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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智库

为进一步规范登记注册代理市场秩序，近日，北京工商

海淀分局出台了六项措施。一是制定《海淀工商分局规范登

记注册代理秩序工作意见》。从加强对登记注册代理机构的

引导和服务、遏制非法登记注册代理行为、内外联动建立长

效工作机制等三个方面提出 10条具体工作意见。二是做好
对代理机构的引导，提升行业自律水平。采取了开设专用交

件窗口、加强业务培训、设置义务服务窗口、公示代理机构

联系人等创新措施。三是摸底分局周边“黑代理”情况。安排

人员每天收集发放名片、招揽业务人员的联系方式，在分局

大厅显著位置设置“名片回收箱”。四是对收集到的名片进

行详细检查。根据其中印有的代理机构名称，及时约谈机构

人员，要求其限期进行整改。五是通过《致申请人的一封信》

等形式，宣传无资质代理的社会危害。在大厅明显位置设置

“曝光栏”，公示收集到的无代理资质人员的名片，提示企业

办事人员谨慎选择登记代理服务。六是加强内部管理，严格

纪律要求。通过会议传达、自我检查等形式，提高干部的认

识，切实杜绝违反工作纪律的

行为。

北京工商海淀分局
六项措施规范登记注册代理市场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小手表，大时尚”———这已经成

为 20世纪 90年代之后制造商和消费
者解读手表流行趋势的最佳标签，但

这个简单的标签背后却蕴含着丰富的

内涵，并集中体现为文化 (Culture)、功
能（Complication）、工艺（Craftsman原
ship）的“3C”钟表价值理念。而对此，
林志强有着比一般人更早和更为精准

