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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从“起点”到“进阶”，儒特集团达

成了阶段性的进阶目标，第二季度，儒

特集团以1.5亿元的销售额，同比增长

600%的成绩完美结束了本季度工作，在

奋斗的过程中给全体员工打了一剂强心

针，大家同时也经历了一段不一样的自

我成长过程。虽然不同人身上展现的成

长各不相同，但终归是一场心智的洗

礼，过程中一项项真抓实干的举措，在

承接儒特人梦想开局的同时，更是一场

华丽的蜕变。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在上一期开局中所提及的管理、成本、

规范等工作中，我们都取得了一些成

效。事实证明，我们开局设定的步调没

问题，规范化管理、算管结合、降本增

效、建章立制、论功行赏等工作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

但在各项管理举措规范化的进程上，

我们还需要拓宽思路，挖掘潜能，提高

效益，进一步从降本增效、规范体系、

提升人员素质、增强团队建设及人员培

养等方面入手，用我们儒特人的智慧和

汗水凝聚成一条条切实可靠的工作经

验，用一次次的复盘不断鞭策自己，提

升团队整体执行力。真正做到勤于思

考，敢于实干，创建学习型、奋斗型企

业，保持与时俱进，需要我们共同用实

际行动去“践”证。

新的进程不断充满挑战和机遇，我们

会感受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心里的使

命感更强了，一个个通过实干、创新突

破自我的身影让未来饱含无限可能，新

的阶段，新的进程，让我们一起享受过

程中耕耘出春华秋实的喜悦，畅想儒特

的美好未来！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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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是用心做好每件事

——专访儒特集团销售一部总监范孝友

——只有战胜眼前的坎坷，才能升入下一个段

位。从最初制定全年5000万目标，6000万挑战目

标，到现在超额完成最初目标，正全力冲刺全年第

二个5000万的过程，是范总历经对认知的改变、对

目标的执着、对客户需求的重新定位以及自我成长

进阶的一段特别的心路历程。如今的他，脸上有

笑，眼里有光，心中的信念更加坚定，目光所及之

处皆是自信。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成长，并不来自于你的位高权重，也不来自于

你的财富积累，真正拥有的武器，除了有效整合资

源，还有自我意识的觉醒、认知的转变和日益提升

的工作技能、用心和坚定的态度去做好每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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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的觉醒

不同的销售经历会形成不同的“自我

意识”，不同的“自我意识”又带领着我

们走上了不同之路！范总认为，一名合格

销售工程师的觉醒应该是有勤奋的精神，

认真的态度和坚定的意志，在客户交流中

充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至于业务水平

的高低，他认为这是一个逐渐提升的过

程，需要在大大小小的项目中复盘，不断

分析利弊，总结得失，是不断进取、不断

完善的过程，而不是在某个特定时刻来界

定。

认知的转变

认知的转变多数因为思维水平的提升

而发生转变，首先，“从以自我为中心转

变到以客户为中心的销售思维，让我对客

户需求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与定位，我们在

沟通过程中了解客户真正的痛点与难点之

后，再传达产品的其他属性及优势，这是

价值互相传递的过程，也是自我认知的转

变”，“简单来说，就是需要用浅显易懂

的表达方式与客户达到某种情感上的共

鸣，从而转化成对业务的认知”。

其次，他认为，对客户坦诚才能换取

日后的自我坦然，把客户当作是自己的朋

友，实实在在的沟通，不能有任何欺骗，

才能经得起来自客户内部及竞争对手发出

的各种质疑声音，把儒特最真诚的一面呈

现给客户，才是赢得客户信任的最佳方

法。

自我成长与持续进阶

对销售工程师而言，在与客户沟通、

达成合作的过程中，如何去创造和改变，

并实现自我成长及持续进阶。他认为，平

衡好心态是极其重要的。第一季度，范总

对最初定的5000万目标感觉有明显压力，

但骨子里不服输的精神仍然使他保持对目

标的执着和完成目标的决心，按照既定计

划一步一步落实，直至二季度大爆发，一

举完成并超越当初设定的目标，困顿、焦

灼的心情瞬间转变成说出不来的兴奋和喜

悦，事前充分的策划工作、对目标客户的

具体分析、客户池的积累、自信的态度、

各领导及支持部门给予的帮助都是他获得

成长与进阶的有力支撑。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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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问及对于近期成交订单的看法，他说随着各项目的持续深入，可以将其作为标

