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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编织速与我们的未来

凤凰庄告诉你
我们有专业的客服帮您解决售后问题哦~

方法1、联系客服：400-0920-068

方法2、在“凤凰庄”公众号回复留言，工作人员会尽快联系您~

感谢您的信赖与认可，在茫茫宝贝中，选择凤凰庄，

希望我们的面料能够最大程度的满足您的需要，我们真诚热情的服务可以给您带来更多好心情。

宝贝有问题？怎么办？



VIP客户营销部

20多年以来，凤凰庄一直坚持不断突破传统经营模式，从纺织面料贸易商转变为构建纺织面料交易平台，整合纺织全线供应链优秀力量，向

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我们不停地思考如何去服务广大用户朋友，同时为大家带去更多便利的渠道以及服务，现也正朝向人才培养、电子商

务、独立设计师平台、户外运动等等发展，期望每一位合作伙伴的共同协作，一起编织我们精彩的未来。

浙江凤凰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面料贸易、服装、电子商务、文化影视投资、商学院培训、技术研发于一体的多元化企业集团。公司

的前身是成立于 1993 年的凤凰庄布业，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一家综合性的现代化企业集团。目前集团旗下拥有凤凰庄、凤凰 

EFC 、天衣阁、哥歌等 4 大子品牌，年销售八千余万米，在纺织品贸易行业已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集团旗下浙江九天笨鸟纺织品股份有限

公司更于 2012 年成立凤凰 EFC 面料超市，改变了传统的面料营销模式，通过产业链的整合，实现强强合作，打造了一个与供应商、客户共

赢的平台。环保、时尚、竞争力的理念将为客户带来超脱产品之外的价值体验。这一新型商业模式已经得到了广大客户、政府和同行的广泛

认可与支持。

Zhejiang Phoenix Village Holding Group Co., Ltd . is a diversified enterprise group that incorporates fabric trading, garment. E-commerce, 

culture, film and TV investment, business school training and technological R & D into one body The company ‘s predecessor is Phoenix 

Village Fabric establish ed in 1993, which has emerged as a comprehensive modernized enterprise group after more than two decades’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group. with the ownership of such seven brands as Phoenix Village, Tianyige, Gege and Phoenix E FC and 

annual sales of over 80 million meters, has been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extile trading industry. Especially, Zhejiang Jiutian Benniao 

Textile Co., Ltd. a company owned by the group, established PHOENIX EFC FLAGSHIP STORE in 2012.which has changed traditional fabric 

marketing mode,realized the cooperation of stronger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chain and forged a win-win platform for suppliers 

and clients. The idea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ashion and competitiveness will bring value- added experience for clients. This new type 

of business mode has obtained universal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from vast clients, governments and counterparts.

Phoenix Village has been constantly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l since 20 years ago,changing our company from the textile 

fabric merchant to the trading platform for textile fabric,integrating the excellent strength of all supply chain of textile,and implementing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We kept thinking about how to service our customers better and offer more convenient channel,Now we can offer 

many services such as personnel training!e-commerce,independent designers platform,outdoor sports and so on.We expect each partner to 

work together and weave our brilliant future together.

浙江凤凰庄纺织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PHOENIX VILLAGE TEXTILE CO.,LTD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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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转机·新生
                                                                        ——董事长  何锡辉

从 2012 年凤凰庄开始转型至今，历经三年时间，我感受颇多：投资和产出的关系、市场和行业经济形势的变化、团队建设、

产品研发、质量控制和风险的管控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行业在不断地变化，创新的商业模式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行业竞争，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竞争中

独占鳌头，引领新的商业模式。

凤凰庄一直秉承着到2020年成为中国纺织贸易第一品牌的伟大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我们也在不断地思考、总结，

管理团队也相应制定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企业体制的改变

·私人企业向社会企业的转型

·个人企业向合伙制企业的转型

企业管理团队的改变

·增强管理团队的执行力

·高管实行轮值制

·未完成目标管理人员换岗或降职

企业运营体制的改变

·实行阿米巴模经营管理模式，企业内部实行独立核算

·立体薪酬制，激发员工潜能

产品品质的提升和创新能力的改变

·提高产品品质，根据客户类别，未达标产品坚决不出仓

·产品研发 + 引进 + 收购一体，与供应商、客户共同定位

客户管理机制的改变

·实行公平、公开竞标制及项目管理机制

·中小服装客户的开拓

伴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凤凰庄不断推陈出新，2015 年 11 月 11 日将正式启动凤凰 EFC 面料超市 ODM 馆，它是凤凰

EFC 面料超市的再一次品牌升级，集服装设计、面料研发，面料及服装批零与定制于一体的综合型体验馆，相信在推出之时

必将为客户带来新一轮的视觉震撼及体验。

凤凰庄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整合各项资源，不断改革创新，力求创造更多对社会有价值的商业体验模式。凤凰庄已踏

上新的征程，我们坚信在凤凰庄人的不断努力下必将创造一个新的行业奇迹。

浙江“藏在抽屉里”的政府数据免
费开放

浙江省有哪些重点建设项目正在开工，有哪些

医保定点的医院、药店，全省有多少幼儿园、中小学，

每个学校有多少在校学生、教师？这些原本藏在政

府机关抽屉里的数据，都将通过互联网开放，供广

大公众和创客群体访问下载。

9 月 23 日，浙江政务服务网“数据开放”专题

网站正式上线。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是浙江省级单位首次面向社会公众集中、免费开

放政府数据资源，也是国家《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

纲要》发布后，全国各省份中第一个推出的政府数

据统一开放平台。

据了解，此次开放的数据资源包括 68 个省级

单位提供的 350 项数据类目，涵盖工商、税务、司法、

交通、医疗、教育等多个民生领域。如浙江全省学

校的基本信息、市场登记信息、网吧及游艺娱乐场

所等相关政府数据资源，用户都可通过该网站打包

下载，或利用接口进行二次开发。

同时，依托法人、空间地理基础数据库和信用

浙江、电子证照库等成果，网站推出 8 个专题数据

应用板块。如在“电子证照”专题，用户可查询到

浙江全省政府机关面向个人、法人单位核发的 102

种证照信息，包括教师证、导游证、工商营业执照、

税务登记证等信息；在“信用信息”专题，能查询

全省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

等不同信用主体的信用信息。

史上最严大气法出炉环保技术迎来
机遇

最新修订、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大气污染防治

法》将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此次修订的大气法有四大亮点：

一是提出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目标，加强对

地方 政府的监督，首次明确国务院环保主管部门可

以对省级政府进行考核。

二是加强末端治理、源头治理，从产业政策制

定、能源结构调整、燃煤质量提高、机动车污染治

理等方面体现源头治理。

三是增加了对重点区域和燃煤、工业、机动车、

扬尘等重点领域开展多污染物协同治理和区域联防

联控的专门规定。

四是加大了处罚力度。在新大气法的129条条

文中，光法律责任条款就有30条，规定了大量、具

体、有针对性的措施，并有相应的处罚责任，操作

性和针对性强。

此外，新大气法首次将VOCs纳入监管范围，

为VOCs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今年10月1日，

VOCs排污收费试点将启动，试点行业包括石油化

工行业和包装印刷行业。栾志强透露，下一步

VOCs治理将以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园区为

抓手，加大治理力度。

编辑：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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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检总局：服饰质量国抽合格率达
94.4%

