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王占勇，是销售总公司产权产
籍办的一名产权业务员，自2014年8月
加入卓达集团，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
怨，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没有什么惊天动
地英雄事迹，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业
务员。没加入卓达集团这个大家庭的时
候我就听说杨老板是一个慈善家对员工
非常好，每年定期给员工体检甚至还帮
忙联系让员工父母免费体检，就凭这一
点我觉得我的选择没有错。记得是我刚
入职的第二年总裁召集所有员工检查有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因为幽门螺杆菌
是导致胃癌的元凶之一。总裁鼓励大家
带着父母双亲也检查一下。因为我母亲
20多年以来一直是到了冬天胃就不舒服
一个劲打嗝胃难受。检查了好多次胃镜
也做了好多次就是检查不出原因。因为
有总裁的倡议我也带着父母去医大一院
检查了一下，果不其然导致母亲常年胃
病的元凶就是幽门螺杆菌，正常人的幽

门螺杆菌指数是 100 多，而母亲已经达
到了 2000 多。我们像看到了救命稻草
一样在医院开了 2 个疗程的药，困扰母
亲 20 多年的老胃病自此以后再也没犯
过。

2015年11月公司遭遇了挤兑事件，
我没有因此离开这个大家庭，因为我对
这个大家庭有着别样的感情，我舍不得

离开。2017年产权产籍办在公司扩招业
务员，我有幸加入产权办这个团队。在
产权办同事和领导给与了我很多的帮
助，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我自己觉得
我虽然不聪明但是我会好好学习，笨鸟
先飞。记得今年夏天我负责带领栾城房
管局工作人员进行卓达太阳城阳光国际
房屋竣工测绘，连续一周每天从一层到
33层，一层层的爬一户户的测，每天回到
家连孩子都顾不着抱一抱亲一亲就直接
瘫在床上，累到极点。虽然累但是我从
来不会抱怨，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干
的。几天下来我虽然没有被累到，可是
可怜了我的皮鞋，成功的被我穿开了
口。当时我中午休息赶紧给媳妇拍了张
照片说我需要一双新鞋，媳妇回复夏天
穿开口的鞋凉快。下班回到家看到媳妇
拿着一双新鞋递给了我，此时心情累并
快乐着！

2018年6月我开始负责盛世春天项
目办证工作，整个小区19栋楼2735户业

主。此项目属于政府专项整治项目，长
安区政府要求在 2018 年底完成要求的
出证量，时间紧任务重。在极短时间里
各部门和同事的配合下，现在已有16栋
楼收取完毕各业主的办证资料，计1600
余户。认真细致的整理每一份办证手
续，填写资料录入表格，盖章后分批缴纳
契税、维修基金。（加上房管局的那些工
作）

在产权办这两年学到了很多东西，
与业主沟通交流，与不动产中心各业务
部门搞好关系，处理不同情况的棘手问
题，相信在以后的工作中会学到更多的
东西，得到更大的进步。

虽然从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但
对于老员工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足。在
以后的工作中，决心经常向老员工请教、
学习，工作中勤于总结，尽快把自己完善
起来，不辜负各级领导的关心和爱护，做
一个合格的产权业务员。

在这样的团队中工作 再苦也是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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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生命的绿色通道
无良网媒事件发生后，公司紧急开

通了救助困难客户绿色通道，三年来，共
接收登记 7950 户，家访 3250 户，实际付
款4000多户，为急需资金的大病客户提
供了及时的救济保障。这一措施深受广
大困难客户欢迎，受助客户说：“这是集
团为我们特困客户开通的一条生命线”。

在登记困难救助申请的客户中，确
实存在着生活极度困难，客户或直系亲
属患严重疾病，急需救助的客户。家访
人员根据要求去客户家里实地摸底并慰
问，对照客户提供的申请表和医院开具
的正式单据，结合客户家庭综合状态，给
出救助意见，同时向客户讲解集团各项
政策，使客户了解集团最新发展情况。
例如石门小区某客户，家里儿子因癌症
已去世，目前女儿也因癌症住院，在心急
如焚的时候，家访人员及时上门了解情
况并帮助解决困难，客户表示感受到了
集团对困难客户的态度是真诚的，是诚
心诚意为困难客户着想的。