杆案例，对销售、技术、项目等团队也会有很大的提升。如今的他，满怀信心，即

使在日后与客户沟通出现瓶颈，同行竞争较大等情况下，也会直面问题，寻找一切

可利用资源去解决问题，抓住客户。

很多人都会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成长，那怎么才能持续

下去？那就是不断自我进阶。最后让我们把祝福送给范总，愿他在接下来的半年

里，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早日达成新的挑战目标。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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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新时代下，论功行赏是现代企业应该具

备的选贤任能的基本制度与用人标准。企业

只有用论功行赏的奖励机制，才能形成良性

竞争氛围，从根本上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从

而真正的激发企业活力。儒特集团希望公司

的每一个员工都可以在其岗位通过多劳多得

获得更多的劳动奖赏，助力企业成长的同时

还能激发每一个员工更强的工作动力，进一

步为工作结果而负责。

“论功行赏
5

儒特集团自实行“论功行赏”机制以来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5月中下旬评选出了优

秀的团队与个人：《季度销售先锋奖》奖励

金额最高3000元，《优秀销售团队奖》奖励

10000元，《新项目推进奖》奖励20000元，

《工艺创新奖》奖励20000元，《降本增效

奖》奖励50000元，《销售业绩突出奖》奖

励4000和6000股期权，按类似对标企业的二

级市场价格高位估算分别价值130多万和300

多万。

此外，较一季度而言，集团整体销售目

标完成率提升30%以上，从个人季度销售数

据来看，销售部罗壮壮、沈华龙、孟杰获得

二季度冠、亚、季军，并分别获得3000元，

2000元，1000元的现金奖励；从团队数据来

看，销售一部获得二季度冠军，并获10000

元现金奖励……儒特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激

励方式来肯定大家长久以来的努力与付出。



所有的成绩和进步都离不开团队和

个人，如今，月度复盘会及销售座谈

会已悄然兴起，大家在充分发挥各自

优势的同时又互相竞争、互相勉励、

共同促进，集团内部已然形成比学赶

帮超的氛围，公司希望大家能继续保

持这种奋进的精神面貌，在接下来的

日子里，一次次突破自我。

付出总会有回报，坚持一定会有结

果，论功行赏，我们是认真的。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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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是一种前进的动力，

只有不断学习、

不断进步，

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让自己在工作中

无往不利，

“取”是获取，

获取之前先付出，

有付出才有收获。

保持进取的状态和行为

是实现进阶的前提，

先从思维、想法开始转变，

然后将想法付之于行动，

一步一个脚印，

该来的，

都会在路上。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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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是一步一个脚印
弥足珍贵

跑步有快慢之分，远近之别，个体之进步，或者团体之荣耀，有独处的万千，有分享的

快乐，然而，总会有些时候，你能深刻地感觉到一种量变到质变的跳跃，“这次的跑感觉

和上次不一样了”，某个时刻忽然的开朗，我们称之为突破。这，正是跑步的迷人之处，

也是成长的表现。

企业升级壮大过程亦是如此，按既定的节奏走着，突然就跨越到另一个层级，展现不一

样的风貌，二季度由上海儒特承包的染料和锂电池新能源生产线如期交付、致磨公司全自

动纳米氧化锆粉体生产线正式投产运营、截止2季度，集团累积销售额已超过去年的200%

……，非意料之外，这是儒特集团第二季度呈现给大家的姿态，我们正以进阶的方式向前

进军，向上攀登，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把这种紧迫感、压力和向前迈进的决心，用一个个坚

