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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来到周建林办公室时，正值夏季的尾巴，一丝秋意驱赶了

酷暑的炎热。他穿着一件白色衬衣，黑色西装裤，身材高挑消瘦，浓密

的黑发，皮肤略黑，那时他正站在办公桌的一旁，手拿文件本，仔细地

为员工讲解着工作事项，吩咐着一些细节，眉宇微微皱着，给人一种

“庄严”的感觉。事实上，他并不严肃，沏上一壶浓香的普洱茶后，他放

松了许多，这位曾经的“国企一线掌柜”讲起生活，直道辛酸苦辣、各

不相同；谈起工作，跌宕起伏、十年变换；提及人生理想，他的神情激

动，语气慷慨激昂，他似乎有说不尽的“老故事”待人聆听。

“年薪多少由市场说了算”

在熟人促成的机缘巧合下，周建林认识了方林汽车城董事长方

中华，并收到去方林工作的邀请。

事实上，从 1980年到 2002年十月前，周建林曾将 22年的青春
奉献给了国企。每月一些固定工资，早上起床有米吃，晚上躺下有被

盖，成了那些年“周先生”生活的真实写照。那一年，周建林 46岁，他
觉得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国企，是继续待在原地拿 4万一年的固定
工资，还是出来闯一闯？周建林陷入两难。他的妻子说，“走吧，反正你

在这儿也不开心，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你去哪我也去哪。”在妻子的

支持下，他决定离开，也才有了后面与方林汽车的故事。

“你的年薪要求是多少？”“我没有要求。我的年薪多少不是我说

了算，也不是你说了算，而是由市场说了算。”方中华认同了周建林的

这个观点。经过一番攀谈，两人在职业认识上也达成了共识，周建林

认为人必须适应社会，否则将被社会淘汰；而企业必须适应市场，反

之则被市场淘汰。两条共识的达成，撮合了方中华与周建林的这起

“姻缘”。日后每每回忆起，周建林总是感慨，遇到一个好上司是职业

生涯里最好的机遇。

“周总是否和汽车有一些渊源？”面对记者的提问，周建林哈哈大

笑起来，“哪有什么渊源啊，我当时汽车都不会开呢！”周建林个性直

爽，对待细节却十分严谨，每次记者讲到一些有出入的东西，他总会

“声音洪亮”地纠正。周建林告诉很多身边的人，一个人在职业生涯的

转变过程中悟性是很重要的，之前在黄岩的汽摩市场多少接触过这

些领域，心里总系着一根绳子，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事实上，从工业企

业转行到市场行业并不容易，任职展览公司总经理的三年时间里，为

了能更好地胜任，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您知道什么叫‘恶

补’吗？熟悉资料、走访客户、了解市场、分析数据，所有这些都是我这

个门外汉要登堂入室的必须课程和唯一途径，只有倍加努力一条

路。”

周建林刚进入方林时，方林汽车城还没有建造好，一晃 11个年
头，这里是他筑梦的起点，也是圆梦的终点。周建林从抽屉里拿出一

本杂志，指着一篇 20000字的文章说，“这篇报道可以很好地说明方
林这些年的经历，我看着它成长，我也有太多的情感灌注。”

“铁面无私”的周建林

是啊，11年的感情。方林的发展也经历了跌宕起伏，周建林感
受到要适应市场发展，有时候必须要铁面无私。

2003年年底时，方林汽车城人气爆棚到了一铺难求的地步。
可好景不长，2004年遭遇汽车行业拐点，中国汽车行业的增幅从
2003年的 35%下降到 2004年的负 5%，开业仅一年，方林汽车的
市场出租率下滑至 85%。为了调整战略，周建林和方中华商量对
策，2004年 12月，在原有商铺的基础上，方林汽车城扩建并引进
第一个高端品牌———一汽大众的“奥迪”。到 2005年中旬，市场出
租率回升到 100%，自此，市场也掀开了大举引进高端品牌的序幕。