的认识，这是宏源能一直领先，做到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关键所在，而

他也一直在企业内部“布道”，试图让

这一理念融入宏源的基因：

首先，文化是手表之所以存在并

发展的核心动力。而时尚文化被包含

其中的时候，更延展了计时文化的单

一属性，令制造商找寻到崭新的设计

元素，也让消费者体验到文化的跨界

魅力。时尚有时间和空间两个范畴，古

典与现代的元素都能表达时尚的语

言，而东方与西方的元素也能演绎时

尚的节奏，手表因为贴身、耐用（相对

服装、香水等其他时尚产品而言，虽然

它目前越来越具有快消品属性）、精

致、体积小但可塑性大等天然属性，成

为时尚最经典的载体，同时也可以说

是最包罗万象的载体———比如汽车、

航空甚至星座这些多元的文化，都能

够体现在方寸之间的手表之中。可以

说，时尚表业天生具备广阔的前景。

其次，功能是手表体现技术创新

的根本所在，而创新无疑又是促使一

个企业不断发展的核心动力。不同的

生活方式需要各类表款，比如日常佩

戴的手表体现日历、星期的实用，休闲

运动的手表附加多功能计时的参考，

出国商旅的手表展露时区功能的便

捷，排队聚会的手表需要纤薄精致的

优雅……当时尚的生活方式成为现代

人的常态，时尚手表与我们的距离也

越来越近。这又使表业时尚化成为可

能。

最后，工艺是手表突出审美设计

的必要之法，包括造型、色彩、构图等

元素的表壳、表盘设计与外观材料，如

果没有各类专业工业的运用，时尚之

美将无从谈起。这样的表款不是以简

单的视觉美来取悦佩戴者，而是充满

了把握时尚脉络、诠释时尚内涵的工

艺之美———每一个细节都不是凭空而

来，都是深思熟虑后的千锤百炼———

虽然手表的基本功能是计量时间，但

是赋予现代生活内涵的时尚表款，却

能够穿越时光，抵达人们的内心深处。

此时，手表已经不仅仅是一件工具或

把玩之物，而成为人们附着了情感和

性灵的精神寄托。

宏源能够做出出色的业绩，归根

到底，是因为有一群“宏源人”。这是

让林志强引以为自豪的，也是令业界

敬佩的一个坚强团队。

宏源的管理团队很稳定，培养了

一批骨干，但同时又注重引入新鲜血

液，用“空降兵”来不断“杂交”和优化

企业文化，而且彼此间的融合大于冲

突，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用其中的代表人物王泽生的话

说，宏源的成长道路犹如他自己人

生道路上的体悟。王泽生曾任中国

钟表协会技术顾问、瑞士天梭表（中

国区）售后技术总监，前年加盟宏源

成为 Time2U 技术顾问。早在中国钟
表技术协会时，王泽生就与宏源有

着多次交道；而对 Time2U，更可以说
是“看着长大的”，所以感悟也格外

多。

“1959年我转到北京上学。在通
州第一次看到了火车，火车真大，跑

得真快！比起以前见到的牛车、马车，

火车的能量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我

又一次心情激动，这是第二次观念转

变，‘火车’比牛车厉害得更多！”

谈到今天的宏源，王泽生说：“董

事长带领全体员工，企业要升级，就

要转变传统观念。就像‘火车头变成

动车组’一样，让‘每一节车厢都有动

力’。调动起所有高管和员工的积极

性，让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狠抓管

理，向管理要水平、要效益。宏源需要

成功，宏源也一定能够成功，我助宏

源一臂之力。”

毫无疑问，正是有了一群有责任

感、有担当、有专业素养的员工以及

像严总、王泽生、张漳州这样爱企业、

愿意为企业无私奉献的管理团队，宏

源才能够在市场上攻城拔寨，攻无不

克、战无不胜。而将他们维系在一起

的，是宏源的精神、宏源的文化，也是

创始人林志强身上一直具备的一种

情怀。

愿有梦想的宏源与梦想一起飞！

当然，再好的想法也需要执行，再

美好的前景也需要一步步走近、实现。

企业需要高瞻远瞩，更需要落地生根。

宏源想到的落地之法很朴素———

狠抓质量。

这当然并不罕见，很多企业都喊

出过“质量第一”的口号，但能做到、尤

其是持续做到，是考验一个企业管理

水平、尤其是内部控制水平的绝佳标

尺。对此，宏源毫不含糊。

从 2009 年面世起，Time2U 一路
高歌猛进，经历了超高速发展，从不为

人知迅速扩张到几千家店面。但越是

在一片喜人的大好形势下，越是要提

高警惕，切不可“萝卜快了不洗泥”，放

松质量控制。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产

品是否合格的问题，还会牵扯到售后、

返修、口碑、市场推广、乃至经销商队

伍稳定等等一系列问题，牵一发而动

全身。与其到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

缪，将一切隐患排除在出厂之前。

同时，宏源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财力进行生产改革。2011年，公
司正式聘请中国钟表协会前技术顾

问、瑞士天梭表（中国区）售后技术总

监———王泽生老师作为 Time2U 技术
顾问，并且在 2011 年底专门成立了
精品装配生产线，该精品装配线系全

无尘土车间建造，公司同时购置了最

新的检测仪器、装配工具、QC 设备和

瑞 士 标 准 的 高 级 装 配 桌 椅 用 于

Time2U 的生产和品管控制。与此同
时，宏源还成立了直接受总经理领导

的品管部，对 Time2U 手表品质全程
跟踪、抽查、检验，以加强对生产部门

产品品质的监控，并严格保证其权威

性和独立性，以客观中立的姿态对品

质负责。

2012年更是被宏源列为产品“品
质年”，要求以全公司的力量一起来提

被升 Time2U的品质水平，进一步凸显
了对产品质量的重视。用品管部张漳

州的话来说，产品质量之于企业的重

要性就好比一个人的心脏，“心脏是人

体重要的一个器官。只有维护好，有一

个健康的心脏，才会有健康的体魄。产

品的质量犹如企业的心脏，只有严把

质量关，提高产品的质量，才能使企业

屹立于市场之林。”

