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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年
不知不觉，2016年已经走到了尾声，2017，正扑面而来！

300多个日夜更替、岁月轮转，总有那么一些瞬间、一些数字、一些人，烙在2016的年轮上，让我们记忆深刻，无法忘怀。

这一年，我们扬帆海上丝绸之路，金正大肥料香飘泰国。这一年，我们五赴以色列学习取经，探究科技农业创新之源。这一年，我们实施

“创客”计划，为农民搭建创新创业创富平台。这一年，我们为广西、安徽灾区捐款捐物，为灾区群众送上爱心肥料。这一年，行业首部产业

白皮书正式发布，金正大引领缓控释肥产业十年发展。这一年，我们成功收购德国康朴、西班牙Navasa公司，国际化和海外布局迎来新的里程

碑。这一年，金正大参与起草的控释肥料国际标准颁布实施，填补了世界肥料行业的空白。这一年，新疆普惠基地建成投产，金正大全国布局

更趋完善。这一年，高产王评选活动如火如荼，高效示范田建设有目共睹。这一年，服务理念深入人心，全体金正大人吹响了营销转型的集结

号……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16年已拓上历史的印痕。奋进2017，金正大人怀揣着前行的勇气和梦想，全员聚力服务、推动营销转型。董事长

万连步说：这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最紧急、最迫切的问题，最大的挑战和最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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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我们一起走过
2016年渐行渐远，站在岁末的路口，小编带您一起，对公司的热点事件进行一次梳理和回顾，看看有哪些事情值得我

们关注、回忆，一起来回味那些难忘的瞬间和记忆。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金正大泰国办事处成立
1月10日——12日，2016年金正大战

略合作伙伴年度峰会在泰国召开，金正大

泰国办事处正式成立。期间，由金正大集

团、复合肥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中美缓

控释肥研究中心、泰国巴威集团等共同主

办的国际农业与肥料发展论坛在泰国普吉

岛举行。

董事长万连步参加全国两会

3月5日，金正大集团董事长万连步履

行全国人民代表职责，赴京参加全国人大

十二届四次会议，并参加下午山东代表团

分组会议讨论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携手巴斯夫开展战略合作
6月23日，金正大和巴斯夫宣布将合作

推出面向中国农户的新型肥料产品，该产

品采用巴斯夫最新的力谋仕创新技术，有

助于防止化肥使用过度，帮助农民提高产

量。

控释肥料国际标准颁布

8月25日， 控释肥料国际标准颁布实

施研讨会在京召开，由金正大主要参与起

草的控释肥料国际标准颁布实施，标志着

我国控释肥技术取得了国际领先地位，拥

有了制定世界规则的话语权。

袁隆平院士到金正大考察
10月9日，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中

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到金正大集团考察，

袁隆平院士回顾了与金正大多年来的合

作，并题词寄语金正大“创新为魂 服务三

农”，勉励金正大研发出更多科技成果服

务于农、利惠于农。

召开第八届感恩父母团拜会

2月4日，集团召开第八届感恩父母新

年团拜会，集团各系统员工父母及员工代

表300余人欢聚一堂，为员工父母发放亲

情工资500余万元，号召员工常怀孝顺之

心和感恩之心，努力工作回报父母。

收购德国康朴公司

金正大出资1.1亿欧元收购德国康朴公

司（Compo GmbH）100%股权，对金正

大在产业链延伸、产品线丰富、服务转型

升级、国际市场开发、国际品牌塑造等方

面，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首部缓控释肥产业白皮书发布
5月28日，“中国缓控释肥10年发展