周建林在方林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花了两年时间负责引进保

时捷，“从最初意向到签字拍板，我是在用自己的良心道德做事，凭

我自己对汽车事业的热爱、执着与对方商谈。”周建林告诉对方公

司的负责人，“你可以花四万块钱一亩在别的地方租土地，但是我

这里有保时捷的市场需求，在台州一年卖 800辆保时捷可能有
300辆是从我这里卖出去的，如果在我这里卖出 800辆保时捷，只
有 30辆是其他地方的，我想一年广告费可以节约 80—100万。”最
终，周建林用诚意和技巧说服了本不打算在路桥投资的保时捷公

司。

谈到企业的管理，周建林露出了严肃的表情。“经过一些危机

后，我深刻意识到品牌竞争力的重要性，为了引进保时捷，我们调

整了 10个经销商。”这时候，周建林有了铁面无私的“冷酷”，即使
关系再好的经销商也不会通融，虽然被很多人“谩骂”，他始终坚持

一个观点：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必须考虑转型升级，今天我不剥夺

你的生存环境，明天你就可能剥夺我的生存环境，到那一天“莫斯

科也不会没有眼泪”。听到周建林幽默的表述，周围的人都笑了。

“锦上添花”的职业经理人

11年，周建林有了改变，工资翻了两番，享受着方林村人的待
遇，他谦虚地说自己会觉得不好意思，但方林人告诉他，好好工作

就是对这个村最大的回报。

周建林又似乎“没有改变”，有些改变在他口中有些轻描淡写。

他总是强调，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我一直这样概括这 11年在方
林的日子，锦上添花。”方林就是这块锦，所有人都是花，能把个人

的力量融入大的平台才能发挥聪明才智，唱自己想唱的歌，跳自己

想跳的舞。周建林每年都有一个工作计划表，比起询问老板员工应

该怎么做，周建林更多的是提出方案再征求老板意见，在他看来，

没有任何创新意识、独特观点的员工，几乎等同“废物”，要在稳定

中居安思危，上山时要想到下山，始终坚持走市场化品牌路。

谈及生活中的琐事，周建林抿了一口茶，若有所思地笑笑，坦

言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饭后和妻子散散步。“站在我们这个年龄的

角度，无论名利、地位，已经不重要了。当然，还是希望以后继续为

方林的汽车事业做出更好的成绩，用以回报方中华董事长的知遇

之恩和方林人对我的接纳和认可。”

他是平凡的，也是不平凡的。他是一位“半路出家”的职业经理

人，更是坚守方林 11年的“追梦人”。

为积极促进民营企业发展，诸暨市地税局牌头税务分局充分发挥税务

部门职能作用，全力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工作，三项措施积极促进“个

转企”工作。

一、部门协作推进。分局为更好地推进“个转企”工作的开展，强化与乡

镇、国税、工商等各部门的协作，完善各部门间的“个转企”信息数据共享，

建立“个转企”重点培育对象，并不断充实后备库，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推进“个转企”工作有序地开展。

二、政策宣传引导。牌头税务分局积极组织纳税志愿者小组深入“个转

企”重点纳税人，宣传个体户与小型微利企业的对比优势以及政府扶持企业

的相关政策，增强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的主动性，营造良好的“个转企”氛围。

三、优质服务支持。分局针对“个转企”工作建立联系制度，及时走访

“个转企”企业，开展企业需求调查，及时了解并力所能及帮助解决企业转

型过程中的困难，组织纳税志愿者小组下户进行建账、网上申报等辅导，同

时充分落实“个转企”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为“个转企”企业建立信心。

（吕旻 黄丽霞）

近日，记者从浙江省永康市政

府获悉，9月26日至28日，第18届中
国（永康）五金博览会将在永康会展

中心举行。在过去的17年里，中国五
金博览会从零开始，历经风雨变换，

打造成为中国五金产业的“集散

地”，十七届五金博览会的成功举

办，也使永康收获了丰硕果实。如

今，近一万家的五金企业，从业人员

约达30万人，上一届博览会成交额
超100亿元，在博览会的助推下，这
个产业的队伍在壮大，并逐步奠定

了永康的“五金龙头”地位。

品牌效应
打造五金产业“名片”