因此，质量在宏源被提高到生存

的高度，是第一重要的问题，公司从上

到下总动员投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

质量“运动”中。但它又不是一阵风式

的短期行为，而被作为战略在宏源长

期执行———只要人人都有信心，人人

都重视，产品质量必将稳定中不断提

高，公司就会有一个“健康强壮”的体

格来抵抗激烈的竞争压力，在市场中

搏击、生存，完胜对手，直至脱颖而出，

最终达成公司的愿景。

———一家外贸加工企业的品牌转型之路

绿植、花圃、草坪、高净度的车

间、最先进的设备、繁忙有序的流水

线和一般工厂给人的印象不同，福建

宏源表业有限公司的厂区是“花园

式”的。

这来自宏源创始人林志强的精

心设计。

园林设计出身的林志强在自己

创业的企业里实现了求学所得，这成

就了宏源的特立独行，甚至是鹤立鸡

群。在很多企业满足于偏安一隅时，

宏源将目光投向了全球；在行业内的

大多数企业热衷于贴牌制造时，宏源

又开始进军自有品牌。

于是，宏源收获了这样的战绩：

指针式石英表外贸领域出口额连续 7
年保持全国第一；成立为止设计生产

过 20000多款手表，在国内钟表企业
中首屈一指。

2009年，宏源自有品牌 Time2U
亮相全国多个商场和超市。2013年，
Time2U 的销售网点已达 1000 多个，
遍布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覆盖百

货、购物中心、商超、专卖店等多形式

的零售业态，俨然已有中国时尚手表

第一品牌之姿！

宏源表业：从实用到时尚的超越

本报记者 施管高

战略———前瞻

执行———落地

未来———腾飞

为让国人也能吃上纯正的和牛肉，日前畜牧专家引进澳

洲和牛纯血胚胎，与北京中加合力董事长武保安共同成立怀

柔养殖基地，在西直门金贸大厦创建了和牛的品鉴场所，做足

民族品牌这一大文章。据记者了解，不久前，日本 NHK电视台
为拍摄《什么可以和日本和牛相媲美》的专题片，经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对“北京和牛”进行了专题采访，这也是对

“北京和牛”民族品牌的认可。据武保安透露，“北京和牛”冰鲜

肉礼品盒将会投放市场，春节前北京消费者就有望在家门口

品尝到世界顶级牛肉。 （小杨）

北京和牛打造民族品牌

由中华女子学院和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共同主办，主题

为“开发与利用女性人才资源—挑战、创新、发展、梦想”的第

二届中国女性人才资源开发与利用国际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召

开。全国妇联、中国人才研究会、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及各行业

的女性人才近 400人参会。研讨会结束，北京市妇联副主席周
志军、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吴秀萍、70余名女企业家和
首都 13所高校师生出席了北京女企业家助推女大学生就业
创业讲师团启动仪式暨座谈会, 就目前女大学生广泛关注的
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第二届女性人才资源开发与利用研讨会召开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唐任伍 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方式

企业文化竞争力的作用，更主要

的体现在用文化聚集人才，培育企业

的精气神上。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以人

为本、尊重人的感情的文化，具有强

大的凝聚力，它融汇到企业中，在企

业中形成一种团结友爱、相互信任的

和睦气氛，强化团体意识，使企业职

工之间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同时也容易吸引优秀人才加盟企业。

大凡优秀人才，他并不仅仅看重某个

企业的待遇、福利，而更看重的是企

业的文化氛围和价值观，看有没有能

够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有一个跨国

企业专门对优秀人才作过调查，问卷

他们在企业中最重要的追求是什么，

大部分的回答是追求在整个职业过

程中是不是被信任、被重视和被重

用。信任、重视与重用，这三个因素已

经成为员工在组织活动中的考查指

标。好的人才像海绵，他们希望在工

作中有学习、有成长。企业的“上上

策”是“文化留人，感情留人，从心做

起”。

品牌战略与营销广告专家

翁向东 贴近顾客做消费者的知心虫

由于国内绝大多数品牌还谈不

上了解消费者，更谈不上做消费者的

知心虫。因此，大老板和市场总监们，

多多离开你的五星级写字楼，去市场

第一线和零售终端，与你的顾客保持

紧密接触，你才有可能深入地了解他

们的内心世界和潜在需求，为产品和

服务的改进提供第一手鲜活、翔实的

信息；偶尔也去乘乘公交车、吃吃大

排档、到集贸市场找人聊聊，了解芸

芸众生的购买心理。迪斯尼的高层领

导每年必然有两周时间到第一线当

服务员、导游员、售票员；张瑞敏经常

签名售机与顾客贴近，还让顾客有一

种受重视的感觉。

企业战略管理专家

白洪山 用好绩效管理这只“抓手”

