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07月12日 星期二
编辑：董秋彤 E-mail：dongqiutong@sina.com 校对：筱华 美编：马丽军旅企业

“没有部队的培养，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虽然自
己也很努力，但部队是一座大熔炉，即使我是一块好
钢，也是在军营里‘炼’出来的。”

朱兴月 /文

杨占元：与“金桥”
共同开创人生“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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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桥国际旅行社董事长 杨占元

旅游线路

他是一位有着 28 年从军生涯的
兵商企业家，常年的戎马生涯，使
他磨炼出一种乐观、刚毅，不怕苦、
不服输的性格，这让他明白一个道
理：人活着就要奋斗，就要奉献，
还要知道感恩。正是在这种理念下，
他时刻将“社会责任”和“奉献精
神”放在首位。他说：“我是军人
出身，牢记着部队‘报效国家’的
核心价值观。体现在当前，那就是
以服务为第一准则，让客人的满意
度最大化，就是我当前工作的最高
要求。”

这个人，就是山东金桥国际旅行
社董事长杨占元。

28年从军生涯
百炼成钢

杨占元出生在山东寿光一个农
村家庭，在 5 兄妹中排行老大，因
此他从小就养成了懂事、敢挑重担、
为父母分忧的个性。父亲是当兵转
业的干部，受父亲的影响，18 岁的
杨占元应征入伍。没曾想，他在军营
里一呆就是 28年。

杨占元一当兵就是班长。入伍的
第二年，正赶上军校恢复高考招生的
好时机，他以南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被空军工程大学英语系录取。随后，
入党、提干，出色的他成为军营中的
佼佼者和幸运儿。1980 年军校毕业
后，杨占元被分配到海拔 1600 多米
的某海岛高山部队，从事外语侦收工
作。说起那段时间的艰苦，杨占元至
今还记忆犹新。

他说，海岛气候条件极差，春秋
季节几乎天天被大雾笼罩，夏季则隔
三差五地刮台风。最难过的是冬天，
到了冬季，千米以上的山头部分全部
被冰雪覆盖着，此时连队日常的必需
品，甚至饮食，都得靠战友们肩扛手
抬或用背包绳拖上山。从山下到山
上，是一条窄小、弯曲的山路，一共
有 1400 多个台阶，每天他需要和战

友们往返六趟，才能完成这些基本物
资的搬运。并且，岛上无淡水，饮用
水是平时积蓄的雨水，赶上雨水少，
个把月都不能洗澡、洗衣服，那股难
受劲就别提了。因交通不便，来一封
家信，也要 20多天的时间。有一次，
杨占元新婚的妻子来部队探亲，因风
大浪高开不了船，眼睁睁在岸上呆了
一个星期也不能与隔岸的亲人团聚。
那时的杨占元已升为连长，面对

艰苦的条件，他时刻把海岛当做自己
的家，把战友们当做自己的亲人，什
么苦事、累事都带头干，用自己的行
动感染着大家，战友们对他无不敬
仰。1984 年，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
机关拟考察选调英语好、正连职的干
部充实机关，杨占元因为成绩突出，
又作为惟一入选的人员第二次被选送
进大学深造。对于两次大学都是在部
队考入就读，杨占元满怀感激。他

说：“没有部队的培养，就不可能有
我的今天。部队像是一座大熔炉，即
使我是一块好‘钢’，也是在军营里
给‘炼’出来的。”

2003年“非典”过后
逆势创业

抓准时机，胜券在握。2003 年，
“非典”大肆虐，全球旅游业遭受重
创。山东省济南市关门歇业的旅行社
几乎达到 100%。然而，这年已确定
从正团职转业的杨占元，不仅选择自
主择业，而且“逆势而上”作出了创
建自己的旅行社的决定。在他看来，
既然政府鼓励军转干部自主创业，自
己就应该积极响应，或许能为政府减
轻点负担。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的一
生来说，他认为不能过早地过上被
“养”起来的生活，应该趁着自己还
不老，不失时机地搏一搏，绝不能把
“择业”变为“自主休业”。