被誉为中国“五金之乡”的浙江

永康，是中国最大的五金产业集群

之一。20年前，永康市委、市政府作
出开发建设“永康五金城”的重要决

策，20年间，这座城市砥砺奋进，借着
产业集群的优势，永康深入实施现代

化国际五金名城战略，如今，会展业

已成功打造成为永康产业发展的一

张亮点“名片”。今天，当记者走进永

康，可以感受到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

为这座城市带来的新生命力。

通过一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永康五金产业腾飞的缩影：1998年，
永康全市自营出口总额为6091万美
元，2012年达36.5亿美元，14年间翻
了约60倍；当年永康的五金产值约
100亿元，如今形成了年产值超千亿
元的五金产业链。是什么带给永康

翻天覆地的变化？显然，永康五金产

业基础和中国科技五金城是永康五

金产业发展的两个重要支撑点，而

会展业则引领了永康五金产业的转

型升级，其相辅相成、协调运作，使

永康最终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特色

“五金路”。

如果说永康五金产业是这些专

业展会发展的坚实基础，那么展会

则是五金产业发展的“晴雨表”。在

众多展会中，中国五金博览会被大

众所熟知，从1996年开始，作为永康
五金展会特色牌的“中国五金博览

会”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据了解，
第18届中国五金博览会自6月27日
启动以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现

已基本完成。今年在博览会上有电

动工具、日用电器、车类、机电产品

等展区，多年来五金博览会的规模

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升，专业性被

业内人士认可，且在其带动下，在永

康派生出了“门博会”、“装备展”等

一批专业展会。

开拓双重市场
趋向国际化

从面上看，会展带动五金产业

发展，从点上说，会展也为各企业提

供了更专业的展示平台，成为企业

走向内地乃至世界市场的“门面

台”，且多年来展会领航了不少企业

的加速前行。

看看近几年不断攀升的参展报

名率，或许能猜出它对企业发展影

响的一二。记者获悉，2013年的展会
场景比往年更火爆，国际会展中心

11个展馆的展位在8月初已全部报
满，共1883家申报企业。报名企业
中，本地企业占申报总数的56%左
右，外地企业占44%，这些外地企业
基本涵盖全国各省市，主要来自广

东、上海、江苏、山东、福建、湖北、河

北、浙江、辽宁等24个省市。随着五
金博览会知名度的不断提升，组团

参展的政府组织、协会数量较往年

也有所增加。除了本地的参展企业，

还有不少来自韩国、日本的采购团

以及近几年新兴拓展的欧美国家采

购团，永康五金开始走国际化道路。

由于申报展位面积超出了国际会展

中心现有容量，组委会为满足企业

迫切的参展需求紧急扩容，经过最

后审定，本届博览会实际参展企业

1600家，共有特装展位面积1.79万平
方米，标准展位1988个，分别比上一
届增长13%、11%，其余370多家报名
企业因展馆容量限制无法安排展

位。从质量上来说，近年来，博览会

更加注重引导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和

知名品牌企业参展，更加注重参展

企业的形象，也更加注重展品展示

档次。在宣传引导的催化作用下，知

名企业参展数量增加，为展会增添

新亮点。

浙江中国科技五金城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兴旺这样解

读企业对于展会的需求：很多企业

家已经意识到，在市场里、在同一行

业中，竞争已经不是赢在起点上，而

是赢在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更是赢在经济转型期的关键点上。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五金产