国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公布了 2015 年第三季度

服饰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合格率 94.4%，共有

9 批次产品不符合标准的规定，不合格项目主要涉

及纤维含量、pH 值、耐水色牢度、耐酸汗色牢度、

耐碱汗牢度和横向延伸值等项目。

纺织服装行业 多项国标发布

日前，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公告，批

准发布了《机织儿童服装》、《服装测量方法》和《纺

织品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烯干洗色牢度》等 354 项

国家标准。

业界人士告诉记者，其中，《纺织品色牢度试

验耐四氯乙烯干洗色牢度》标准名称明确修改为“四

氯乙烯”干洗后，更加贴近市场中实际运用的干洗

溶剂，使得与商业干洗所得结果有良好的关联性。

同时修改了试验原理，增加“试样与贴衬织物贴合

后进行试验”，并将评定溶剂沾色改为贴衬沾色。

据了解，GB/T5711-2015《纺织品色牢度试验

耐四氯乙烯干洗色牢度》将于 2016 年 4 月 1 日实施。

该标准修订时采用了国际标准 ISO 105-D01：2010《纺

织品色牢度试验 D01 部分：耐干洗牢度试验》，将

替代 GB/T5711-1997《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干洗色

牢度》。

经济放缓未改变中国消费者乐观态
度

《华尔街日报》网站 10 月 27 日报道称，麦肯

公司最近对约 1200 名中国人进行的调查显示，虽

然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感到担忧，但大部分中

国消费者对经济状况及未来走势感到乐观。三季度

中国经济同创下 2009 年以来最慢增速，零售业增

长也有所放缓，但中国的劳动者相对年轻，没有经

历过严重的经济衰退，薪资仍在不断增长，仍坚持

着成为中产阶层的梦想。尽管逾半数受访者在股市

投资中遭受严重亏损，仍有 71% 人员预计今年薪资

将增长，84% 表示将增加支出。报告称，中国消费

者将会更加谨慎明智地在娱乐、就餐及旅游等方面

增加支出，同时减少对奢侈品、家用电器及耐用品

的支出。同时，中国私人消费加速从实体店转向网

购。

聚焦五中全会：创新升至五大发展
理念之首

以研究“十三五”规划建议为重要议题的中共

十八届五中全会 29 日在北京闭幕。从全会公报可

以看出，中国对创新的重视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十三五”时期是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的决胜阶段，也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要取得决定性

成果的关键时期。公报将“创新”置于实现“十三五”

需要树立并贯彻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并明确要求

“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

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

今年前三季度浙江纺织业利润同比
增长10.4%

今年前三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中，纺织业

利润总额 200.4 亿元，同比增长 10.4%，增幅比规上

工业高 5.5 个百分点。纺织业对工业利润增长的贡

献率为 15.8%，在 38 个行业大类中位居第四。八个

子行业中，除毛纺织利润下降 7.3%外，其余 7个行

业利润均实现增长。其中，棉纺织利润总额 108.4

亿元，增长 13.8%，拉动纺织业利润增长 7.3 个百

分点。

尽管前三季度纺织业利润增长较快，但制约因

素仍需关注。一是出口持续下降。自去年 11 月份

以来，纺织业各月出口交货值均呈下降态势，今年

9月份降幅达13.9%。二是收入低位增长。前三季度，

纺织业主营业务收入仅增长 0.1%，增幅比去年同期

回落 3.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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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2 日是凤凰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SEFC 成立 2 周年的日子，两年以来，SEFC 公众平台不停地进步与完善，从成立之

初的几百人到如今的上万人，我们希望能为每一位用户带去完善的信息体验与服务，也将此作为奋斗的目标。

7 月中旬，浙江凤凰庄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何锡辉先生一行到访青岛红领集团，双方董事长就未来的战略合作达成了一

致意见，并期望能够搭建一条良性的供应链，让高级定制变得更加平民化，大众化，同时期望为人类着装文明与环保竖起坚

强的后盾。

8月 15 日——8月 16 日，凤凰庄举行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实战网络营销”课程。参加此次培训课程的近 50 名学员分别来

自公司电子商务团队以及各个销售岗位人员，旨在通过这两天的训练，使大家懂得互联网营销的思维并能实际运用到工作当

中的每一个环节。此次培训课程包含互联网营销思维及模式、网站搭建诊断与转换、微信运营体系、内容营销与推广等等全

方面的内容，学员们在两天的培训当中受益匪浅。

7月

8月

01. 培训现场
02/03/04. 老师现场指导

编辑：周金金

8 月 10 日——8 月 21 日，2015 年凤凰庄希望事业丝绸之路行圆满开展。此次丝绸之路围绕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区域展开，从乌鲁木齐开始，前往吐鲁番、布尔津、喀纳斯、敦煌、嘉峪关、西安等地，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型人文历

史体验活动。这是一条关于希望与梦想的爱心筑就之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路上，丝路行的全体成员在感悟中

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同时、在赞美古代劳动人民无穷智慧的同时、在慨叹大自然神奇造物的同时，也在获得对生命的领悟

与梦想的希望。

01. 丝路行之鸣沙山
02. 丝路行之嘉峪关
03. 丝路行之华清池

团队获奖感言：

感谢两天以来一直支持我们的用户朋友们，是你们

的支持帮助才有了我们的坚持，才有了今天最后的荣誉。

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团队中的每一位家人都将一如既往

地为大家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7.28——8.29 日，SEFC 公众平台“我心目中最优秀的事业部”评选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旨在让每一位用户朋友进

一步认识到凤凰庄优秀的产品事业部，全面了解凤凰庄所有产品从织造染色到销售终端的整条配合供应链以及了解整个凤凰

庄从后勤产品事业部门到前线销售的朝气风貌。最终，事业二部团队获得了此次评选活动的第一名。

 事业二部：

自 2007 年创立品牌“天衣阁”以来，事业二部（天衣阁事业部）一直围绕服装面料行业低碳、环保的理念，并且形成自

己独特的时尚创新宗旨。以经营涤纶、 复合丝、 TR 类及各种后工艺产品为主，适合各类时尚风衣 、裙子、套装、时尚女裤等，

为凤凰庄开启时尚之门奠定了坚实基础！

团队中每一个家人都充满敬业精神，以竭诚及创新的服务意识，励志将天衣阁打造成服装面料行业的首选优质供应商，

我们以速度创新、战斗力强、效率高为优势，为服装行业增添更美的一页！

01. 事业二部团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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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丰盛的美餐
02. 公司所有家人共聚盛宴
03. 为寿星送上生日祝福
03. 生日蛋糕——凝聚着美好的祝愿01.9 排训练现场

02.4 排训练现场
03.5 排训练现场

为了顺利推进阿米巴管理模式在公司落地，全面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和提高员工职业素养，自 9 月 1 日起，凤凰庄开始成

立早操训练营，将原有公司早会模式改为军训，设营长一名，负责全营的训练工作。成立 27 个班，12 人为一个班，

每班设一名班长，负责各班日常训练、队列管理和考勤，从 7：40——8：10 分每天进行半小时的训练，训练内容包含队

列基本动作、行进基本动作训练，

军歌（凤凰庄文化改编）演练。

01. 培训现场
02. 小组讨论中
03. 培训作业评比倒数第一接受惩罚
04. 作业完成第一名授奖

9 月 12 日——9 月 15 日，凤凰庄开展了为期四天的企业规范化管理的课程，邀请知名讲师前往凤凰庄总部进行授课。每

一天的培训之后，学员们都会进行课后讨论，将今天所学进行总结并结合自身工作实质展开研究。此次培训有来自公司各岗

位共计 200 余人参加，全程分为 9 个大组，9 月 15 日晚进行了培训课程的汇报演讲以及作业成果展示。此次课程的培训，使

得公司里每位员工了解到了企业规范化管理的意义并积极投身于规范化建设的过程当中。

大赛作品初赛现场

9 月 28 日，“凤凰庄杯”2015 宁波国际时装设计大奖赛初赛在浙江凤凰庄纺织品有限公司圆满举行。此次初赛有来自英国、

韩国、意大利、台湾以及国内各大知名院校共计 17 所学校，96 组作品，333 套服装参赛，相较于去年 14 所学校，60 组作品，

258 套服装的参赛状况有大幅度提升。大赛一共选取了 21 组优秀作品入围决赛。

继凤凰庄参加 2014 年阿里巴巴 12.19 春夏订货会和 2015 年 3.23 夏秋订货会之后，凤凰庄应邀参加 9.11 即阿里巴巴 9月 11

日 2015 冬春服装服饰订货会，

获得了在场客商朋友的一致好评。  

9月

9 月 7 日，凤凰庄九月员工生日会在绍兴柯桥总部举行。全体家人一起唱歌，

一起用餐，一起欢笑，一起分享，一起为 9月的生日寿星祝福，其乐融融的画面，让大家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01. 丰盛的美餐
02. 公司所有家人共聚盛宴
03. 为寿星送上生日祝福
04. 生日蛋糕——凝聚着美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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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动员
02. 汇演
03. 汇演

