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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金正大集团隆重召开了“全员聚力服务、推动

营销转型”专题研讨会、动员会、誓师会及培训会，可

以说这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转型大会，是一次凝聚

人心、与时俱进的转型发展路上的关键系列会议，也是

一次振奋精神、催人奋进的动员大会，奏响了金正大人

服务转型奋进发展的最强音。

新形势下，服务转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

破解行业困境、金正大保持快速发展、与赢得下一轮优

势的的必然选择。面对风起云涌的新一轮社会及行业变

革，如果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

动，错失发展机遇。18年来，金正大的服务取得长足发

展，但距公司发展及客户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如何快

速从意识到行动变起来、动起来，干出成效，无疑是每

一个金正大人都必须深思的命题。这就需要将此次会议

当做一次动员令，深入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在新的一年

里，就像习主席所讲的那样，“撸起袖子加油干，俯下

身子，甩开膀子，为新的目标而努力。”

金正大营销从单一服务到全程服务任务繁重，千

头万绪，这就需要在具体的工作中，充分发挥各单位的

优势，发挥金正大人的智慧和才智，把会议精神当作一

次集结号与冲锋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心聚

力，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拧成一股绳，形成金正大服

务转型的强大合力。

在金正大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里程碑节点，团队

与个人都要特别注意立足本职工作提升专业能力，提升

协作能力，提升综合能力，这是服务营销转型的首要要

求。这就需要将此次会议当做一次加油站，从中吸取前

行的知识、动力和能量，在新的一年里，制定科学的工

作及学习计划，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确保各项工作有计

划，有步骤，有成效。

“知行合一，行胜于言。”转型，不只是口号，更

是行动。如果不想干、不敢干、不会干，蓝图再清晰、

方向再明确，也难以把新理念转化为新成效。服务转型

能否贯彻下去，落实下去？根本在于全体金正大人的真

抓实干。金正大的服务转型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也

是一个逆水行舟、爬坡过坎的考验期，新阶段一旦松

劲，就可能陷入停滞徘徊，甚至滑坡倒退。全体金正大

人都要树立长远目标，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大兴

真抓实干之风，从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在完善思路上下

功夫，在细化措施上下功夫，在抓好落实上下功夫，真

正干在实处，干出实效，干出实绩。

新的一年，新的起点。在这个春天里，在金正大服

务转型奋进的发展道路上，全员营销服务转型发展的奋

进号角已经吹响，每个人都应该积极调整状态，认清责

任，做好自己的选择，付出自己的努力。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说，“人生当有一种冲劲，有了这种冲劲，才有

人生出彩的可能。我们即使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要学学

时代楷模‘冲锋的姿态’，用‘冲锋姿态’抒写‘冲锋

人生’应该是我们的使命。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伟大变

迁过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以

‘赶考’的精神状态，奋发有为，负重奋进！”

