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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秀丽的梧州，依山傍水，因著

名的西江黄金古道，承载着昔日水路

的辉煌历程，记载着中华民族英勇奋

战水患的光辉历史而闻名。走进梧州，

就能展现美丽如画的梧州魅力———三

江交汇，云蒸霞蔚，自古至今都是经济

繁荣的商埠码头。不论游离于昔日繁

华的“骑楼城”，还是虔诚走进龙母庙

的朝圣者，无不令人流连忘返。

而今奋斗在金融战线上的梧州

市区农村信用社的创业者，更令记者

折服。日前，《中国企业报》记者慕名

前往，在采访后获悉：该社经过五年

艰苦卓绝的二次创业，从过去不到

10亿元存款余额，已经创出一份非
凡的业绩，截至 2012年 3月末，该社
资产总额已经超过 60亿元，各项存
款余额达到 52.9亿元，各项贷款余
额达到 32.3亿元，由此走上了良性
发展的轨道。最令梧州人称道的是，

该社已经成为全市金融界存款贷款

的龙头，各项存款贷款增量、存量均

居梧州市各金融机构第一位。

比起其它金融同行，过去的梧州

市区农村信用社很脆弱，昔日的“小

老弟”成了今天的“大哥大”，其中付

出的辛勤汗水以及奋力拼搏的精神

在梧州市区农村信用社团结创新的

领导集体和干部员工中都有着深深

的体会，更与一位带领该社锐意金融

改革创新的先锋人物紧紧联系在一

起，他就是广西农村信用社梧州市办

事处党委副书记、梧州市区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理事长陈钢。

战前谋略
面对危机走出困境

“善兵者，预善其事谋其势，伐胜

也”。该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没有多

少竞争优势，究其主要原因是观念和

思路的定位不准，该社成立几十年，

到 2006年为止，存款还不到 10个
亿，各项基础建设也不尽如人意，过

去以扶持“三农”经济为主要任务，而

市区的农村经济根本不是服务的主

战场，目标不准，发展的空间自然很

小，业务多年做不大。直到 2006年年
底，新的领导班子临危受命，虽然危

机四伏，但是有“危”就有“机”，困难

和机遇并存，机会在哪？经过领导班

子的反复研讨，机会就是要超前服

务，把办公审批提前到企业的项目策

划之中，充分发挥中小金融机构经营

机制灵活、管理链条短、市场反应灵

敏、经营决策迅速的优势，想企业之

所想，急企业之所急，放开手脚大干

快上。

可是，员工没有经历过服务意识

超前的训导，走出去服务的意识淡

薄，新的领导干部上任的第一件事就

是要彻底改变干部职工的服务意识

和思想观念。要想在梧州企业里占有

一席之地，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必须

另辟蹊径。他们认定，在非常时期必

须要采取非常措施才能见成效。

领导干部们在走访企业的过程

中发现，梧州市的商业银行没有哪家

将办公审批放置前沿，提前介入到项

目的策划当中，如果农村信用社在这

方面不怕辛苦不怕流汗不怕“时间浪

费”，不惜给企业事前指导培训财务

管理知识，不仅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

作用，还能使企业感受到超前服务意

识，及时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并得到企

业的感激之情，使企业成为长期客

户。战略的思路定了，行动的方向对

了，随之是果敢行事，陈钢毫不犹豫

地带领干部员工义无反顾果断出击。

战争谋术
抓住细节大干取胜

“小不忍则乱大谋”，战争中的战

术是取胜的关键，成大事者无不是抓

住各种事态的细节赢得最后的胜利。

针对中小企业信贷资金需求短、

小、频、急的特点，该社大力推行中小

企业联保贷款、企业最高限额流动资

金贷款等以及由专业担保公司提供

担保发放贷款，灵活多样，及时帮扶，

服务到位。对额度大的优质中小企

业，采用社团贷款的方式予以支持，

全力满足中小企业多层次的金融需

求。特别是在奋战期间，领导干部和

员工总是“白加黑、五加二”连日连夜

加班加点，变等客服务为上门服务，

及时准备资料进行审批。非常时期非

常举措因此而得到了及时的落实，经

济效益连年翻番。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是该社重点

帮扶的企业之一，记者采访该集团副

总李建国时，他话中流露出感激之

情、感恩之心：农信社在我们资金最

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首期就贷了 4
亿元，当时许多商业银行不愿贷，因

没有看到发展的前景。2010年，该社
又以社团贷款的方式投放贷款 3亿
元支持企业扩建新的生产线。为了及

时为企业注入资金，信贷人员驱车

1000多公里前往 6个城市，前后仅
用了两天的时间就把社团的 7个要
加盖的公章盖回来了。这让中恒集团

上下深受感动，李建国深有感慨地

说：“小银行效率高啊。”