峰会暨产业白皮书发布”活动在北京召

开，由金正大集团、中国磷复肥工业协

会、缓控释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单

位联合起草编制的中国第一个缓控释肥产

业发展白皮书正式发布。

爱心农资助力灾区重建
7月26日，装载着救灾物资的大卡车从

位于安徽省长丰县的安徽金正大基地驶向

了安徽省重灾区望江县、枞阳县。安徽金

正大捐助的价值30万元的肥料物资陆续发

放到一线灾民手中，这批爱心肥料将会用

于恢复灾区的农业生产。

构筑农业电商发展生态圈
9月20日，金正大集团旗下企业农商

一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陕西省商务

厅、西安市商务局、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

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16中国西部电子商

务发展大会农业电商发展论坛在西安召

开。

荣获“2016中国社会责任杰出企业奖”
12月2日，2016中国社会责任公益盛

典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鉴（2016）》

发布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金正大

荣获“2016 中国社会责任杰出企业奖”。

该奖项旨在表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际

践行社会公益中具有典范意义的突出企

业。

年度营销战略峰会在深圳召开

1 1 月 2 2 日 ， “ 在 一 起 ， 成 就 伟

大”2017金正大年度营销战略峰会答谢晚

宴在深圳举办。金正大全国800余名合作伙

伴和业务精英参加了晚宴，共同唱响“春

天的故事”。 12月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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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万块示范田
一年前，在泰国召开战略合作伙伴年度峰会期间，金正

大“全球万块示范田”项目正式启动，一年以来，通过交流学

习、资本输出、科技合作等方式，金正大国际化的脚步越来越

快。在以色列、泰国等国家的示范园建设，受到了当地种植业

主的广泛好评。未来金正大的全球试验示范田，不仅仅是一种

新型肥料产品的展示，也是全套营养管理方案的输出。

高产王
从济南到青岛，从山东到河北，2016年，金正大我是高产王

评选活动在全国开展的如火如荼，苹果高产王、樱桃高产王、草莓

高产王……一个个高产创富的典型层出不穷。高产丰收是农民的梦

想，也是金正大一直坚持的农业梦。我们相信，在2017年里，金正

大的作物营养解决方案，还会帮助更多农户实现高产丰收的梦想。

全员服务营销
面对行业发展困境，在2016年的最后一个月，金正大提出

了“全员聚力服务、推动营销转型”，并展开全员服务意识的

大学习大讨论。董事长万连步说：这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最紧

急、最迫切的问题，最大的挑战和最重要的任务！

社会责任
同样是在2016的岁尾，金正大荣获“2016 中国社会责任杰

出企业奖”，这是对金正大服务三农、追求绿色生态农业的认

可。一年来，在企业发展的同时，金正大捐资助学、科技扶贫、

开展“农化服务万里行”、不断加强职业农民培训，积极投身各

种社会公益活动，因为我们始终记得一句话，责任是我们的生存

方式。

国际化
2016年是金正大国际化发展步伐最快的一年，从并购德国

康普到收购西班牙Navasa公司，从五赴以色列取经到开展国际

农业培训，从成立泰国办事处到携手巴斯夫开展战略合作……

金正大国际化发展的步伐一步一个脚印，走的坚定而执着。

标准化
作为控释肥料国际标准主要起草单位，金正大明白，要融入

世界舞台，只有制定国际标准，将金正大的技术和经验固化，进

而抢占国际市场话语权，才能将具有我国优势、特色的肥料技术

和服务推向国际。世界需要中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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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金正大以1.1亿欧元

收购世界知名肥料企业德国康朴公

司，在业界引起极大反响，为实现

“世界领先的植物营养专家和种植

业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愿景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

5月28日，“中国缓控释肥10

年发展峰会暨产业白皮书发布”

活动在北京召开，2006-2015年是

中国缓控释肥发展最快的十年，

金正大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缓控释

肥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整

个历程。

在7月13日发布的2016《财

富》中国500强排行榜上，金正

大排名等300位，这是自2011年

以来连续第6年上榜，实现了从

457名到300名的跨越。

2 0 1 6年前三季度（1—9月

份），金正大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74.17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1.27亿元，在行业