在家访小组工作期间，也发现了一
些冒充困难家庭救助的申请，在实地家
访过程中，我们通过对客户家庭状态和
客户提供的信息判断，对客户的困难申
请做出了细致深入的调查，筛选出了一
些不符合集团救助的申请，杜绝了此类
资金的支付，保证了有限的资金都用在
刀刃上。例如方村某拆迁户，提交大病
救助申请，家访人员实地摸底工作中发
现，该客户提供的药品大多为保健品药
物，医院开具的证明也是几项常规老年
病证明等，最终家访人员对该客户做出
了不符合救助条件，建议不予救助，按集
团公示统一打款政策处理的意见。

截止目前，每天都有新增救助表登
记，我们绿色通道家访小组会进一步加
强对困难客户家庭的家访、慰问和救助，
切实保证将救助资金支援到真正需要的
困难家庭，做好此方面的节流，为集团在
逆境中的发展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推资产交接，保资金兑付

资本运营办公
室融资主管
李欢

星辰商业中心自2018年4月19日开
始移交，一方面面临着要清退近百家商
户，一方面要在5月 31日前将整个星辰
商业中心在无租户、无纠纷基础上，按时
完成移交，保证资金的顺利到账。

在商户多、矛盾大、时间紧、急需资
金的局面下，资本运营办公室员工李欢
协助交接团队制定了合理计划及措施，
为商户的快速清场奠定了基础。

李欢每天早晨7点工作到晚上7点
多，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请假休息
一天。星辰商业移交中，资料类移交至
关重要，然而资料移交中暴露的问题最
多最复杂，导致资料移交停滞不前，严重
影响整体移交的进度。李欢查找原因、
梳理资料、分门别类、提前将项目现有的
九大类别，几万张资料，完成了移交。

几项资产交接后，又不断出现新的
问题，李欢任劳任怨、积极协调沟通，保
证了问题的顺利解决。

卓达集团优秀员工感人事迹选编——

“有我们在，就有客户的利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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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闫庆振，2008 年 7 月大学毕业
后入职卓达集团销售公司，2017年因工
作需要由销售公司转岗到宋村项目部，
现担任项目营销策划工作。在销售公司
工作的9年时间里使我得到了很好锻炼
和磨练，多次获得集团的认可和奖励。

转岗项目公司后工作性质随即发生
转变，但是我也一直在不影响本职工作
的情况下，积极做之前客户政策服务、日
常维护、引导转房化债的工作。在我协
助办理的众多客户之中，有一位客户让
我感触颇深，分享给大家。

2010年在销售岗位工作期间，有幸
结识集团大额客户张女士，先后陪同张
女士详细考察了集团石家庄、山东、天津
等项目后，对方对企业规模和项目所震
撼。对集团产品也高度认可，先后认购

集团产品达上亿元。通过接触都感觉十
分投缘，在经过几次接触之后，张女士对
集团和我表示了充分的信任。因张女士
平时工作比较繁忙，期间多数手续都是
委托我代为办理，为了方便张女士，我积
极配合，曾多次往返北京、郑州等地与张
女士交流沟通合作事宜，并协助张女士
办理相关手续，交流集团利好发展动态。

在集团遭遇挤兑时间之后，张女士
体现更多的是对集团及总裁的支持和信
任。在详细考察了集团的教育、养老、农
业等产业后，一直在寻找机会，想和集团
在教育产业方面展开合作。地产集团相
关领导也多次和张女士接触、洽谈，最终
于 2018 年初共同达成星辰幼儿园的长
期租赁合作模式，合同额约千万元，并给
予公司新资金支持，现已成功签约，等待

办理交接手续。
今年7月份张女士再次莅临考察集

团太阳城商业项目，并表示了强烈的合
作意愿。同时和集团执行总裁进行了深

入的交流，张女士表示十分理解公司的
困境，认可集团以资产化债的销售模式，
愿意再次认购集团太阳城商业 3000 多
万平米，合同额数千万元，愿意再次追加
新资金约上千万。