广西梧松林化集团总裁车乾池

在记者采访时发自内心地说：“该社

急企业之所急，贷款就像‘及时雨’，

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就没有公司的

今天。陈钢理事长前后五次到我集团

了解情况，提前介入到企业的项目之

中，为企业进行财务指导和培训，特

事特办。陈理事长亲自到松脂山上去

查看情况，以松脂山的松脂做质押，

仅三天时间放款 1300多万元，令市
委领导称奇，得到了市领导的高度赞

扬。过去按照程序要一个月时间才能

做到的事，现在几天就完成了，信贷

员经常陪着企业的财务负责人一起

加班加点到晚上 9点以后，农村信用
社的服务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梧州甜蜜家蜂业有限公司是一

家涉农龙头企业，是梧州市金融机构

争抢的客户，该公司副总黄坚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第一次申请贷款仅用

了 5天时间就发放贷款，农村信用社
是我们中小企业的贴心人，到目前为

止，公司累计贷款达 4500万元。
此外，该社为不断完善中小企业

服务体系，专门成立了中小企业服务

中心，开展“进村入户”活动，采取“一

户一策”实行差异化跟踪服务。为小

微企业融资搭建平台，形成小银行对

小企业服务的机制，目前贷款的中小

企业达 210家。
近年来，梧州农信社紧跟梧州市

经济发展的脉搏，大力支持工业园区

经济发展。2008年，果断投入两亿元
启动资金，建造了 40多万平方米标准
厂房，为工业园区吸引 60多家企业入
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据统计，目前累

计向园区投入信贷资金已经超过 20
亿元，支持园区企业 30多家。该园区
管委会主任陈绍霖介绍说：“农村信用

社对园区建设支持非常大，政企银三

方的合作取得较好的实效。”

梧州市委市政府对农村信用社

的成绩也给予了高度肯定：梧州市政

府授予该社“年度金融支持地方经济

发展先进单位”，“梧州工业园区经

济建设优质服务单位”等荣誉称号。

悠悠西江河畔，几度风雨春秋。

人们不仅用赞许的眼光看到梧州市

区农村信用社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

也欣喜地看到一个金融服务战斗群

体崛起在白云山之巅。

梧州市区农村信用社再次创业存款余额从不足 10亿增至 50多亿
创新贷款模式 领军梧州金融界

湖北中烟：从危机重重到腾空跃起

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湖北中
烟从“散乱低差”的代表，到跻身中国

行业第一梯队；两大主导品牌由小到

大，由区域性到全国性品牌，由异军

突起、后来居上，晋升为行业生力军、

主力军，这些跨越式发展的背后，有

着怎样的转型思路、创新意识和发展

方式？

从量的提升到质的飞跃

20 世纪末，中国烟草行业较为严
重地存在着结构分散、市场分割、集

中度低等弊端。与之相应的是，上世

纪 90 年代中后期，湖北境内烟厂达
18 家，品牌多达 200 余个，产品规格
上千个。全省各品牌、各烟厂，各自为

政，拼原料、拼消耗、同质化、低水平、

重复性竞争。2002年前后，湖北卷烟
工业更是面临着被国内烟草强势企

业兼并重组的不利形势。

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和湖北省委

省政府的主导下，从 2002 年到 2005
年，湖北省境内的 5 家烟厂及生产点
被先后关停整合，五家烟厂先后与武

烟联合，完成了“18 变 1”的整合过
程。从 2003年开始，大力推进品牌整
合，把 200 个在产卷烟品牌整合为
“黄鹤楼”和“红金龙”两个骨干品牌，

在全国烟草行业率先实现“200 变
2”。整合后，湖北烟草工业不断实现
量的扩张达到 225 万箱。

国家质监总局公布了“2009—
2010 年度全国质量工作先进单位”，
该公司成为行业内唯一获此殊荣的

工业企业，实现了质的飞跃。笔者又

了解到一个让人惊讶的新闻：该公司

财务管理部门的一项整合，竟然一年

节省贷款利息 1000 万元。他们的成
功靠什么？湖北中烟党组书记兼总经

理彭明权回答说：“靠管理创新，管理

创新是创新之本。”