实的脚步，持续下去。

▲4月26日，安徽灵璧县县委书记刘博夫陪同江苏睢宁县县委一行

领导莅临儒特调研，刘书记对儒特现阶段发展给予肯定和认同的同

时，对企业下一步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并寄予厚望。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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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致磨全自动纳米氧化锆粉体生产线正式投产及

运营，公司以氧化锆粉为原材料的产品正式实现了自给自

足，也进一步为广大客户提供更持续、稳定的合格产品。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9



▲6月2日，儒特集团主动承担企业及社会责任，作为灵璧县第一家爱心企业为

开发区禁烧工作“送清凉”，并成功引导其他企业踊跃参加。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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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安徽儒特工会组织开展“情浓端午，粽享快乐”迎端午活动。

一个个亲手制作的香甜软糯的粽子分发到每个员工的手里，无不在传递着

对儒特家人的爱与关心。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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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CAC2021正式开幕，上海儒特携多款精品设备盛装亮相该

展会，全面展示公司的实力与风采。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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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21”
9周年庆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2021年，正逢祖国建党100周年，5月22日，全体儒特人也以独特的方式庆祝自己的生

日，致敬所有为企业发展付出艰辛劳动，做出积极贡献的家人、客户、合作伙伴们，表

达对企业美好的祝福和诚挚的祝愿，共同发出“凝心聚力，共创未来”的时代强音。

因为疫情的原因，距离上次团建已经2年，儒特已全然进阶到新的发展阶段，是儒特

里程碑上跨越式的一次成长，我们站在新的起点，带着全新的规划，推进着各项计划、

举措，去总结、去沉淀、去重新出发。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挑战、是突破，前方，一定

是更辉煌的未来在等着我们。进击吧！勇猛的儒特人！！！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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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建现场，欢乐无穷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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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上，董事长朱振宇和总裁唐骏锋分别致辞，为儒特人描绘一幅幅宏

伟蓝图。随着儒特集团在第一和第二季度发展势头持续增强，预计接下来的

第三季度将延续目前良好的发展趋势，在新的征程里，更上一层楼。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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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部分客户现场调试案例

▲浙江某客户染料自动化生产线安装调试现场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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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某客户水性漆生产线安装调试现场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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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某客户锂电池新能源生产线

安装调试现场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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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为PLC自动研磨系统，保证

纳米砂磨机及浆料输送系统连续生

产物料，最终实现设备处理量及产

能均符合客户预期，得到客户好

评。



▲上海某客户自动化调色生产线安装调试现场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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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自动化调色生产线结合国际先进理念和技术自主

设计而成。系统每小时产能180桶，可以24小时连续工

作，保证小订单的快速生产及交付，精准稳定的智能

设备，更灵活多变的颜色定制，实现桶内调色高产

能、零排放、零污染的清洁生产模式助力客户的工业

生产。



▲山东某农药客户RTSM-30CJ设备安装调试现场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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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某农药客户RTSM-60AJ设备安装调试现场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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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某客户染料生产线安装调试现场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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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奔跑的过程中，

会历经泥泞,

会走向坦途,

也终会走出力量。

让我们用一串串坚实的脚步,

慢慢去探寻

心中所设定的目标，

将当下该做/改变的事，

了然于心，

且行且思，

且行且成长！

成长之路漫漫,

唯有且行、且学、且思，

才能与集团共同成长。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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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下

扎

根

，
向

上

生

长

儒特正处于完美的进阶姿态：毛利率逐渐向预期

靠近、各项费用逐渐降低、降本工作有了成效、产

品 质 量 问 题 逐 渐 改 善 … … 为 保 障 日 后 “ 冲

刺”和“决战”的战斗力，正在像大树一样，一边

向下扎根，一边向上生长。

树木扎根于土壤是为了更好的向上生长，企业和

人的扎根是为了夯实基础，让以后变得更加强大。

也许你会觉得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看不到成功，细

看之后，我们当初所选择的方向、制定的策略都已

经初见成效。向下扎根，深深地扎下去，无论外在

环境怎样变化，核心在于我们是否真的知道自己想

要什么，我们以什么为基础扎根；向上生长，伸展

开来，努力地伸手去触碰自己能触碰到的最远范

围，只要敢要，想要。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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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扎根，我们想要什么？又以什么为