业也面临了企业转型升级的选择，

不少企业开始注重内贸、外贸双重

市场，并努力开拓出一片自己的天

地。

亮点不断
驱动企业发展

新一届的中国五金博览会新增

亮点不少，除了参展企业数量增加，

不少知名企业跨入五金展会行列，五

金制造业开始向装备制造业发展的

态势越发明显，特别是汽车业、机械

设备等重工业的比重将明显增加。

浙江省经信委、浙江省工业设

计协会也将组织部分省内外优秀工

业设计企业组团参加本届博览会，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参加展会举办的

省内外工业设计成果展。工业设计

成果展将在国际会展中心设立省内

外最新工业设计成果的展示展区，

并举办设计企业与制造企业的专场

对接等活动，实现工业生产厂家与

设计厂家直接的对接、交流，通过展

会使产品设计、制造、销售联动一

体，强化了博览会带领企业发展的

驱动作用。永康市还将在会展中心

组织召开相关产品设计、工业设计

发展论坛和品牌推进研讨会，这些

新的活动均反映了中国五金博览会

的创新意识。

升级版的永康展会是全面的、

丰富的。据悉，此次还将举办第三届

中国国际商贸发展大会，其中包括

中国五矿进出口商会五金分会理事

会扩大会议、机电商会石油化工装

备与工程分会工作会议、机电商会

与石油化工装备与工程分会工作会

议、与七大商会的行业对接、金义都

市新区图片展、市场和网上采购等

多项活动，颇具看点。

本报记者 任日莹

专业展会奠定永康“五金龙头”地位

枫桥地税为浙商创业创新企业排忧解困

经理人

周建林：坚守“方林梦”
本报记者任日莹

专利转让

本人朱芳政，浙江省衢州市开

化县马金镇人。现有一项关于发动

机双火花塞点火系统的专利，愿无

偿转让,专利类型：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ZL201020268230.3。有意
者请联系 13967021268。

更 正

本报 4580期 19版刊登的稿件
《假货来袭，谁来充当虚拟购物的

3.15？》作者应为李彩香、马海兵、谢
军、本报记者任日莹。特此更正。

地方部

2013年 9月 11日

总部中心

会展中心

近日，诸暨市枫桥税务分局对本辖区内的浙商创业创新企业逐一走访，

深入企业听意见、听建议、听要求；摸清企业需求，摸清项目进展，摸清潜在

税源；为企业成长送服务、送政策、送信心。一是实时介入，与当地招商部门

建立联系机制，从项目签约到落地，及时跟进，做好调研、宣传、辅导，切实掌

握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最新进展。二是全程帮扶，积极与乡镇、国土、财政等各

部门沟通协调，帮助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三是惠在实处，给各

相关企业上门送《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浙江发展政策汇编》一书，宣传浙

商创业创新的各项优惠措施，从税收政策上对该项工作予以支持。

（斯伟峰 赵初阳）

枫桥区落实“枫桥经验”化解征纳矛盾

为了进一步强化税企联系，拉近税企之间距离，加快税收征管进程，近

日，诸暨地税枫桥分局召开了“落实‘枫桥经验’化解征纳矛盾———税企座谈

会”，与会人员包括分局领导干部、企业代表和会计代理，取得了良好效果。

会议中，分局领导首先介绍了枫桥分局上半年税收工作取得的突出成

绩，同时，也指出了目前在税收征管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要求各干部在

接下来的工作中再接再厉，全力完成下半年任务。

随后，企业代表和会计代理代表进行相关发言，说明了企业目前的经济

形势与下半年行业行情，并对目前在税收征管方面的一些意见与建议跟分

局干部进行了深入交流。

最后，分局领导介绍了下半年枫桥分局将进行的一些税收征管措施，包

括与国税加强数据交流，通过工业用电量测算营业收入，并介绍了市政府关

于亩产税收的行业优惠政策。

通过此次座谈会，调节了税企之间的矛盾，加强了税企联系，促进了税

收工作进程，充分发扬了“同心汇聚”的税收精神。 （徐高勇）

牌头税务分局促进“个转企”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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