小总部，大一线

湖北中烟企业管理部部长张小

平告诉笔者，湖北中烟一线员工逾

7000人，总部管理层却只有 40 多人，
这在行业内是很少见的，这就是“小

总部，大一线”模式，如果把这种模式

比作球类运动，基层就是“棒球”，是

湖北中烟“大一线”的构成部分，实行

标准化、精细化运作；中层则是“足

球”，注重部门和人员间分工协作；而

管理层是“网球”，在尊重个人能力与

意愿的基础上，推行一人多岗，一岗

多能，充分挖掘人的潜力。人员从简，

提高效益，节约成本，这 12 个字是彭
明权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概括。

“在市场信息、产品创新等方面，

湖北中烟采取的是小企业运作模式，

没有任何时间和级别的阻碍。”彭明

权说，最基层的业务员和客户可以随

时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市场的变化。

2010 年，取消了下属 20 多个公
司的财会机构，组建起统一的财务服

务平台。通过财务服务平台的组建，

实现了预算的集中管控。

彭明权说，管理创新大有可为，

它能让所有的创新都有土壤和平台，

工业化的生产理念也能应用到企业

管理中来。

技术创新能力居行业第一

据国家烟草专卖局 2011 年数据
显示，该公司技术创新能力跃居行业

18家卷烟工业企业第一位。其创新考
核总得分排名行业首位。

湖北中烟谱写了创新引领、后

来居上的新篇。这部新篇充满了引

人入胜的现代化、市场化和国际化

元素。

加快转变、科学转变、实现赶超，

成为一代湖北烟草人肩负的时代命

题。打破现行游戏规则，对制约企业

发展的价值创造系统，进行全方位的

再设计。

一个全新的战略，以黄鹤楼科技

园为始，建立烟草行业第一家高科技

创新平台，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实行

文化创新。科研成果难以“落地”，是

企业技术创新中存在的问题，而湖北

中烟技术创新能力跃居行业第一位，

截至目前已累计申报专利 1200 余
项，授权专利 800 余项，形成技术标
准 20多项，初步实现由执行标准向
制订标准跨越。他们的经验是：把研

究所细分到产品生产的具体环节，让

各领域专家跟生产车间、跟市场“零

距离”，避免了过去的科研生产分离

状况。

湖北中烟拥有庞大的“智囊团”，

汇聚了来自全国 40 多所高校医学、
管理学等 2700 多名专家，如何真正
做到“为我所用”？湖北中烟科技园通

过专业和领域的细分，将研究所从开

始的“9所 1 室”细化到“20 所 1 室”，
对符合市场需求的最新科研成果进

行甄选和提炼，然后以科技成果转化

型、风险共担型等方式展开定向研究

与合作。

2000 多名社会专家智慧集成的
洗礼，“典藏配方、特色工艺、雅香风

格、金色色系”，一个个独具特色的技

术成就、新鲜闪亮的文化元素，犹如

明珠结串，节节生辉。

2006 年，黄鹤楼晋升“中国驰名
商标”，继而荣升“中国烟草十大梦想

品牌”。据不完全统计，过去 8年此品
牌销量年均增幅达到 36%，红金龙销
量年均增幅达 43%，均由排名全国同
类产品末尾发展到排名前列，创造了

中国行业的奇迹。

更高起点的再出发

当新 10 年的画卷徐徐展开之
时，湖北中烟再一次在战略性前瞻思

想的引领下，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发

展。而这一次他们所瞄准的目标是：

低害低焦这片“双低”市场。

今年以来，湖北中烟对 19 个前
期市场表现良好的成熟产品进行直

接降焦，将焦油含量由 12毫克调整
到 8 毫克，其中 11 个规格降低至 6
毫克以下。湖北中烟启动了全面铺开

“双低”产品计划，其目标定位于销售

“双低”产品 80万箱以上。
“这是一次战略意义上的转型。”

彭明权表示。在他看来：“‘双低’卷

烟，是中国卷烟未来发展的必然趋

势，是中国烟草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

体现，是‘卷烟上水平’的重要内容。”

所生产的低焦油系列产品成为引领

低焦潮流的代表企业。

技术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出乎

人们的想象，它让企业品牌当红时

下，也赢得了通向未来的先机。创业，

就是要站在更高起点上再出发。

通过不断构筑有利于员工创新

意识和创造性发挥的企业文化，使创

新成为一种习惯，使超越成为一种责

任！在湖北中烟，“英雄不论出处、鼓

励黑马杀出、不戴有色眼镜”的创新

创业氛围，造就了企业“天下之才唯

我用”的气度胸襟。湖北中烟流行着

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失败，但不能不

创新”。这种“崇尚成功、宽容失败、鼓

励创新、先舍后得”的企业文化氛围，

造就了湖北中烟人“持续改进，永不

停步”的精神，实现了规模和效益的

同步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

绩。

未来一段时间，湖北中烟瞄准新

的制高点，实现“千亿品牌”、“千亿

产业”，将成为湖北中烟发展史上又

一个标志性的符号。

庞华 本报记者 程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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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钢

信用社充分发挥决策迅速优势，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在梧州中恒集团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信用社举办项目洽谈会、对接会加强与企业面对面交流，

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一条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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