对于办旅行社，早已深思熟虑的
杨占元似乎不为当时不利的外部环境
所动，他想：“非典”中受到压抑的
旅游市场，过后必然将遭遇反弹，要
想走在别人前头，就要有“涝造车，
旱造船”的先见。

拿定主意后，2003 年底，他东

拼西凑了 30 多万元，加上政府给予
的 20 多万元转业安置费，开始了真
正意义上的创业“金桥”之旅。回想
起那段艰苦的创业经历，杨占元激情
难抑，他动情地说：“创业难，转业
干部创业更难，除了思想观念的更新
和转变外，更重要的是尽快实现角色
的转换，从零开始，从头再来。每一
个创业者的艰辛和酸甜苦辣，只有自
己才能体味。”
后来的实践证明了杨占元当初的

选择的确具有先见之明。2004 年，
借助“非典”之后整个旅游市场的强
力反弹，公司当年营业收入上千万
元，不仅偿还了债务，而且还有盈
余。2005 年以后，公司效益更是不
断上升，不仅购置了车辆，还购置
了数百平方米的商务办公房，安置
了 20 多名导游就业，公司资产成倍
翻番，实力越发雄厚。

3年左右
延长金桥国旅产业链

多方投资，共谋发展。杨占元
从多年的创业实践中发现，国内旅
游旺季和出境旅游旺季则往往是交
替出现，国内旅游淡季时，恰巧是
新马泰、澳新、港澳台等地的旅游
旺季。由此他察悟到，国内旅游和
出境旅游如同鸟的双翅，缺一不可。
作为旅行社来讲，如产品单一，不
但流失客户，而且很难适应市场激烈
竞争的需要。因此，在国内旅游业务
蒸蒸日上，公司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和
规模之后，他又将目光投向了境外旅
游业务，他积极落实人才、资金、境
外接待等各方面的准备，陆续增资了
200 多万元。之后，经过各方努力，
最终取得了独立开展出境旅游业务的
最高资质，实现了旅游产品升级的奋
斗目标。
熟悉杨占元的人都知道，他不仅

具有军人的干练、商人的精明，更具
有山东人“重友轻钱”人缘好的厚道
和热情。多年来，许多客户都成为他
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得知杨占元的
“金桥”获得了独立开展出境旅游组
团社资质后，纷纷又找上门来参加他
的旅游团。在国家开放的 133个旅游
目的地国家中，他的公司就组团去了
98 个。杨占元不仅又一次实现了理
想的跨越，他的“金桥”还犹如大鹏
展开双翅，在国内外旅游市场的蓝天
上高高地飞翔。

而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杨占元
也从创业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单凭
旅行社的经营运作，在整个旅游行业
“链条”中显得非常单纯和脆弱，经
不起大的波折和风浪。为尽快改变这
一状况，杨占元又开始酝酿新一轮的
产品升级。他计划用 3 年左右的时
间，以金桥国旅品牌为龙头，投资建
设集住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
性金桥国旅大酒店，把单一的旅行社
“产业链”逐步扩大为“吃、住、行、
游、购、娱”六大要素中的四个紧密

相连的产业链。目前，此项目已通过
有关专家的初步评估和项目论证。

广告投放到
舞场和出入境管理处

经营公司，遵循古训。“业精于
勤，成于思”，“勤”对杨占元来说，
不在话下。几十年来，加班加点、早
起晚睡、吃苦耐劳，早已形成了他的
一种习惯；“思”就是要动脑筋，用
智慧，不傻干。比如散发公司的宣传
页做广告，他就与众不同。他认为，
能够参加国内外旅游的人群，最起码
要有空闲、有健康、有钱，三者缺一
不可，做广告就要锁定这样的人群，
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一次，
他到省体育中心办事，无意中发现那
里有个大型舞场，去的人很多。他灵
机一动：这不就是要选定的目标人群