以上合作手续办完后，张女士表示
集团在总裁这么好的企业领袖、这个么
团结的团队、这么多优秀的员工的共同
努力下，企业定会度过难关。同时张女
士委托我向总裁表示问候，祝总裁身体
健康。相信集团定会度过难关，再创辉
煌。后期会再次寻找合作机会，进一步
深入合作。

像张女士这样，在与卓达合作的过程
中，实现了事业发展的故事，一直在发
生。相信未来还将有更多的人，在卓达的
事业平台上寻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见证客户与集团谋合作、共发展

卓达集团宋
村项目部营
销策划主管
闫庆振

2018 年 9 月，集团大联销中心工作

人员刘文豪赴安徽阜阳拓展绿色装配式

建筑合作项目，在入住的商务酒店，他发

现有个 10 岁左右的小孩长期在客房楼

道里停留，晚上居然在过道里公共沙发

上睡觉。他上前一看，孩子穿着不合身

的破衣服，长头发乱蓬蓬的，脸上手上脏

乎乎的，浑身散发难闻的气味。现在流

浪儿童可不多见，他觉得挺意外，就到前

台询问底细。

前台的服务人员说，这是个被遗弃

的孤儿，已经在此睡了有半年之久，酒店

老板见他可怜，也没有驱赶他。刘文豪

提出，“现在天这么热，这孩子估计是好

多天没洗澡了，浑身太味了，我想让他到

我房间去洗个澡、住一晚行吗?”

前台工作人员一听，很意外地说，

“你是第一个有这个想法的大善人。不

过这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他可不见

得会领你的情。”“那我就去试试吧。”刘

文豪想了个主意，就走到孩子跟前。

“我是这里的保安，天气这么热，你

不讲卫生会生病，也会影响到客人，跟我

回房间洗个澡吧！”他和气地对孩子说。

这孩子听了，也是半信半疑，望了他

半天，眼中闪过一丝亮光后，起身跟他去

了客房。刘文豪拿出洗漱用品，交待孩

子好好洗干净，又拿出自己的干净衣服，

给孩子穿。小孩子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显然又兴奋又惊喜，就这样建立了基础

信任。

第二天，刘文豪带着这个孩子去超

市买了合身的新衣服，请孩子吃饭时，刘

文豪就慢慢跟他聊天，希望能帮助他找

到父母亲人。可这孩子讲的信息支离破

碎，并不完整。想着自己不能在阜阳长

住，得赶紧想办法，于是他将此情况汇报

给了卓达集团副总裁、大联销中心负责

人陈松，请他帮助想办法。

陈松总得知信息后，立即联系了阜

阳当地媒体介入，希望通过新闻报道，发

动全社会帮助这个流浪的儿童找到家

人。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这个不到

10岁的孩子经历一场恶梦般的生活。原

来孩子的父亲是个生意人，由于近年经

济形势不稳定，经营不善导致破产，这位

父亲经受不住打击，就此失踪下落不

明。遭此变故，孩子的母亲由于压力过

大，再加上债主时常打扰催债，导致神经

受损，最后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一

天半夜，她把自己的孩子赶出了家门，于

是这个孩子一路流浪，来到了这家酒店，

机缘巧合，遇到卓达集团的好心人。

这个悲惨的故事一经见报，引起了

安徽省阜阳市政府领导的注意，随后有

关部门出面，找到刘文豪，将孩子从酒店

接走，安顿到颍州区一所学校就学，吃住

在学校，生活有老师照看。刘文豪这才

放下心来，开始专心拓展项目合作。

经由这件事，反而他走到哪里，都非

常顺利，人们都非常乐意帮助提供信息，

很快与当地一家知名公司鼎鸿钢构接洽

上。路春锋董事长在赴威海考察卓达绿

色装配式建筑产业时，他对陈松总感慨

地说，卓达的员工这么有爱心，可见这是

个负责任的好企业，如今，两家单位正在

密切洽商在阜阳当地，共同发展绿色装

配式建筑产业。

拓展路上播撒爱心

因篇幅所限，本期仅刊登部
分优秀员工照片和事迹。

卓达集团项
目拓展经理
刘文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