整体态势低迷的环境下，实现产销

量与业绩的双增长，继续保持行业

领先。

2016年，金正大爱心助学金连续发

放11年，资助员工子女1925人次，累计

发放助学金900余万元。

在走出去的同时，金正大充分发挥自

身在科技、品牌、产品、渠道等方面的综

合优势，开展国际农业培训，输出自身的

先进技术、产品和管理经验。2016年，与

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合作开

展国际环境保护与农业发展研讨培训班4

次，来自东南亚、欧洲、美洲、非洲等20

多个国家200余人参加培训。

以色列是科技农业发展的典范，

农业节水技术世界领先。金正大每

年组织行业专家、种植大户等到以

色列进行现代农业考察交流活动，

以“以中农业交流合作中心”为纽

带，助力水肥一体化、高效农业种

植技术在中国的应用推广，2016年

完成第五次以色列之行。

1.1亿欧元
10年

5次

20国

300位

174.17亿元

1925人次

盘点2016

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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荏苒光阴中，又是岁末令

人激动的时刻，在不经意中已来

公司一年有余，记得《琅琊榜》

小说中有一句通俗而又经典的句

子：已经动过的心和已经错过的

岁月，都像逝去的河水，永远无

法倒流。就这样，2016年悄然流

逝，2017正迎面走来。

2016年对于我而言，可以说是

转折的一年。回首这一年，如同坐

在高铁上看窗外风景，短短365天，

是是非非迅速的从视线中掠过。

2015年7月，从律所来到企

业，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司职

员，在每天的工作中成长与学

习，习惯了律所高强度的工作节

奏，企业工作的常规性与拘束性

多少让自己有点无所适从，日子

一天天过去，一路走来，一路成

长，一路收获。

还记得刚来公司的前几个

月，正值套餐肥推广期，经过短

暂的新员工培训后便投身市场支

持营销会议。来到市场一线，泡

在田间地头，为了抓住宣传的最

好时机，清晨天蒙蒙亮便起床，

简单开过晨会做好任务分工后，

便下到田间地头钻大棚，炎炎酷

暑下汗流浃背，挥汗如雨，那是

盛夏劳动的果实。在这烈日酷暑

下与同事们说说笑笑，体会到了

工作乐趣的同时并亲身体验到了

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也终

于明白原来平凡的岗位也可以产

生无数喜悦，的确，对于企业的

大多数员工来说，都是默默无闻

的普通人，没有惊人的业绩，没

有耀眼的光环，平时也许不善言

辞，非常的平凡，但就是在这些

普通员工身上我感受到一种敬业

奉献的执着追求。

作为公司的一员，我由衷的

感到骄傲，在共同的努力中，我

们都已完成了自己人生的转折，

从现在起我们将可以成熟、理

智、自豪的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

上从容的面对一切工作与生活，

面对自己的人生梦想。

提到梦想，很多人会觉得

好遥远，其实，每个看透现实百

态的人，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永

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他们觉

得，梦想只属于小孩子，在成年

人的世界里，只存在利与弊，得

与失。梦想这东西，要是从一个

成年人的嘴巴里说出来，就会给

人当笑话。我想用晚晴姐的一句

话来反驳：被人嘲笑的梦想才有

拼命实现的价值，我们无法选择

自己的出身，但是我们的努力程

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生

存状态。如果梦想真有那么容易

实现，那它就不再宝贵和难以触

及了。  只要梦想还没有给完全

扼杀，只要梦想还在心中，只要

你敢说你还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梦

想，那就有实现的可能。你的每

一次的努力，都会缩短和梦想之