01.vip 营销团队
02. 成立现场
03. 全体 vip 营销部团队合影
04. 董事长向 vip 营销部总经理颁发聘书 

01. 接待客户
02. 我司展位客流如织

01. 辅仁大学师生与董事长合影留念
02. 辅仁大学赠与的感谢牌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2015 年 6 月 5 日、2015 年 6 月 30 日批复和通报，浙江凤凰庄纺织品

有限公司“凤凰庄”商标被认定为 2015 中国驰名商标。

9月 18 日，凤凰庄开始了第一次军训汇演，此次汇演由各班班长、连长集体进行评分，汇演项目包含军训各项基本要领动作。

汇演由各班班长带队进行。分别评分考核带队出列、立正、向右看齐、报数、跨立与立正、蹲下与起立、归队等基本项目。

2015 年 10 月 6 日，凤凰庄旗下浙江九天笨鸟纺织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VIP 客户营销部。由项目经理人专人专项运营，以

客户需求为导向，建立从流行资讯出发，到企划定位、样衣设计、面料选购、系列开发一整套完备的服务。VIP 客户服务团

队皆是由公司精英骨干组成，项目经理均在司任职 10 年以上且担任各大分公司总经理职位，具有优秀的业务经验及沟通能力。

此外，VIP 客户服务团队还囊括了流行资讯、服装设计、面料开发、检测检验、接单跟单、品质处理等等多个专业性岗位能手，

具有 10 余年丰富的岗位经验及专业能力，全力为每一位客户提高最优质的服务。

10月

10 月 12 日，台湾辅仁大学两位教授带领辅仁大学硕士班服装设计、服装陈列、营销管理等师生一行前往凤凰庄参观并赠

与感谢状，感谢凤凰庄对辅仁大学长期以来的支持以及对学生成长成才道路上的帮助。在此之前，凤凰庄已和台湾辅仁大学

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每年假期都会有来自该校纺织、服装专业的学生前来实习，并由工作20余年专业的设计总监、开发总监、

生产总监、营销总监等带队指导完成一定的实习作业。

10 月 13 日—10 月 15 日，2015 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秋冬）博览会于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盛大开展。上千款最新国内

外各品类现货面料，时尚样衣款式，最落地的流行趋势，最新颖的网上展示，线上线下的全面结合，独一无二的特别体验。

三天的时间里，凤凰庄 7.1H——F101 展场客流量上千余人次，咨询成交量高达 100%，得到了广大新老顾客朋友的一致好评。

10 月 18 日，9/10 月的生日寿星们相聚在一起，趁着秋日的暖阳，登山而行！度过了一个别样的快乐生日会。

01. 参加 10月份生日的全体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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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10 月 25 日，第 19 届宁波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开展，继上海展会之后，凤凰庄又奔赴宁波，

会场现场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目光。

历时四个月的筹备工作，2015 年 10 月 24 日，第二届“凤凰庄杯”2015 宁波（国际）时装设计大奖赛正式落下帷幕。来

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 Rebecca 和 Rachael Shephard 分获金奖和铜奖，来自台北实践大学的吴盈锋获得银奖。大奖赛的成功举

办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从去年初赛的 300 组到今年初赛的 400 组，从去年决赛的 24 组到今年决赛的 21 组，“凤凰庄杯”

宁波（国际）时装设计大奖赛达到了一个量的提升，质的进取。同时为将国内外新锐设计师引进宁波，推动整个宁波时尚服

装产业的向前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5 月 10.20-10.24 日，凤凰庄 2016/17 A/W 流行趋势讲座相继在各大超市召开，得到了广大客户朋友的关注，大家纷纷前往

就近超市参与，和凤凰庄一起探讨 2016/17 A/W流行趋势的奥秘。
宁波EFC成长记

编辑/张鹏

访谈对象：宁波EFC面料流行时尚中心  牛吉艳

编者按：宁波EFC面料流行时尚中心（以下简称宁波面料超市），从2014年10月份诞生起，就蕴

含着与其他面料超市独特的基因与气质。集中全公司的力量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装修和布置工作，唯一

一家设立生活体验馆，集生活艺术与美学艺术于一身，让顾客选购面料的同时尽享生活的美好。如今

一年过去了，宁波面料超市都有哪些变化，小伙伴们都取得了哪些成绩，让我们从宁波超市经理牛吉

艳的采访中去发现答案。

01. 流行趋势馆

记者：宁波超市从开业到现在有一年时间了，

我记得为了准备开业公司上下通力合作，用了最短

的时间完成了准备工作，这是如何做到的？

        牛吉艳：记得没错的话，我们是2014年9月初才

进入和丰创意广场正式开始装修，前一个月分为两

步走，由廖紫燕带队现场盯硬件装修，由我和廖凤

带宁波小伙伴撒网式的拜访客户，还准备着超市软

装采办物资，在那一个多月里我们每天早出晚归，

每个人都非常有干劲，就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去添

砖加瓦一般。还记得那时候的宁波，我们还没有车

全是公交出行，每天下午4点准时刮风暴雨，我们

没有被风雨所阻，反倒是非常开心的分享着：“那

时候我在哪里？你那里公交站台淹了吗？客人今天

送我到地铁路口了，客人答应要来参加开业活动

⋯⋯”就这样奋斗着，最后，进入开业倒计时，我

们现场的装修进度出现很大问题几乎所有人无法想

象我们可以成功开业，上到何总一层层的指令，各

个部门间的帮助支持，最让人感动的是21号-23号期

间好几个夜晚，总公司（柯桥）协调出来五十余人

晚上赶到宁波帮忙搬运货物，家具等，奋战到凌晨

3点，为了节省开支，还安排了部分人连夜赶回柯

桥，不耽误第二天工作。我当时就坚信，有全公司

上上下下团结一心，我们肯定可以在10月24号那天

展翅飞翔，圆满开业。果不其然，我们开业当天得

到了各界人士的肯定。 

01. 广州面料超市讲座现场
02. 宁波面料超市讲座现场

01. 银奖作品 
02. 金奖作品
03. 铜奖作品
04. 获奖者
05. 走秀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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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休闲区

记者：新团队的业绩从差到好，需要时间也需

要团队成员努力的付出，我们是如何得到客户的认

可的？期间都付出了哪些努力？

牛吉艳：一个销售员最注重的就是业绩，可是

业绩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和能力成正比的增长，这

期间销售额从0到500万，也正是每个人的能力提

升，每位客人对我们公司的认可才会有的结果。当

然这个销售额对于宁波而言还是亏本的，可是我相

信有每位员工这一年的辛勤付出打下基础，每位客

户越来越稳定配合，在两年之内宁波肯定会有真正

养活自己那一天。

想要得到客户的认可，只有真心实意去服务，

没有其他的捷径可取。例如我们和雅戈尔控股集

团旗下年轻品牌GY的合作，最开始我们是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去引荐自己的产品，设计师对我们的产

