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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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来发生了太多令人深深感动的故事，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模范员工。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和合作企业，正陆续来到

这里，要引入我们的装配式建筑，给我们工程项目。他们知道我们遭遇了挤兑，感觉到我们这个团队是一个英雄的团队、了

不起的团队，遭遇挤兑不离不弃，坚持工作。三年来，很多员工承受了一生都没有遇到的巨大压力，经历了最难以忍受的煎

熬，有的被极个别客户不理解、侮辱，但是他们仍然义气风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推动集团事业再次腾飞⋯⋯”

“你们作为集团的中流砥柱、核心骨干，是偿还债务、维护稳定、保护客户利益的功臣，没有你们，卓达走不到今天；没有

你们，广大客户利益也维持不到今天⋯⋯你们是集团最宝贵的财富，更是广大投资人利益的切实保障。这是一支铁打的团

队，有你们在，就有客户的利益在。没还清债务我们会一直努力，而且时间用不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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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份遭遇非法
网媒诽谤后，集团成立了接待
客户小组，我也是成员之一。
在接待客户当中发生的一些
事情，一直到现在我都难以忘
怀。
当时正值初冬，天气干，

加上工作着急，喝水少，我的
嘴唇干裂总是出血。咱们的
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年客户来
了以后，一看我这裂着口子的
嘴唇，先顾不上说他自己的情
况，而是说，“老李啊，你这可
不能病啊，你这嘴唇情况看起
来有一段时间了，不治可不
行，我这有个偏方肯定行。”
第二天，他又来的时候，

带上了那个偏方，有六小包
药，还有膏药和配着的一小瓶
香油。他说：“你每天把这个
药面儿和香油搅拌匀了，往嘴
上抹，七天保证你好。”我一听
挺感激，再三感谢后，我就收
下开始抹了。
因为这个黑色的药面抹

在嘴唇，白天上班不好看，我
就只能晚上抹，而且味道还挺
苦，一抹上了就不能说话。可
能我的病情比较顽固，七天后
裂口并没有愈合，看起来好像
并没有多大效果。
没过两天，这位老师傅又

来了，他仔细看了看说，你这
个是顽症，那也是没办法。正
说这事呢，来了一个中年人，

他看了看说，我告诉你一个偏
方，去买一块肥猪油，先放冰
箱冻下，然后抹嘴上。我听了
非常感激，再三感谢后就照做
了。抹上一段时间猪油，症状
轻了些，可是没过多久，又没
有效重犯了。
这一天，接待了一个女同

志，她给建议说，你这抹芦荟
胶。我听了非常感谢，还没有
来得及去买，第二天，她给带
来了一瓶。我给她钱，她不肯
要。我抹了一段时间芦荟胶，
效果也不怎么好。说话和吃
饭时，撑开了伤口就流血疼，
其他时间好一些，因为工作忙
我也就没再管它。
没多久，接待中我遇到了

一个家住棉纺厂的老中医，他
说，我这有自配的药。第二
天，他给拎来了七小包药，说
“你这是缺乏维生素B2，吃七
天药就会好。”吃了两个月，起
初症状减轻，后来也没有效果
了。
后来，一位女客户了解我

这症状，给带来了两管牙膏状
的芦荟制品，让我两样交替着
抹。我试了一周，一抹上确实
有效果，可是不能停用，一停
又重犯。
有一天，一位青年人见

了说，你这抹上进口的无色
唇膏，一支50元，肯定行。我
还没顾上买，第二天他给就

捎来了一支。同样是一抹就
有用，一停就犯病。这一个
冬天，谁见了都是非常关心，
给推荐了不少办法，虽说症
状总是反反复复，但我非常
感谢大家。
直到有一天，遇上了一位

在博森药房坐堂的老中医，他
一看说，你这是内火炽盛，我
给你开一付中药，你喝上七
天，明天去大药房取煮开的
药。说着话，他从口袋中掏出
来一支药膏，上面印着“老军
医”，当场在我的嘴唇给抹上
了，浅黄色的药膏一抹上，就
渍的生疼。一边抹药，一边喝
了七天的中药，这症状还真好
了。
这期间，还有不少客户提

醒我每天多喝水，有一位客户
朋友一给我微信，就先提醒我
每天喝上七杯水。还有不少
客户经常询问怎么样，治好了
没有，后来他们听说我彻底治
好，和我一样非常开心。
我是打内心里非常感谢

各位客户朋友，因为是他们
帮助我治好了顽疾，更重要
的是，我与他们的交往中，感
受了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
浓厚亲情。从此，我更加用
心工作，希望集团事业全面
好转，与广大客户们尽快渡
过难关，共同迎接新的幸福
生活。

自非法网媒诽谤事件以
来，公司走过了不平凡而艰辛
的三年，作为卓达集团副总裁
（主管卓达山东集团）的常富
康同志在这三年光阴里始终
坚守在工作的第一线，以公司
为家，犹如钢铁般的战士，轻
伤不下火线，在其管理的山东
区域项目，人员精简，团结一
心，干劲十足，三年累计完成
房产销售35.45亿元、项目融
资41.00亿元，反哺总部资金
49.00亿元，山东客户兑付资
金4.90亿元，为地方政府缴税
2.39亿元；带领团队完成香水
海三期复工建设、香水海四期
化债房开工建设、香水海五期
自销房规划，步步为营，狠抓
实干；带领团队率先引进有实
力的国企控股公司装配式产
业，为后续融资及推广销售奠
定良好基础；多次带领团队赶
赴威海、淄博、济南等地日以
继夜的处理客户上访问题，并
与省委相关机构保持了良好
的公关关系。其敬业精神及
突出业绩，深受山东集团乃至
全集团员工认可，并多次受到
总裁及集团执行总裁赞许与
当众表扬，其不辞劳苦、爱岗
敬业的工作事迹罄笔难书，下
面讲述其两个工作事迹以推
崇其优秀。
1 2016 年 11 月 11 日晚