间的距离。也许需要比较长的时

间，但是请不要老是自我否定，

人一生也就活一次，不搏一把，

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行？

我始终坚信，企业不仅是我

安身之所，更是我展翅腾飞的基

石。努力不仅需要积累、沉淀，

更需要坚持，可能你暂时看不到

它的即刻回报，但也不要灰心，

只要保持持续的热情和专注。剩

下的，时间会全部还给我们。

2016年，有开心到想让时

间凝固的时刻，也有失意到没有

勇气面对明天的时候。人生因奋

斗而升华，生命因梦想而美丽。

我想，之所以会有“新年”的存

在，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需要契

机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吧。对于

活在当下的我们而言，过去的已

经过去，把握好当下才可以串联

到你想要的未来。2016年能遇见

你们，真的很幸运，2017，愿我

们随梦想相伴，一路前行！

（临沭公司市场管理部 孙成秀）

冬去春来，寒暑易节。转瞬间，

新年迈着轻盈的脚步缓缓走来，我们

在期待、奋斗和繁忙的工作中度过了

可圈可点的一年。

作为营销系统一线的战士，紧跟

公司的节奏与步伐，坚定信念始终如

一，工作开展井然有序，硕果累累。

创客的招募有条不紊。作为贯

穿2016年营销系统重点事项，面向市

场，深受农民的喜爱与赞扬，该活动

在“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的背景下，

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套餐肥的推广如火如荼。从黄土

高原到汾河平原，从会场到田间，从

大田区到经作区，都有我们营销战士

坚实的身影，脚踏实地，一丝不苟。

农民会的开展如火朝天。这仍

然是我们开拓市场的尖刀，常胜不衰

的法宝。从清晨到黄昏，从几十人到

上百人，从春寒料峭到烈日炎炎，我

们始终面带微笑，披星戴月，孜孜不

倦。

“不畏浮云遮望眼，吹尽狂沙

始到金”，我们坚信“天上不会掉馅

饼”。2017年在公司的指引下，我们

撸起袖子，快马加鞭，只争朝夕，我

们“世界领先的植物营养专家和种植

业解决方案提供商”的伟大愿景就会

早日实现！  （菏泽公司   李方德）

整理了一下零零落落的心情，不

知不觉2016年过去了，回首这一年，

似乎平淡，而又似乎难忘，那一天

天、一幕幕，仿佛依然在我的面前；

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仿佛发生在昨

天，可是昨天早已不在。这一年是思

绪万千的一年，是自我反省的一年，

是梦想更加清晰化的一年，也是写下

希望、自我挑战的、攻坚克难的一

年，更是满载丰收的一年。

不知不觉，已走过了一年，在一

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度过了我大学的

最后一段时光，充满回忆的四个月，

一群年少轻狂的少男少女享受着最后

的疯狂，挥霍着我们的人生，满心憧

憬着未来的幸福生活，从生活了四年

的大学，再到陌生的工作环境，又到

了一个新的站台，回首走过的路，无

数的记忆又重现在眼前，无数的点点

滴滴有翻腾在脑海。

过去的一年，像一本书，记载着

我在时间道路走过的每一天。这条道

路，时而宽阔平坦，好象前方是无限

的光明；时而泥泞艰难，好象前方是

荆棘丛生的黑暗；时而鲜花飞舞，风

景优美，告诉我什么叫成功；时而乌

云滚滚，风雨交加，让我尝到了失败

的苦果。这条道路让我知道了酸甜苦

辣咸的真正含义，因为丰富的人生，

就需要这些不同的味道。

     （辽宁公司财务部  王放）

2016年春节过后，我调入贵

州接待中心，有幸成为金正大诺

泰尔公司的一份子，初来公司，

很多同事都跟我说接待中心是如

何如何的不好管，当地人对工作

是如何如何的不配合，听到这些

心理确实有一些忐忑，但是还是

抱着希望踏上了工作岗位。

慢慢的，当我对大家熟悉了

才发现，他们的身上一样闪着金

子般的光芒。厨房的阿姨较多，

她们虽然都是普通的农村妇女，

文化水平不高，甚至还有不识字