品创新也很看好，慢慢的经过一个季节下来有了第

一张订单，都说万事开头难，确实如此，我们的订

单交得并不顺利，出现严重的品质问题，当时我们

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无论如何，为客户解决问题，

尽可能的减少损失。为了保证客人顺利裁剪入仓上

柜，我们公司总经理李岚，生产总监叶剑军都来了

宁波几次，去客户那里挑货，协商品质问题解决方

案。最后多次的沟通后才结束这张单子，这期间对

方公司也能够看到我们的诚意，是真心实意的去解

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订单而交单，他们也非常支持

我们。再后来货款也是按时足额的支付给我们，就

这样一份份的真诚打动了更多的客户，双方都是谋

求长远的合作伙伴关系。

02. 艺术馆

记者：宁波面料超市的优势在于生活体验馆，

一年来的运营中，它带给客户有哪些非凡的体验？

牛吉艳：宁波面料超市，确实不同于以往开设

的几家面料超市，它就像是一个符合所有人期望的

创新体。有一个充满创意设计休闲的生活馆，让来

到这里的客人有一种享受的感觉，不仅是视觉而且

对纺织面料行业有了新的认识，不用每天去各大面

料市场去逐家筛选，非常辛苦劳累；在这里欣赏着

故宫文化后现代瓷器，品着咖啡，就可以挑选到合

适的面料，非常惬意自在。另外这里还有宁波最好

的三江口江景也是工作之余的好去处，眺望一下远

方，何尝不是一种工作之外的享受。

记者：我们知道一个新市场的开拓，需要强大

的团队，宁波团队在组建过程中都遇到了哪些困

难？是如何克服的？

牛吉艳：起初来宁波之前，我知道开拓新市场

很难，我做好了准备才接受了这次挑战，可是确实

没有想到会如此困难。在这里一切都是陌生状态，

所有的小伙伴都是8月接受公司集训第一次分配到

销售岗位，所有的事情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事物，

加上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远离家乡在这里

奋斗，需要全身心培养呵护，再加上宁波的特殊

性，所以各项费用开支会比较大，销售业绩也是从

零开始，所以账面业绩出来的数字让我很是难过。

要说这一年来遇到最大的困难，那应该是2015

年4月的人事变动，搭档还有几个员工陆续离职，

让我尝到了挫败感，公司也是非常关注支持，但是

确实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来和我一起搭档，还记得

何总当时问了一句：“小牛，公司需要你坚持，你

一个人支撑有没有困难？”我也非常坚定的回复了

他：“可以，放心吧。”后来我也给小伙伴们打了

一针强心剂，以后的路需要我们一起走，我需要你

们更多的支持与帮助，才能够把宁波做好，希望大

家能够互相扶持走完这一年乃至更多，中间也有过

不少波折及动摇，但是就是那份情，那帮人，那些

付出，那些鼓励，同时公司给予的支持，才让我们

走过这一年的风风雨雨。每个人都在这一年中成

长，收获。

INTERVIEW INTERVIEW

·
访
谈
·

·
访
谈
·

PHOENIX

OF

VOICE

PHOENIX

OF

VOICE

017016



01. 宁波面料超市竹纤维馆
02. 咖啡馆
03. 宁波团队照

记者：在客户的眼中如何看待宁波超市？

牛吉艳：对我们面料超市了解的客人，他们认

可面料超市是未来极具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全球招

商整合资源，“天天有新料，日日有新款”我们的

创新一直是深受喜爱。配套设施齐全，检验检测都

非常专业。

记者：未来宁波面料超市的发展规划

牛吉艳：宁波EFC经过一年的发展奠定基础，

所建客户档案350家，宁波所在区域品牌皆有合

作。

在未来2年内，销售额突破1000万。未来5年内，

真正盈利达500万。

在未来2年内，培养3-4个销售精英，2个销售主

管；成熟业务员8人。

在未来2年内，真正与宁波本地大型企业达成

战略合作伙伴，提升占比率。

在后期的产品开发中，加大男装和童装的产品比

例。

宁波EFC客户gxg访谈录

编辑/余小兰

访谈对象：设计师  状状

编者按：凤凰EFC面料超市自2012年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3个春夏秋冬，它带给行业

的惊喜与改变在持续上演。宁波EFC第一家设立生活体验馆，颠覆了传统的营销模式，在此

成立一周年之际，本刊有幸采访了客户gxg的设计师状状，从客户的角度见证着一年来的成

长足迹。

记者：记者：宁波EFC成立有一年时间了，这

一年来很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合作这么长时间以

来，您觉得我们还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够好，需要提

升，还请您多提高贵意见及建议。

状状：从接触的这么长时间来看，我觉得服务

非常好，每次来公司会觉得像是去一个老地方，我

和大家也都熟识，每次大家过来都很热情，服务也

很周到。

记者：我们宁波超市是第一家设立生活体验

馆，您对这个模式怎么看待？

状状：这个模式是很好的，其实我们常常在市

场去调研去找样，时间长了都会累，相比累了连休

息的地方都没有，而生活馆的环境很好，很是惬

意，我们会觉得很是放松，可以缓解疲劳，生活馆

里边的很多的物品也是很有特色很有韵味的，所以

实际上我们很喜欢来这里，这种附加服务是别家没

能提供给我们的，我相信不只是我们gxg的设计

师，其他的设计师也一样是有这样的感觉的，总之

这个模式我们很喜欢很不错。

当然，我觉得来我们生活馆的大都是同行业的设计

师或者需要这些面料的人，目前生活馆的东西多为

非服装类的艺术品，所以我还是建议可以多一些关

于服装方面的艺术品，比如有创意，有特色的面辅

料或者最新潮流的面料新工艺呀这一类的艺术，我

们可能会觉得更加的好。

记者：和别的供应商比起来您觉得我们最大的

优势在哪里？

状状：产品类型很丰富，产品多变。

EFC的模式有创意，把面料用做成服装成品来

展示，让面料感觉更直观，能在我的脑海里呈现出

一个这个面料所做出成品的一个更加直观的效果，

也让我一下子能想到这块面料做什么类型是我想要

的。

记者：从刚成立之时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一

路走来我们不断的在提升和完善自己，在您看来我

们有哪些地方提升了？

状状：我觉得大家都很开朗，工作很认真，所

以会喜欢来这个地方，是老地方的，所以也希望大

家会越来越好，EFC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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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A/W流行趋势—多元碰撞

现代艺术与时尚界相互交融，菲列兹艺术博览会和巴塞尔艺术

展也正成为时尚和艺术的重要里程碑。互补主题运用多元化的青春

元素，将艺术文化与趣味感、街头感相融合，配以活力四射的色

彩，为寒冷萧瑟的冬季注入一股蓬勃生机，这与年轻女性的魅力相

得益彰，通过热情激荡的设计唤醒了感官，带来愉悦的视觉体验。

Modern art and fashion blend mutually, Feilie Zi Art Fair and Basel Art Fair 

are also becoming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fashion and art. Complement 

subject uses a wide range of youth elements, combined with art and culture, 

sense of fun and street sense, with vibrant colors, adding a a vigorous vitality for 

the cold bleak winter, which complement with the charm of young woman. By 

warm stirring design awaken senses and bring pleasant visual experience.