上，特别好记的日子“光棍
节”，因集团总部资金周转需
要，要求以常富康总带领的项
目团队，务必于当日晚上完成
放款3.1亿元。清晰记得，那
些时日他略有感冒症状，但依
旧带病由司机吴元建、项目人
员邵帅陪同奔走于威海、文
登、南海新区三地，协调银行、
地方金融机构等合作机构，并
把各方主要领导邀请到南海
新区现场办公，以确保11日
晚上资金能及时到账。即便
如此，常富康总仍带病坚持，
带领资本人员邵帅、机要人员
田晔、财务人员陈涛认真核实
放款手续，直至晚上11点各
项手续齐全，并完成放款3.1
亿元。为表示总裁及公司诚
意，常富康总邀请银行、金融
机构主要领导及参与人员到
南海新区碧海逸林酒店共进
晚餐，考虑我司工作人员跟着
忙活了一整天常富康总善解
人意安排下属们赶紧回家休
息，第二天听司机吴元建说
“常总昨晚上陪领导们喝的吐
了好几回，并且病情加重略有
发烧”。
事迹总结：常富康总身先

士卒，事必躬亲，勇于担当善
作为，不达目标不放弃，就如
总裁所说“常富康，为英雄模
范式人物，以其巨大的耐力、

毅力和一往无前的精神引领
着整个团队向前发展。”
2 2018年3月，事情起因

为山东项目2018年前为缓解
集 团 资 金 压 力 ，受 总 部
“11116”政策影响，致使山东
出现以淄博、南京两地为主
的客户大规模群体到南海、
威海市、山东省委上访事
件。为有效应对客户上访事
件，3月8号白天常富康向南
海管委及威海市委主要领导
详细深入汇报了企业情况，
晚上11点钟带领威海项目团
队（李朝阳、李军辉、蒋春伦、
郑恒、邵帅等人）出发前往济
南，于次日早晨6点钟抵达济
南，安排管委领导入住酒店
后，常富康总让大家赶紧回
去冲个澡吃个早饭，于7点20
分出发前往省信访局向相关
领导汇报我公司发展现状、
远景规划及下步方案，于8点
20分开始坐镇指挥接待上访
人员工作，于13点30分带队
与客户代表们面对面沟通、
化解问题，于当日18点带队
配合省信访工作人员将上访
群众遣散回家，于19点30分
宴请相关人员以表答谢之
情，期间午饭未食。

事迹评语：爱岗敬业，不
辞劳苦，废寝忘食，恪尽职守，
善于创造条件推动工作开展。

客户待我如亲人轻伤不下火线 率队一往无前

卓达集团党委副书记、卓达河北集团副总裁 李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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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由港湾幼儿园：2495.69㎡，建筑层数为地上
3层，建筑高度为13.15米。销售单价：32000元/平米。

▲3、自由港湾配套小学：9270.93平方米（含架空
层436.43平方米）。销售单价：25000元/平米。

▲4、自由港湾商业街：实测面积5172.27平米。
销售单价：32000元/平米。

▲3、太阳城酒店：总建筑面积13555平米，是一
座五层的公寓式建筑，每个独立单间开间优良，进深
合理，后期可作为写字楼办公。目前该商业业态为快
捷酒店。销售单价：15000元/平米。

▲5、青年城2#地独立二层商业：该项目是青年城
2#地内临街二层商业，占地 88.64 亩，建筑面积共
7562.6㎡，属于高层底商，手续齐全，位置优越，面积大
适合大型商业或者体验银行类商业进驻。
销售单价：15000元/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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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卓达太阳城

▲1、那索风情1栋A座1A04商业：759.28㎡，产
权年限70年。销售单价：32000元/平米。

▲2、自由之邦二期2号商业：1662平米，总高四
层，位于主干道阳光大道西侧，临街商铺，紧邻太阳城
医院，目前该商铺业态为妇科诊所。
销售单价：15000元/平米。

1、太阳城养老公寓：位于
主干道阳光大道西侧，阳光国
际小区东侧，是一期别墅、2008
小区、老年公寓、阳光国际小区
业主商业配套。3层连廊框架
结构，可分割成商场，也可单户
使用，商场、卖场均可。共计
5898平米。目前该商业业态为
卓达太阳城物业总公司，卓达
健康生活体验馆，母婴科普馆、
健康管理中心等。
销售单价：15000元/平米。

▲4、太阳城公司商务楼：共4层。总建筑面积2000
平米。位于汉府别墅北侧、汉唐商业街东侧、医院西
侧。此楼以办公为主，目前一楼已有冶河人民法庭、网
通营业厅、邮政储蓄、腾达供热公司等业态。二楼、三楼、
四楼为单间的办公场所。销售单价：15000元/平米。

荣成卓达体育中心酒店

▲荣成卓达体育中心酒店：酒店位于威海荣成市体育中心南侧，东向美丽大海，西瞰湿地公园，临近滨海公园和海
水浴场。酒店占地5188平米，建筑面积15450平米，层数7层，客房158间。酒店目前为毛坯状态，空间分割自由，投资
或自持运营，即买即赚。销售单价：7000元/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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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