的，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但是

她们认真好学的态度让我对她们

刮目相看：

大餐厅的菜品都是这些阿姨

们的杰作，每一餐都会让大家吃

的喜笑颜开；宋大姐从来没接触

过做蛋糕，每天早上早早来练习

抹奶油、裱花，下午大家都下班

了还在学习烤蛋托，就是她这种

学不会不休息的态度让她在短短

的半月内能够制作出漂亮的生日

蛋糕。

前厅的费家姊妹花，她们的

热情让我感受到虽然离家很远，

却同样有家的温暖，她们对工

作也是一样的认真，8-10月份

是公司营销两看一送最忙的时

候，可就在这个时候她们的父

亲被查出来有肺癌，一方面是

老父亲的病情，另一方面是公

司的客户接待， 因为服务人员

少，工作量大，她们一方面要照

顾患病的父亲，另一方面还要做

好公司的接待，在这样的情况下

硬是没耽误公司的“两看一送”

活动。             

宴会厨房的袁斌，也是一

样对工作认真负责，大厨休假期

间突然迎来了客户参观的第二高

峰期，而另一名厨师岳母突然去

世，也需要休假，是他领着一个

职工餐厨师白天、晚上的加班，

连值四五个早班，硬是把每餐

七八十的接待抗了下来，圆满完

成了接待工作。

在接待中心像他们这样努力

工作的事迹比比皆是。

这一年，贵州接待中心在

大家的一致努力下，在管理体

制、服务创新、团队建设等方面

积极进行改善，特别加强关注一

线职工的文化生活，增加平价外

卖窗口，足不出户便可购买水果

饮料等商品，每周末开设“欢乐

影院”，丰富业务文化生活；新

增投币洗衣机一处，方便员工洗

衣；加大生活区环境绿化、增设

园区广场音乐，提高了生活区的

和谐氛围，为广大职工们创造了

一个温馨大家庭的工作环境，为

贵州公司的后勤服提供了强有力

的保障。

我们的岗位和很多同事一

样，没有站在风口浪尖的第一

线，但是当我们的接待任务能保

质保量完成的时候，当公司业务

平稳运行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客

户喜笑颜开消失在我们面前的时

候，我更加感觉到了平凡的真谛

和幕后服务者的喜悦，感受到他

们带来的改变！

（贵州诺泰尔公司  王惠）

感恩有你

继续前行

味 道

2017，请站在梦想的最高处

改变，从点滴开始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瞬

间，16年的尾巴不见了，17年已

敞开怀抱飞拥向我们。16年，有

过风雨婆娑，有过荆棘满路，更

有过欢声笑语。回首望去，工作

中的点点滴滴，好多好多。真想

对16年说一句：你慢点走，让我

再好好看看你！

一年前，我来到了金正大，

并且有幸被调到了诺贝丰质检

科，成为一名化验员。那时，诺

贝丰化验室刚改建完成后使用不

久，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陌

生的。但是，我没有过多地去踌

躇，去仰望天空。时间紧，任务

重，于是我背起了行囊，踏上了

诺贝丰这趟列车，向远方疾驰而

去。很快，我便适应了这种快节

奏的工作，当然，这少不了质检

科的这些兄弟姐妹们的帮助，一

路上有说有笑，一路学习，一路

收获。

还记得那一次的“质检大

比拼”活动，经历了一年多的

学习，也该是我们大显身手的

时候了。我们几个那是“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各自拿出

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操作技

能，来个一决高下！经历了一

番 “ 厮 杀 ” 后 ， 结 果 难 分 伯

仲。但是我们收获了很多，切

磋了技艺，交流了心得，使我们

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

正，为自己的人生之路又添了一

块砖、一片瓦。

还有好多好多，16年就这么

过去了，真有点不舍，但是希望

就在前方，让我们向16年挥手作

别，拥抱17年吧。17年我们也将

会风雨兼程，同舟共济，与诺贝

丰同发展、共命运！

（诺贝丰质检科  胡文官）

嘿！

你慢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