基础扎根？整体来讲，业务方面我们需要追

求更高的销售额、更为宽阔的市场以及市场

份额占比；财务方面我们需要继续统筹监督，

不断追求销售额、利润、回款，降低各项费用；

人力资源行政方面我们需要做好上传下达工

作，建立标杆意识，坚决做到各项工作“令

必行，禁必止”；技术方面需要进一步优化产

品，更好服务于市场；生产中心需要严格做

好安全、高质、高效的生产工作；生产部门

的员工管理及工作办法……一切的一切都必

须建章立制，制定完善的管理体系及规范，

这就是我们扎根的基础，只有基础打牢了，

才能更好的推动工作进行，向上一步发展，

高屋建瓴。

向上生长，我们每个人都要充分进入角色，

明确定位。作为新阶段的儒特人，必须回归本

位，真正做到“信念力 + 愿力 + 能力”的三力

合一，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顶得住压力、

扛得起大任，相信公司赋予我们的平台，相信

自己的信念力；愿意跟着公司走、不折不扣的

落实岗位职责，做一个敢于担当、乐于奉献、

团结协作的个人；加上自身专业知识、技术和

学习能力的提升，充分提升理想中自己的能

力。

向下扎根，夯实基础；向上生长，看向未

来，并回归本位，认清当下形势、梳理思路、

最后勇猛实现。时刻提醒自己做个合格、优秀、

卓越的儒特人吧！

儒特集团文化期刊·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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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进取，何惧未来

“如果说人生好比一个跑步的过

程，在众人齐跑的队伍中，毫无阻

碍、一路畅通是不可能的，只有不断

进取，超越一个又一个对手，才会有

更宽广的跑道在等着我们。想成功到

达终点，需要坚持不懈的奋斗，不断

进取，企业亦如是。”

很多人抱怨自己生活平凡、工作

普通，找不到可以发展的方向。其实

无论在多么普通的岗位上，都可以化

平凡为不平凡，但这一切都需要“进

取”的心态。因为进取的心态不仅能

驱使你主动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而不用在别人吩咐以后再去做；还能

够驱动你不停地向上提高自己的能

力，向成功逐步靠近。

什么是进取心？就是主动去做应该

做的事情并不断把事情做的更好。在

工作与生活中，无论你的目标是什

么，都应该把这个目标不断向前推，

所以关键还在于你愿不愿意主动形成

这个推力，不断往上爬，如果你觉得

在现在的位置做的挺好的，那你注定

平庸。

好比在现处的岗位上，你是能满足岗

位需求还是能胜任岗位？人岗匹配是人事

部招聘的基本要求，而决定满足还是胜任

岗位取决于个人的态度——是否进取，这

二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别就在于是否愿意向

上爬，胜任岗位一定是在满足岗位需求的

基础上，通过不断进取来提升自己，过程

中必须以进阶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否则，

你就永远只是基层员工；必须抱着自己能

胜任更高职位的心态，时刻督促自己努力

得到它，否则，你永远也得不到。

任何企业在快速发展中，需要的一定

是有进取心的、能胜任岗位的人才，而对

于我们自身而言，时刻以进取的态度来驱

动自己，本能的与同事赛跑，与时间赛

跑，未来发展又何愁？不要怀疑自己有实

现目标的能力，如果你有足够的决心并付

之于坚韧的努力，你定无所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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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进取，何惧未来

“如果说人生好比一个跑步的过

程，在众人齐跑的队伍中，毫无阻

碍、一路畅通是不可能的，只有不断

进取，超越一个又一个对手，才会有

更宽广的跑道在等着我们。想成功到

达终点，需要坚持不懈的奋斗，不断

进取，企业亦如是。”