吗？于是，他安排营销人员立即与有
关部门联系，在舞场内投放了精美的
宣传单页，供舞厅的人休息时阅览或
进出时索取。仅这一个点子，就引来
了去欧洲游的百余名客人。

还有一次，他从一份资料上得
知：山东省每年出境人员的 20 万人
中，1/3左右是自费外出旅游，约有
7 万多人次，而且每年呈增长趋势。
他为此眼睛一亮：公安局办签证的地
方不就是投放宣传广告的最佳场所
吗？于是，他公司的宣传页又出现在
办证人员的办公桌上。
针对各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

门能集中各类有意向外出人士信息
的特点，他还与公安出入境管理部
门的同志联系，请他们为公司出境
旅游中心人员讲课，介绍公安部门
办理出境旅游证件的业务常识、依
据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策规定等，
使公司人员熟知最新的出境旅游动
向和信息，更好地为游客提供服务。
同时又与办理证件相对较多的市县
公安局建立了合作关系，免费设立
服务点，提供义务咨询服务。这一
招也很灵，许多人办完证件和签注，
直接来公司签订合同，带来了一批
又一批的团体游客或散客。

人性化管理
待员工如同带兵

未来发展，胸有成竹。杨占元认
为，现在国内旅游业的门槛是“宽
进、严管、重罚”，行业将面临着重
新洗牌。“金桥”经过多年的积淀，
已凸显出独有的竞争优势：出境游
为山东首批，基础好，在国际上有
很高的认知度；项目品质优，不做
廉价团，服务有口皆碑，至今无任
何服务质量投诉，在山东 1500 多家
旅行社中首屈一指。目前拥有烟台、
德州、聊城 3 家分社，在济南有 6
个营业部并配套旅游报名网点，综
合实力居山东同行业前列。“现在
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小的旅行社
都倒了。要在逆势中站稳脚跟，光
做产品已经不行了，必须做品牌。
品牌才是拓展市场空间，保障企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杨占元
说。

杨占元心中早就有了“金桥”的
品牌发展构架：用 3 年左右时间，
在全省开设 10 家分社，在济南设立
10—12 个营业部，并以金桥国旅品
牌为龙头，按星级标准，投资建设
集住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
性金桥国旅大酒店，把单一的旅行
社产业链逐步扩大为“吃、住、行、
游、购、娱”六大要素中的四个紧
密相连的产业链。这样，“金桥”
的品牌就有支撑点，“金桥”的事
业也有落脚点。
在规划好硬件建设基础上，进一

步强化“金桥”的企业文化建设，
也是未来的重要课题。杨占元的人
性化管理，一直为团队所公认。在
部队，他爱兵如亲兄弟；在公司就
餐，经常亲自为员工下厨。前不久，
有个女员工的母亲被撞断腿了，他
当即拿出 2000 元补助。他说：“金
桥的发展，得益于有一个好的团队。
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不少职员陪我
风风雨雨地一路走来，爱岗敬业，
我很感激他们。所以，我常常后悔
对员工太严厉了些，有时批评不留
情面，还把他们训哭过。”杨占元表
示，3年之内，“金桥”必须实现股
份化。

近年来，“金桥”的形象正在公
众视野里聚焦。杨占元通过参与各
种社会活动，扩大媒介传播，让更
多民众全面、深入地认识和了解
“金桥”。“金桥”的品牌内涵、杨
占元的创业故事，也为更多的人所
熟知。杨占元说：我的梦想，就是
“山东人，到山东来的人，想去旅游
首先就会想到‘金桥’”，我渴望那
种品牌号召力。
对事业孜孜以求的杨占元，一直

保持着一种“归零”心态和对社会
的感恩。他珍爱自己的家人、厚待
身边的朋友，热心帮助那些需要帮
助的人。杨占元说：善待别人，就
会得到别人的善待。做事业，除了
自己“勤劳”、“睿智”以外，还要
学会“从零开始”，不断从他人那里
汲取营养，得到支持。有了这种
“和谐”，就能开创人生的“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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