主题介绍

Theme introduction

编辑：凤凰庄流行资讯中心

记者：去年我们刚开始在做男装产品开发这

块，也想听听您对我们的宝贵的建议？

状状：

1） 可以开发特殊的面料，不容易被模仿，

独一无二的，价格实惠一点。

2） 多一点男装的产品，多一点男装的颜

色，多一些新面料的研发。

3） 感觉大部分的面料都是女装的，对于男

装的颜色和男装的面料很少，基本上都是较为常规

的面料，希望开发一些新型的面料和特殊材质特殊

质地的。

4） 针织面料：不同肌理；小提花类型。棉

和棉锦裤料：不同肌理；提花类型西装面料：小提

花类型衬衫布：印花 ；色织格子；小提花类型；夹

克面料：挺阔感强一点的化纤；提花面料；

记者：您对我们的服装设计团队设计的样衣如

何评价？

状状：女装：是个很了不起的团队，对于女装

的把握很好，流行趋势的把握也很好。

男装：男装设计这一块的话也是刚起步，所以

可能相对女装设计稍有逊色，我建议可以增强对面

料的多样性的利用和尝试，都是了不起的团队，所

以我相信大家需要的只是时间，一定会越来越好。

记者：现在纺织服装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

凤凰庄率先推出的面料超市模式，您如何看待？

状状：这是一个新模式，这个思维很好，一块

面料是没有感觉的，经过设计师的手他就变得有了

灵魂，直白的讲能够很主观的看出这块面料的成型

效果，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给我们设计师带来

了很多的便利和灵感，同时也希望以后产品会更全

面，款式更加多样，大家都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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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A/W流行趋势—极简新译

在时代快速发展的当下，准则决定了我们的工作和

生活品质。我们爱自由、散漫的生活，但不会忘记尺

规。几何的线条与框架折射出的创意让人愈发沉迷。男

装的切割方式和理念大量使用，柔软的羊毛呢大衣双色

的几何拼接反带出别样的都会生活，扩型的设计无不体

现出设计的巧思。户外运动元素也开始流窜于都会的生

活中，设计开始标新立异，充满趣味感。

主题介绍

In the current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the criteria 

determine the quality of our work and life. We love free, 

undisciplined life, but we cannot forget the rule, Geometric lines 

and frame reflect the increasingly addicted creation. The 

extensive use of men’s cutting mode and the concept, soft wool 

coat. double color geometric joint, reflect a different kind of urban 

life. Expanding design all reflect the ingenuity of design. Outdoor 

sports have begun to add into the city elements of life, and the 

design begin to unconventional, full of fun.

Theme introduction

19-1338TPX 17-1340TPX 18-3935TPX 18-1018TPX 12-2102TPX 12-0605TPX 19-3926TPX

11-1001TPX 17-3911TPX 19-0000TPX

2016/2017 A/W流行趋势—美好年代

17-4021TPX 13-3406TPX 15-6307TPX 17-0220TPX 19-3910TPX

15-1234TPX14-0636TPX 15-1423TPX 17-1128TPX 18-1404TPX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逐渐怀念 60 , 70 年代战

后复苏，女权思想解放，自由享乐追求创兴的美好时代，

开始追求曾经的经典。通过运用各种复古摩登的元素和色

彩的巧妙结合，崇尚现代女性冲破浮躁，束缚的现实世

界。回到之前的经典与美好的自由年代，让梦幻摩登的浪

漫氛围无限的围绕在自己身边。使人充满无限的联想。

主题介绍

With the accelerated pace of life, people begin to cherish the memory of the 1960s and 

1970s when people were free to pursue creation because of the post-war recovery and 

feminist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and begin to pursue the classic. By the use of a variety of 

retro and modern elements combining with colors, people advocate breaking the impetuous 

and restrained world, returning to the free era of Classic and beauty, let fantasy, modern and 

romantic atmosphere surround their sides, as well as make people full of infinite 

associations.

Theme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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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

句 出自《周易 - 系辞》的古语，深刻阐释

了改革之含义。当事物发展到极点的时候，

便想到要加以变化，以求通达。凤凰庄自

2001 年成立公司以来，运用传统的管理模

式已经使企业运转了14个年头。前 14年，

凤凰庄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轻纺城

里 2 万多家商户的领头羊，期间也经历了

二次创业的艰辛。2008 年金融海啸袭来，

国家推出 4 万亿振兴计划，纺织服装行业

搭乘顺风车度过危机快速发展。可是当时

间的车轮运转到 2015 年时，产能严重过

剩的问题大面积暴露，内需乏力，欧美经

济还未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淖，外需疲软，

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全面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了不得不面对的现

实。

凤凰庄自 2012 年率先推出面料超市

这一全新的经营模式，得到业界的广泛赞

誉，品牌知名度进一步提升。可是当凤凰

庄人回过头向内看之时，企业内部管理的

问题已经不得不去面对，不得不去解决。

组织机构臃肿、人员效能低下、工作效率

不高、资源浪费严重、经营成本高企、库

存压力与日俱增。面对这些管理难题，传

统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解决。改变管理模

式，寻求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成为了唯一的

出路。阿米巴经营管理模式成为了我们改

革的唯一选择。

什么是阿米巴？阿米巴就是将企业内

的部门独立核算管理，将企业划分为“小

集体”，自行制订计划，独立核算，持续

自主成长，让每一位员工成为主角，“全

员参与经营”，打造激情四射的集体，依

靠全体智慧和努力完成企业经营目标。它

是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开创的一种经营

管理模式，稻盛和夫一生用这种模式做出

了三个世界五百强。

凤凰庄的改革之路——全力推进阿米巴模式 文/张鹏

实现阿米巴经营需要两个前提条件：

首先，要想成功推行阿米巴经营模式，就

需要对经营者的个人魅力和个人素养有很

高的要求。稻盛和夫推崇的“敬天爱人”

强调要从员工的利益出发，不能把员工当

成赚钱的工具，要做到利他和利众。企业

的最终目标是要为人类和社会进步与发展

做出贡献。

其次，阿米巴经营要求将权力下放，

经营者能不能信任员工，开放分享公司内

部重要信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如果

经营者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量化分权，

那阿米巴单位也无法做到自主经营，员工

也不会有“经营者”的意识，阿米巴经营

就无法推行。

为了成功推行阿米巴经营管理模式，

我司分为以下几个步骤来具体实施：

第一步，以 3S 现场管理为切入点，

全面整顿。

通过整理、整顿、清扫，对仓储区、

办公区、生活区、检验车间、门店、面料

超市等等各个区域进行整顿，并编写 3s

管理手册，通过扣分机制来约束各部门严

格按照 3s 管理手册的要求操作。

第二步，实行全员军事训练，为早会

标准化打基础。

从 9 月 7 日开始实施早操军事训练以

来，员工的精神面貌提升较快，逐步养成

了服从命令听指挥，令行禁止的良好风尚。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会是一天工作的开始，

对全天工作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所以如

何使早会科学规范，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步，全面梳理企业组织机构和岗

位结构图，理清企业权力指挥系统。

各部门根据现在的实际情况，画出本

部门的组织机构及岗位结构图，然后进行

多次头脑风暴，不断优化设置，达到清晰

管理、效率高效的目的。

第四步，编写各岗位职责的规则与程

序图。

规则就如同高速公路，确保员工能正

确高效的做好工作，程序图使员工很清晰

得知道操作步骤，降低工作失误。

第五步，实行立体化薪酬考核体系。

通过实行日、月、季、年考核体系将

职责逐一落实，并最终提升员工工作效率，

达到提高收入的目的。

第六步，实行分之合经营与管理会计。

目前我们已经通过生产事业部和产品

运营事业部来进行试点分之合运营，分别

下属若干个合来进行独立的经营与考核，

然后再逐步向其他部门推广。

改革，就是一次革命，需要壮士断腕

的决心和勇气。无论当下的中国还是凤凰

庄，都面临着深刻变革的艰巨使命，只有

解放思想、积极面对、迎难而上、众志成

城才能取得这场革命的胜利。下一个14年，

凤凰庄方能执纺织服装业之牛耳。

2016/2017 A/W流行趋势—空间维度 2016/2017 A/W流行趋势—原始美学

高速发展的城市直接从前现代形态发展为后现代形态，虚拟现

实开始冲击主流文化，人们开始热衷于对虚拟事物的体验。自由想

象去设计创造出任何数量的未来场景，这引发了一种突变的巴洛克

风格及奢华的氛围。全息和棱镜材料具象化了这个主题幻想的前卫

感。通过历史到未来的跨越，探索其中的奥秘，创建新的环境，截

然相反的两种时空交相辉映。遥远的过去与宇宙多维空间的未来不

断碰撞，呼应出跨时代的交融。

The city of rapid development grows into the post-modern form directly 

from the front-modern form, and virtual reality begins to impact the 

mainstream culture, so that people are keen to experience of the virtual things, 

Imagine and design any number of future scenarios, which leads to a mutant 

baroque and luxurious ambience. Holographic and prism material make the 

avant-garde of this theme concrete. Through the leap from historic into the 

future, by exploring the mystery, create a new environment, and two diametri-

cally opposite time and spaces reflect each other. The distant past and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e multidimensional space constantly collide, echoing a 

blend of cross-age.