要想让绩效管理这只“管理抓

手”抓的有力、抓出业绩，在能够确保

充分发挥企业现有资源、员工创新能

力的同时，协同实现个人绩效、部门

绩效、公司绩效三个层面的共同效

果，必须解决两个问题：1、员工有完
成绩效目标的“动力”；2、各级员工的
“动力”能传递到市场上。“动力”问题

解决的好，是发展能力强的企业的共

性特征，也是国内民营企业之间老板

智慧、老板胸怀差异的高度体现，是

一家企业能否创新突破、持续成功的

内在原因；必须建立有效的“动力传

动系统”来保证方向的正确、路径和

过程的有效、动力投放的协同一致，

才能够实现整合企业资源、协同员工

行动、实现绩效目标，通过持续改善、

不断提升组织的市场竞争力。

北京河南企业商会会长

姜 明 用对方法落实计划

落实计划，完成任务。有计划没

行动等于零，有落实没完成等于零；

目标的生命力在于实现，计划的生命

力在于落实。落实计划是常量，落实

重于泰山。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如何

落实？关键是靠人，靠言必行、行必

果、实其言、行胜言的员工，靠重诺讲

信、责任诚信的员工；关键是靠项目，

靠企业的每一个项目负责人领导下

的项目团队！靠我们员工的一种拼

劲，人争一口气，华山一条路，在逼迫

中成事，在绝境中成事，以每一位员

工的计划落实，实现企业的大目标。

日前，361毅中国排球联赛 2013—2014赛季（以下简称“排
球联赛”）于深圳拉开战幕。本赛季，361毅与排球联赛再度携
手，共同打造精彩体育盛宴，助力 34支劲旅承载梦想，迸发激
情，延续对运动的多一度热爱。

作为排球联赛独家冠名赞助商，携手大赛 4年来，361毅不
遗余力地推动赛事发展。本赛季 361毅以“因热爱，而无惧”为
主题，激励新生代运动员传承排球精神，无惧考验与挑战。在

专业运动装备方面，361毅为本届排球联赛量身打造“星耀”系
列装备。根据排球项目肢体运动特点，比赛服采用 3D人体剪
裁技术与精细拼接手法，结合动感、概念化造型，减少运动束

缚性，提升运动自由度。战靴设计采用超轻耐磨 MD大底结合
TPU 中桥系统与扭转点等技术，增强稳定牢固性的同时提升
前掌与后跟传导功能，帮助运动员在赛场保持最佳竞技状态，

发挥最大潜能。一系列创新科技运用于大型专业赛事，表明了

361毅在专业运动产品研发上的超高专业化水平。
361毅矢志推动中国排球事业实现新飞跃，不仅整合全球

科技全面装备排球联赛，更是全力整合社会各界资源，在服

务、传播等方面为赛事提供强力支持及保障。对此，361毅总裁
丁伍号表示，361毅致力于成为全球令人尊敬的品牌典范，一直
以来全力推动中国乃至世界体育的发展。361毅希望以排球联
赛为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和关注排球运动，让热爱、关心、支

持中国排球的社会各界能够通过更多渠道、更多方式，以更多

形式助力联赛，更希望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共同推动中国排球

事业步入更高的阶梯。

361°中国排球联赛
（2013—2014）开赛

陈芳 洪雅如

361°新闻

日前，由中华商标协会、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全国台

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台湾商业总会联合主办的 2013海峡
两岸（苏州）品牌博览会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来自波司

登、爱国者、好孩子、清华科技等数百家品牌企业都参与这一

盛会。据悉，品博会将以“提升品牌价值共创民族品牌”为主

题，打造一个立足大陆市场、面向亚洲、覆盖全球、加快转型升

级步伐、展示企业发展成果、促进两岸企业深化合作、共铸民

族品牌的专业博览会。

2013海峡两岸（苏州）品牌博览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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