很多人抱怨自己生活平凡、工作

普通，找不到可以发展的方向。其实

无论在多么普通的岗位上，都可以化

平凡为不平凡，但这一切都需要“进

取”的心态。因为进取的心态不仅能

驱使你主动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而不用在别人吩咐以后再去做；还能

够驱动你不停地向上提高自己的能

力，向成功逐步靠近。

什么是进取心？就是主动去做应该

做的事情并不断把事情做的更好。在

工作与生活中，无论你的目标是什

么，都应该把这个目标不断向前推，

所以关键还在于你愿不愿意主动形成

这个推力，不断往上爬，如果你觉得

在现在的位置做的挺好的，那你注定

平庸。

好比在现处的岗位上，你是能满足岗

位需求还是能胜任岗位？人岗匹配是人事

部招聘的基本要求，而决定满足还是胜任

岗位取决于个人的态度——是否进取，这

二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别就在于是否愿意向

上爬，胜任岗位一定是在满足岗位需求的

基础上，通过不断进取来提升自己，过程

中必须以进阶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否则，

你就永远只是基层员工；必须抱着自己能

胜任更高职位的心态，时刻督促自己努力

得到它，否则，你永远也得不到。

任何企业在快速发展中，需要的一定

是有进取心的、能胜任岗位的人才，而对

于我们自身而言，时刻以进取的态度来驱

动自己，本能的与同事赛跑，与时间赛

跑，未来发展又何愁？不要怀疑自己有实

现目标的能力，如果你有足够的决心并付

之于坚韧的努力，你定无所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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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共同战斗

全体儒特人必须做到团结一致、思维趋同、

共同努力、继续奋斗，为每个人的将来、为

儒特的将来做好完美铺垫！

如果大家同床异梦、心怀不满，

那就什么事都做不成。要想让公司

发展壮大，只有让员工上下一心、

相互信赖，站在统一战线，共同战

斗，从而打造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强

大集体。这样的集体一旦形成，不

管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都势必能

做到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树立主人翁意识是企业统一战线

共同奋斗的必要条件，也是在应对

同行业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基础准

备。但实际情况这种意识很难形

成，工作效率低下，过于计较个人

得失，造成企业效率长期停滞不

前。只有树立“企兴我荣，企衰我

耻”的观念才会有强大的凝聚力，

发挥更大的力量。

主人翁意识还需要从点滴入手，拿

小事说起，逐渐形成行为习惯，最终

内化为一种意识。要使员工在某一方

面养成习惯，就要求我们必须遵循一

些基本的规范和规则，让所有员工的

心都一致：

让所有员工都清楚明了企业的经营

目标，甚至所有的经营数字，把所有

经营的目标，都用数字来凸显，例如

集团的周战报和月战报，一是尊重员

工，让员工知晓自己努力的方向；二

是让员工知晓目标数字，可以知晓企

业目前的处境，和同事、公司一起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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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不同部门的员工，一起完成企业内部的共同工作。这也是用心经营的体现，管理

者通过协助不同部门，共同完成企业内部的工作，创造员工互帮互助的环境，这样才能

让企业对外的竞争能力得以提升，企业的经营也会更加稳定巩固。

任何时间、任何环境，都团结一致。团结也是一种具象表现，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在

任何时间、任何情势下，都能平稳向前大步迈进！所有人都从自己的心性做起，彼此共

同分担企业的工作，才能为企业经营打好更为深厚的基础。

一群人，一条心，一件事，一定赢，各部门上下一心，拧成一股绳，奋勇拼搏，全面

进取，前路才会越走越宽，越走越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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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最靠谱的“捷径”是持续行动，真正的持续行动者知道自己要什么，不管外

界发生什么，都会为自己加持，保持前进的动力。

持续行动，并不是一件宏伟不可攀的事情，也不是等我们把所有要做的事情全都

准备好再开始，我们需要的就是从改变某个想法、做好当下每一件事情开始，未来我

们还需要更多的思考、行动、突破，日积月累，当认知升级、思维转变、持续行动

后，才能逐步加载更多事情，为接下来的冲刺实现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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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联系儒特集团·营销部

电话:021-69017353

邮箱: info@root-asia.com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武都路698号

儒特集团官网: http://www.rootasi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