主题介绍

Theme introduction

人们在本季秋冬比以往更在乎内在的精神追求，人们开始自

省，注重环保，思考给大自然带来的危害。本主脱带领我们回归质

朴感，重新连接起人类原始的洞察力，开发自然而直觉的力量，这

种理解和感知的形式吸引着本能的感觉。理想化的北方大地，保持

着游牧民族原始、自然和野性的状态，在那里休闲装经典重新联系

起起源。回到凯尔特人的年代，民族风格图案激发大胆几何印花，

带来手工创作灵感。

People care more about the inner spiritual pursuit than ever in the autumn 

and winter season. People begin introspection, and focu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well as think about the harm to nature. This subject leads us to 

back to the theme of simple sense, reconnecting the original human insight, 

developing the natural and intuitive power. This form of understanding and 

perception attracts the feeling of Instinct. Idealized northern land, maintains the 

primitive, natural and wild state of the nomadic people, where casual clothing 

contacts with the origin again. Back to the Celtic era, ethnic style pattern 

inspires bold geometric print, and brings manually creation inspiration.

主题介绍

Theme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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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71168X

物品名称：锦棉锦四面弹 

适用款型：衬衣、裤子

成分及比例：N/C/SP 65/23/12

克重：230g/m2

门幅：全门幅 150cm

产品特性：1. 该产品为锦棉锦四面弹，手感肉实而

不失挺括，具有水洗绉的时尚休闲风格。

2. 该产品适应面广，是男女上衣、风衣、裤子的首

选面料。

新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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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纤维是以煤，石油，天然气等高

分子化合物为原料，经过化学合成与机械

加工而制得的纤维。合成纤维的种类也就

是俗称的“六大纶”即涤纶、锦纶、腈纶、

维纶、丙纶、氨纶，下面主要介绍服装上

常用的涤纶，锦纶，腈纶纤维。

一、涤纶

涤纶是合成纤维中的一个重要品种，

俗称“的确良”, 由于其工艺简单，价格

相对便宜，且具有结实耐用，弹性好，不

易变形，耐腐蚀，绝缘，挺阔，易洗快干

等特点，深受市场欢迎。在普通涤纶的基

础上进行物理或化学改性处理后赋予纤维

某种特性和功能的纤维为差别化涤纶纤

维，我们公司应用较多的典型为 T400 和

CEY 纤维。

1.T400 纤维 

概念：T400 纤维，是由两种不同的

聚合物复合而成的双组份纤维，在染色和

整理过程中，纤维受热产生一种平滑的螺

旋状卷曲，赋予了纤维优于普通化纤加弹

丝的拉伸性和回弹性。

特性：（1）抗皱性

T400 由两种纤维复合而成，由于收

缩率的不同赋予了纤维持久的弹性，使面

料的弹性经久不衰，提升了织物的抗皱性

能。

（2）优异的弹性

纤维有如羊毛般的卷缩机制，集高柔

软性，膨松性及优异的弹性于一体，还可

与天然纤维，减量的超细纤维或自发伸长

丝等复合，形成异收缩弹性效果。

（3）吸湿快干性

纤维具有良好的吸湿快干性，手感滑

爽，尺寸稳定，易于打理的特点，在很多

服装类别中都有广泛的运用，从牛仔裤、

汗衫、长裤到休闲装、都能保证面料性能

合成纤维及其性能 文/纺织科研公司杨兴华

更加优良，穿着干爽舒适。

2.CEY 纤维 

概念：CEY 纤维采用两种不同特性的

原料经过特殊加工工艺复合而成，其中芯

丝为并列型弹性原料，由此纤维织成的面

料具有了舒适的弹性和良好的触感，面料

新颖高档。

特性（1）舒适的弹性与回弹性

CEY 纤维芯丝为 SSY 弹性纤维，使其

具备了优秀的弹性伸长和弹性回复率，大

大提升了穿着的舒适性能。

（2）柔软和干燥的手感

应用 CEY 纤维织成的面料经过染整

加工减量处理后，成品手感柔软，膨松，

干燥，提升了穿着的舒适指数。

（3）良好的悬垂性和反抗弹性

两种原料复合而成的 CEY 纤维集各

自的纤维特性与一体，化学性能稳定，加

工成面料后布面平整滑爽，抗皱免烫，尺

寸稳定，吸湿快干，弹性舒适，是一种新

型功能性纺织材料。

  二、锦纶

锦纶是世界上最早投入大规模工业化

生产的合成纤维，俗称“尼纶”。纤维通

过熔融纺丝法制成，有近似圆形的截面，

纵向均匀，光滑，无特殊结构。锦纶纤维

用途很广，长丝可制作女性内衣、弹力衣

裤、袜子，并与其它纤维交织等，短纤与棉、

毛、粘胶混纺后，具有良好的强度与耐磨

性，此外，锦纶还可用于装饰织物和产业

用织物。

特性（1）优异的吸湿及染色性能

锦纶纤维的分子结构中含有较多的亲

水基团，且结构紧密，吸湿后溶胀，染色

性能好，涤纶的亲水基团较少，吸湿及染

色性能不如锦纶。

（2）手感好

锦纶纤维的初始模量接近于羊毛，使

其面料具备了手感柔软，丰满滑糯的肉感。

（3）强度高

锦纶纤维的强度是合成纤维中最高

的，耐磨性也最好。其密度较小，长丝还

可做轻薄的丝织物原料。

三、腈纶

腈纶纤维的性能极似羊毛，其纤维密

度较小，质量轻，蓬松性及保暖性好，素

有“人造羊毛”之称。腈纶纤维少量为长丝，

大多数为短纤维，可纯纺也可混纺，保暖

性好，触摸有温暖感，可与涤纶、羊毛等

混纺，用于制造腈纶绒线、毛型织物和毯

类织物等。棉型织物主要有运动服、外套、

窗帘等。

特性：（1）保暖性

腈纶纤维有合成羊毛之美称，其弹性

及蓬松性类似天然羊毛，因此，其织物的

的保暖性较好。

（2）耐晒性

腈纶纤维的耐晒性优良，露天暴晒一

年，强度仅下降 20%，可做成户外服装、

泳装及儿童服装。

（3）质量轻

腈纶纤维的密度较小，在合成纤维中

属质量较亲的织物，因此是很好的轻便服

装衣料，如登山服，冬季保暖服装等。

（3）色泽鲜艳

腈纶纤维通常采用阳离子染料染色，

易染且色泽鲜艳，光泽好。

为了打造一支具备高效执行力的团队，提高员工素质，努力营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企业氛围，经公司党总支和

董事会研究决定，2015 年 9 月至 2015 年 11 月三个月时间内，在公司范围内开展“向人民军队学管理、为自主品牌铸铁军”

的全员军事训练活动。

    9 月 4 日，公司全员军训活动启动大会在公司多功能厅正式召开，首批 340 名员工将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军事训练。这也

