之初为起点，

经历进阶与冲刺

最终走向决胜时刻，

每个阶段环环相扣，

我们在其中的每一个承诺

都要变现，

每一次决定都会

一一贯彻执行，

待付出了足够的努力、

积攒了足够的实力，

自然会打开全新的局面，

也为来年的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共同收获属于未来的精彩，

接下来，

每一天的努力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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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在高，路不惧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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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需要敢于迈第一步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留下的只有

执着的追求和永不停歇的脚步。人生成

败，只有拼搏不休！伴随拼搏的脚步，

哪怕是每一次小小的进步、每一个铿锵

的脚步、每一次跌倒后的爬起，那都是

奋斗者的激情。前路，风险与挑战交织，

成功只会属于勇毅而笃行的人。勇毅笃

行，应该是儒特集团上市的必有状态。

勇，是敢于向前的无畏精神，上市

前夕的准备工作，更高业绩要求、利润

指标、管理规范、项目申报、成本费用

控制……，方方面面，里里外外，让每

一个儒特人都面临着更大的心理、身体

和意志考验，无论是前线奋斗或后端支

援的家人们，在冲击上市的战场上都是

扮演的是先锋和勇士，但这又是当下儒

特人该担当的使命，奋力拼搏，开拓进取，

抓经营促生产，让我们在经历风雨后也

能笑傲风云。

信心如磐，勇毅笃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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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便要全力以赴



毅，是对上市坚定不移的信念，“士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儒特集团

未来 3 年的目标：“上市”，3 年光景说长

不长，说短也不短，但却足以改变一切

人事物的发展，从时间轴上来看，这是

一场与时间的博弈，不能中途退缩，不

能有丝毫松懈心态、厌战情绪，对工作

不能有侥幸心理、懈怠行为，只有慎终

如始才能笑到最后。

笃，是踏踏实实坚持不懈的态度，

全年的任务 / 项目指标细分到每个月，始

终 以 项 目 的 经 营、效 益、周 期、安 全、

质量、运输等为结果导向，以不达目标

誓不罢休的定力，每一步都留下坚实的

脚印，直至成果出现。

行，是主动的行为担当，事在人为，

往往主动去做事的人成功机会一定大于

被动执行的人，儒特在以“农药、染料、

涂料”三大行业为核心，大力开拓新能

源材料行业的“3+1”模式下，将继续寻

找新的市场发力点，销售业绩增长点，

营造一个良性循环的“销售业务圈”；也

需要越来越多知行合一的人才，主动承

担，共同发展，上市之路才能百尺竿头，

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追 逐 梦 想，我 们 勇 毅 笃 行；叩 问 初 心，

我们任重道远。只要我们信心如磐，笃

志力行，一定会迎来阳光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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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虚度

行走在红尘陌上，穿梭于人海之中，有些注定成为过客，有些会成为永久的定格，四季更迭，

岁月更替，怎么样的人生才没有虚度？唯有在生命的底色里，贴上脚踏实地的标签，当回首往

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漫漫上市之路，希望众人紧跟节奏，做到不掉队、当下不虚

度。

脚踏实地的人生才不虚度，其本质就是把事当真，切实去做，不需要你打坐，不需

要你参禅，只需要老老实实去做事就自然有增益。举世惟一真字难得！无论你现在是

读书、写字，还是上班工作，或是做直播运营，私人承包业务，经营企业等等，只要

你真心实意的对待你手头上的事情，不问收获，只是耕耘，不计较结果，全副精神安

然当下、只是一味沉浸在当下的努力当中，那么你的人生就没有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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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事当真，譬如儿童对生活的态度，儿童有着天然的童真，他们对所有的事物都

保持始终如一的美好，所以谓之天真，真者真切 , 无前无后，一心一意，因为当真，

所以真心实意对待。做人做事也是这样，一旦动了投机取巧的心思，在个人层次上已

经低了很多，真正做事的都是回归本真，直入人心。

想要到达最高处，必须脚踏实地，从最低处开始，一个管理者如果脱离实际没有

历经基层，那他如何能在高处尽情指挥；如果一个人总是对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不屑

一顾，对现状怀有不满的情绪，如何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无论你现在正在做的事

情是多么不起眼，多么繁琐，只要把事当真，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虽然不能百分百

件件都能成，但一定会向着进击的目标逐渐靠近。

把事当真，心系一处，劲往一处使，当你的行为、思维和平时关注的点都在这件

事上，整个宇宙都会助你实现。

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能碰上几次有上市计划的公司，

能经历多少次轰轰烈烈？

既然来了就请不要轻言放弃，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当下不虚度，

余生不挥霍，

不负时光不负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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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嘿，在儒特，

“你想成为什么？”

“你想改变什么？”

“你想做些什么？”

“你想收获什么？”……

A：

“我想升经理、当总监”

“我想改掉自己的缺点，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想跟公司同发展”

“我想成为拥有原始股份的员工”……

想要车子房子，想要说走就走的旅行，想要高品

质的生活……想要的那么多却如此浮躁，沉不下心来

读一篇文章，没有自律的品格，自以为是的看透了生活，

在一次次前进的号角中，总是倒在离出发不远的地方。

家人们，过程中请坚韧些吧，勇敢地前行，从渺小启

程才能以伟大结局。

从
渺
小
启
程，

以
伟
大
结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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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原本沉闷，但跑起来就有风，没有人一开始就是王者，也没有人一辈子就该是青铜，

你所看到的天才，不过是一个个曾经埋头努力的少年；你所看到的成功企业，也是经历过

商海沉浮，大浪淘沙而立。不管你被贴上什么标签，也只有你才能定义自己，要知道，每

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如果心不想走，脚就不会出发，努力，才该是

生命中最美丽的注脚。

现在的你也一定有追求或向往的东西，那最好的状态莫过于一点点向着喜欢的东西靠

近。如果你想升经理、当总监，但是连行业都吃不透，客户不能自己谈，业绩做不上去完

不成，如何能在众人之中出类拔萃，独当一面？如果你想改掉缺点，与公司同发展，但是

连最基本的态度都无法转变，工作中既没有对缺点做出改正，还时常带有不满的情绪和满

腔的抱怨；如果你想收获股份成为股东，但做事的时候仍然马马虎虎，没有交代，让人丝

毫不能放心……一切的一切，要知道，发光不是太阳的权利，命运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奔

跑的人，把握好每一个当下，从渺小启程才能以伟大结局。

付出自然会有回报，如果还没有，那只能说明你的努力还不够，哪有什么一夜成名，

其实背后都离不开百炼成钢，想要回报总要用力拼搏一把，只要还愿意努力，时间定会给

你惊喜，你一定也想经历一番努力之后，所有的东西正慢慢变成你想要的的样子，如果结

果不如你所愿，就在尘埃落定前奋力一搏。

拼劲全力的努力，

不顾一切向前的样子，

是奋斗过程中最该有的模样。

愿你我都能从渺小启程，

以伟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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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次严峻考验

多少个战略决策

只因为始终相信

梦想指引我前进

总是在互相勉励

要成功就得努力

热血随目标沸腾

胜利向我们招手

相信自己

儒特已经奔向 无垠天际

相信自己

梦想永不褪色 这是你的天地

相信自己

你将超越极限 超越自己

相信自己

马到功成之日 你们将是功臣

2021

结
语

《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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