标志着浙江凤凰庄纺织品有限公司“向人民军队学管理、为自主品牌铸铁军”全员军训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根据培训目标，此次全员军事训练将采取分级推进的方法进行。先培训骨干，再由骨干训练全体员工；先总公司，再分公司。

总公司分成 27 个班，从公司高管到基层职工，人人参与，训练内容主要是基本队列训练，每天早上训练半小时，每周进行班

组汇演竞赛。

此次全员军训的目的旨在打造高效执行力，强化公司规范化管理，倡导“向军队学管理”，提升干部职工执行力和自我约

束能力，将军队的先进管理文化引进到企业中进行实战应用；提升团队凝聚力，以突出共性，培养集体荣誉感和团队凝聚力，

营造积极上进的精神风貌和工作态度；培养员工铁血精神，磨练员工意志，调节员工心态，全面打造团队魂魄，为公司高效

管理奠定基石，锻炼军人一样的员工，铁一样的纪律、绝对服从的执行力、吃苦耐劳的意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培养职工

敬业爱岗的思想作风、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和健康向上的生活作风。通过军训，使每个人在整体素质上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本次培训项目对班长和班组成员采取积分制进行激励（分为迟到、早退、缺勤、中途退场、手机响铃、嬉笑打闹、仪容着装、

工作牌佩戴为扣分制，班组汇演竞赛按排名积分制），通过积分高低评选出优秀班组和优秀个人，对优秀班组与个人奖励 1000

元活动经费和颁发荣誉证书。对培训不合格人员采取停岗再培训的方式，直接进入第二期培训班接受再培训。

文 /党总支书记李祖琪

全员军训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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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宏 : 云云，祝你生日快乐，看着你有成

长和进步，相信这会是你最大的收获，继续

加油！（吴国秋）

刘玉净：思想独立，性格独立，对待工作

兢兢业业，默默付出。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

爱情幸福！（戚丹丹）

李容：外表文静的你有一颗强大的内心，一

路走来，发现你的进步和改变，希望你一直

保持下去，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戚丹丹）

孙丽娟：笑起来甜美可人，祝你生日快乐，

幸福美满，工作顺利！（戚丹丹）

韩雨薇：朋友兼室友，别老想着减肥，身

体好最重要，下次吃饭叫上你，在这个特别

的日子里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戚丹

丹）

李立：立姐是一个聪明伶俐，工作能力强的

女孩子，生日快乐，祝你时时开心快乐！（杨

慧）

王冬梅：在凤凰庄这个大家庭中，生活中

你是我最亲的冬姐，工作中充满正能量的领

导，祝你生日快乐。送上我真挚的祝福，祝

家庭美满，工作顺利！（杨慧）

何佳侃：生活中说话吊儿郎当，工作中做

事雷厉风行，同时也是乐意助人的好同志，

又长大了一岁，愿天天开心。（杨慧）

黄吉：王老吉，小黄黄，吉娃娃 .... 这都是

大家对你的昵称，整天都充满了正能量，给

身边的人带来欢乐。祝生日快乐，永远幸福。

（杨慧）

糜峰：祝我们环影事业部的生产经理糜总生

日快乐，天天开心！ （杨慧）

星语心愿

 陈叶飞 / 朱英男 / 刘康程 / 何锡军 / 何

锡水：人的生命过一年少一年，祝愿兄弟们

每一年每一天都活得精彩，活得有价值 。（叶

剑军）

曾鑫雪：度过一天连自己都感动的时光，

请相信，不想要的岁月统统都会离开你。生

日快乐 !   （ 任贤述 ）

 谭静：祈望你每一天心灵深处清泉永淌，

愿你过得每一天最难忘、最温馨、最幸福⋯⋯

（ 任贤述 ）

王江永 / 蔡鑫：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愿

所有的快乐、幸福、好运永远围绕在你身边 !

祝生日快乐 （张华容）

周金金 : 风一样的女子，生日快乐，天天开

心 。（吴国秋）

黄桂芳 : 桂桂，生日快乐，愿你有个幸福美

满的人生 。（吴国秋）

梦想启程的地方—凤凰庄 实习员工  彭欢

来来去去,停停留留，从来没想过改变些什么,却被一个叫

做凤凰庄的公司改变得如此之快。或许真的像有些人说的,一

次经历一次体验可以换得一个别样的未来。

凤凰庄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次次带给我心灵的震

撼和惊喜，我从不知道一个公司真的可以记得每个员工的生

日，对待员工如同家人一般。我从没想过一个历史并不算悠

久企业，文化底蕴是如此的深厚。我从不相信，一个企业十

多年来可以做到公司高管人员零流失。我从不觉得，一个企

业，对待实习生，还可以将自己所有的东西无所保留的教

授。

在我看来，凤凰庄最优秀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文化，在这

里我真的体会到公司以人为本的口号真的不是说说而已，公

司不仅注重员工的技能培养，更加注重员工的思想道德素

质。公司为员工配备健身房、瑜伽室、图书馆，还成立凤凰

军校针对性的对员工进行培训。我想，公司文化的精髓就在

于有人情味，可以让每个员工都感受到家的温暖，这就是，

公司最吸引人的地方。

刚去凤凰庄的时候，心里充满疑惑，不知道自己的这个

决定是对是错，怀揣着忐忑与不安我进入这个公司。当我回

来的时候，怀抱着梦想与希望。心里满是收获。不敢相信凤

凰庄这个公司，让我看清远方了的路，至少我不想再这么浑

浑噩噩的生活下去，我相信梦想的力量是巨大。

还记得在凤凰庄的时候，小兰姐不止一次的对我们说，

“问问你自己的心灵，你想要什么，如果坚定目标就去实

现”。在凤凰庄，我真的看见了梦想在闪光，清楚的知道了

自己想要什么，我开始相信只要有梦想舞台，就不怕缺少展

现自己的舞台。我不知道自己未来是怎样的，但是我把握了

未来的方向。我会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前行。

同时，在这里我学会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不逼一下自

己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优秀。我想，有了这次经历，我会

将吃苦看成一种福气。就像蝴蝶一样，如果不经历撕心裂肺

的痛，就不会翩飞在百花丛中。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

种种犹如今日新。我们就应该学会感恩痛苦，人都是在痛苦

中习得经验的，都是在痛苦中升华自己的，就像这首诗一样

从不想自己失去什么，

想想自己还拥有什么。

相信自己一定能，

虽然不知道能到什么程度，

但至少有一个开始的决心。

凤凰庄，和你相处了一个月，对你的感触实在太多太

多，谢谢你在我迷茫的时候给我坚持的勇气，谢谢你，帮助

我扫清梦想之路的迷雾。我有太多太多说不出来的感激，一

切尽在不言中。

一个月，结束了。在这一个月里，我收获了友情，收获

了梦想，收获了坚持与希望。对于这一个月，有欢笑，有感

激，有震撼，有你，有我，有家。

只愿未来还有机会再与你携手同行。

编辑：江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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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部 肖琴

望向初冬的暮霭，感受着萌动的早春。

面对国内经济环境的寒冬，我们凤凰庄正

踏上一条涅槃改革之路，让我们一齐携手

并进，共创美好的未来，迎接 2016 灿烂的

日晖。

漂泊半世，回眸一看，恍若来生。当

初胸有成竹怀揣着的壮志，也许只是昨夜

笑醒的梦，在很多时候，以我们现在的个

人能力在目前恶劣的社会竞争环境中脆弱

得不堪一击，这就是现实。我们何不用剩

下的激情在企业中创造自身更多的价值、

获得成功呢！人生苦短，当我们放下手中

的手机、关上电脑，闭上双眼的时候，深

深的反思自省，你会发现，真正做出成绩

的人无不是在一条道路上坚守、坚持。他

们在百无聊赖的工作中，甘于平凡，不断

进步，积跬步以至千里。

伙伴们！可否还记得最初的梦！现在

你还在嘲笑公司制度的愚蠢吗？可否想

过，如果你是合伙人之一你又应该怎样为

公司制定制度呢？或是当你给别人发工资

的时候，你是否会思考这个员工有没有领

这份工资的相应价值呢？那么在企业中我

们是选择推卸责任消极应对还是勇于担当

积极努力呢？我们要成为不记得失、敢于

奉献的人。要不断改善、永不停止的获得

进步、团结一致，这样才能提高生产率、

在市场中企业才能获得有效竞争，这样我

们才能获得努力后的回报。

矛盾的 98% 源于误会，失败的 98%

产生于错解，在工作中难免有很多的误会

和错解，我们应以宽广的胸怀去面对和坦

诚沟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工作伙伴是

我们一天之中接触时间最长的人！他们对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关系。

唯有沟通和包容才能让彼此的关系更加融

洽和谐。

在这个浮躁、攀比成风的社会，我们

蠢蠢欲动的那种一步登天的念头总萦绕在

脑际。然而现实总把我们打回原形，最后

还是发现一步一个脚印才是真理！ 我们应

该记住：天下没有不好的工作，只有不勤

奋的人！

所以在公司的改革中，我们本着平实

的心态，和凤凰庄一起共进退，每个凤凰

庄人的成功必将成就公司的辉煌，而现在

凤凰庄的改革也正是每个凤凰庄人涅磐重

生的机会，而涅槃重生得从管理自己开始：

1，合理控制自己的作息时间，把多

余的时间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从一点一

滴的进步开始，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晚。

2，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调整心态，

多和自己竞争，没有必要嫉妒和羡慕别人，

也没必要去攀比。

3，适当控制自己的玩性，把主要的

精力用在自己的事业上。

4，适时控制自己的随性，以提高自

己的形象和修养。

5，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支配权，包

括饮食和健身。

6，制定计划和目标，对小目标的实

现进行适当的自我奖励。

7，敞开心扉，融入团队，及时沟通。 

珍惜身边人！

8，充实自己，广泛阅读，拓宽视野，

人活着就需要养分。

9，巩固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学习了

解所有工序的相关内容。

10，用心致诚，改变自己，影响他人。

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别人，用自己的人

品和努力开创精彩的人生。  

凤凰涅磐，浴火重生，作为凤凰庄的

一员，你准备好涅槃重生了吗？让我们一

起崛地而起、振翅高飞，共创凤凰庄奇迹！

时间里的 服装部  周金金

那时的你也刚好 18 岁，第一次见你

的时候是在我踏进陌生的校园里后。和书

中描写的情节一样，我们在炎热的夏日中

相遇，阳光透过树叶间隙斑驳撒在你身上

层层光影，你穿着白色的短 T、淡蓝色的

牛仔裤、扎着长长的马尾，第一眼的印象

是 : 这个女孩子真瘦！我们彼此没有认识

的人，在进入学校之前通过一个陌生的

QQ 号互相找到彼此，人生就是这样，很

多时候不经意之间的一个决定往往会影响

到你一生的际遇，缘分这样的描述大抵就

是针对我们两人而言吧！

后来你我惊喜的发现，我们彼此都有

共同的爱好，于是开始了一起的拼搏和奋

斗，我们有了共同的选择并坚持为此去努

力，故事的过程中有汗水、泪水，但无论

如何我们都会在彼此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站

在一起奋斗。你经常和我说起好多你的理

想，我也愿意和你谈及好多我的过往，我

们就像多年的老友一样，总有聊不完的话

题。校园里的那两棵银杏，四季里变幻着

开放与凋落，那是我们休息停歇的好地方，

树上枝叶繁茂，抬头便是入眼的美景，曾

经有阳光树影、也有点点繁星，纵使时光

的年轮飞快流转，但美丽永远都留在岁月

里最干净的瞬间，不用回想也会镌刻在记

忆的长河之中。

那时的你 21 岁了，我们在毕业的抉

择中纠结反复，天南地北地谈着理想、未

来、工作、爱情⋯⋯一起选择一起面试一

起奔向远方，你说未来的道途上需要有人

陪伴，我想我们也能成为这一辈子彼此可

以依靠的肩膀。我们都像童话故事里的那

样曾幻想在这条成长的道路上能够出现属

于我们各自的骑士和王子，可是到现在王

子也还没有出现，我们自己却变成了骑士。

时间的磨砺让我们不得不放弃对童话故事

里的美好幻想，每天忙碌穿梭于工作场所

中的各个角落，我不见了当初的胆小怯懦，

你不见了曾经的犹豫不决。我们可以相聚

躺在床上大笑谈论着曾经的 2B 事件，也

八卦着周围的社会百态，最后在你的聒噪

声和我的呼噜声中结束。

很快我们就要到 25 岁了，见面的第

一句话一定是互相打击。你会嫌弃我又胖

了，我会嫌弃你又黑了，你又会在我耳边

絮叨你和男朋友的分分合合，然后时不时

地要替我张罗着婚姻大事，我又会语重心

长地教育你如何与男朋友相处顺便大骂某

某路人刚才的不良行径。

等到你 30 岁的时候，那时我们也都

成了大龄女了。也许我会先成为你的伴娘，

也许你会先把我嫁出去，可是还未曾到来

的未来，谁知道会发生怎样的万一呢！我

们都是这场“时间里的”主演者，在欢笑

与泪水中度过它的每分每秒。等到我们回

首观望着这一路走来每一步的脚印，才会

发现 : 原来我们已经成长了，原来时间已

经不在了，原来过去的一切一切都变为“时

间里的”了！

歌词里唱着说“越长大越孤单”。

你会觉得孤单吗？

其实我们的孤单并不是因为长大后才

来的吧！成长的经历随着年龄的增长才越

是丰富，又怎么会有“孤单”一说呢？或

许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是成长时代中一种

对已逝无法追回的挫败与无力；一种对未

来看不清瞄不准的忧伤和失落。可是在我

们挫败，无力，忧伤，失落的瞬间，“时

间里的”故事又悄然从指间溜走了。好想

站起来抓住它或者狠狠的给它一巴掌，可

是我们都不能，因为在你这样想法的时候

它又不在了。

未来，我们还会经过 40 岁，50 岁，

60 岁⋯⋯直到更多。可是我已无法清晰描

绘出未来“时间里的”你的轮廓，我的轮

廓乃至每一个人的轮廓，我们都不是智者

也不是圣人，无法预测未来所发生的故事，

也无法揣测每个人的内心是否会依然如

初、不复更改。但亲爱的你、亲爱的我、

亲爱的每一个人，我们至少可以记得昨日

的美好、感受今日的愉悦、畅想明日的希

望。只要每天都不辜负自己的内心，那你

就是“时间里的”最优秀的主角。

那些时间里的

是已逝去无法抓住的

也是未来不可预测的

但唯一可以现在确定的

我们都是这场“时间里的”最优秀的

主角！

那时你只有18岁，第一次看见你，

你扎着长长的马尾，面朝大海，

那时你爱顾城的诗，也学他总戴帽子，

你总说我是个任性的孩子。

那时你21岁了，为自由剪去你的长发，

你不相信天是蓝的，装聋作哑，

你总爱站在窗子前，诉说你昨晚做过的梦，

你说会梦见我，不相信，

那时你25岁了，我们各自奔跑在不同世界，

你说我们是两座孤岛，永不能相接，

你吹灭最后的蜡烛，轻轻亲吻我的脸，

你说亲爱的，我不在了，你还有谁呢，

那天是你30岁的生日，重新留起了你的长发，

你说害怕别人看见它，应该把它们撕碎吧

……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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