全体金正大人，听！那激扬的号角已经响起，征途

就在脚下，人生有梦“搏到尽”，才不愧时代，不负梦

想！在追求梦想的路上踏响我们最为铿锵的脚步声！

全体金正大人，看！那宏伟的蓝图已经绘就，目标

就在前方，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向困难低头，不向无奈

弯腰，以勇往直前、不畏艰难的精神，在自己人生道路

上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全体金正大人，践行你最豪迈的誓言的时候到了！

奋进吧！

本报讯 何磊报道 2月2日-4日，

金正大集团在临沭总部隆重召开2017年

“全员聚力服务，推动营销转型”动员

暨誓师大会，金正大集团董事长万连

步，集团党委书记张晓义、集团工会主

席杨艳、集团CEO高义武，集团各职

能部门、合作平台公司、子公司的相关

负责人、营销人员、员工代表及优蓝咨

询、SDF 意大利道依茨公司、德国巴

斯夫等合作伙伴的代表2000余人参加会

议。

三天多来，围绕着“全员聚力服

务、推动营销转型”，各职能负责人、

合作平台公司负责人结合本单位职责作

了有针对性的主题报告、汇报了本单位

服务营销的行动计划、措施与目标，集

团研究院相关作物经理作了作物营养管

理方案专题报告，系统介绍了研究院3

年来的定位示范实验及所取得的突出

成果，集团各营销团队及研发、战略企

划、人力、证券法务、财务、生产技术

后勤等部门做了动员宣誓。

金正大集团 CEO 高义武作了《全

员聚力服务、推动营销转型》主题报

告。高总在报告中表示，在农业形势和

农资行业新的变化形式下，要求营销必

须转型升级，而且一定要走在行业的

前面，以寻得主动，不断适应形势发展

需要。2017年集团将从“技术营销”等

五个方面，推动集团营销转型、改变营

销模式，提升营销系统的整体经营意识

和业务团队的专业能力，构建提供种植

业解决方案的机构系统和综合能力，从

而打造集团营销的核心竞争力，为实现

“成为世界领先的植物营养专家和种植

业解决方案提供商”的伟大愿景迈出关

键一步。

金正大集团副总裁陈宏坤对集团

3 年经营规划纲要进行了解读。未来三

年，金正大将聚焦营销转型、推动联合

协作、提速国际化，以技术创新、团队

建设、资本运作、管理提升为抓手，推

动公司由经营产品向经营客户、为客户

创造价值转变，由制造向制造+服务转

变，由自我积累式发展向跨越式发展转

变。

农商一号、诺贝丰、诺泰尔、金丰

公社、普惠农业等金正大集团各平台公

司，国际事业部、研发、人力、财务、

战略企划、证券法务、生产技术等各职

能团队，立足部门工作，紧紧围绕服务

营销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并进行了

团队动员宣誓。

此次动员誓师大会的召开进一步明

确了公司的经营战略思路，明确了发展

方向和发展目标，坚定了信心，吹响了

金正大营销服务转型的新号角，全体金

正大人将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始终坚持战略领先，牢记责任与使命，

全员聚力服务，推动营销转型。

集团隆重召开全员服务营销动员大会

本报讯 张勇报道 新春伊始，万

象更新。2月2日-4日，金正大集团在

山东临沭总部召开2017年“全员聚力服

务，推动营销转型”动员大会，期间召

开了营销技能培训会议。金正大集团各

平台公司、子公司营销系统2000余名员

工参加此次培训，金正大集团董事长万

连步、党委书记张晓义、工会主席杨

艳、CEO高义武等公司领导出席培训

会。

金正大集团将2017年定为“服务

营销年”，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着力点

都围绕服务营销，一切为了营销、一切

服务于营销。通过举办营销技能和业务

知识培训会，以让全体营销人员更好地

为客户提供各类支持与服务，为用户创

造价值，为经销商经营管理与专业技能

提供优质的支持与服务，为用户提供作

物全程营养管理解决方案和专业农化服

务。

本次培训内容包括作物营养解决

方案、产品知识、营销技巧、宣传支持

等基础知识。同时，在互动与交流中，

特别将平时大家工作中一些重点难点问

题进行了详细讲解和答疑。 

经过18年的发展，金正大集团已

掌握了各类新型肥料及增效技术、土

壤改良修复技术

等世界领先的新

技术，开发出了

作物生长所需的

全系产品。尤其

是近三年，金正

大集团成立了40

个作物研究所以

及土壤研究所和

植保所，成功开

发出了26种作物

全程营养管理方

案。

培训会上，

金正大集团研究院

相关作物经理作了作物营养管理方案专

题报告。金正大全体营销将士通过系统

听取相关作物营养管理方案专题报告，

用技术武装头脑，人人都成为技术专

家。让营销将士通过技术营销开展区域

深度密集开发，发挥金正大技术领先优

势，为种植户提供作物营养管理方案及

种植业解决方案，为客户创造价值。

意 大 利 赛 迈 · 道 依 茨 · 法 尔

（samedeutz-fahr）集团公司总经理

Aurelio Noto（奥雷利奥·诺托）、法

国库恩（KUHN）公司商务总监陈彤、

德国巴斯夫公司力谋仕产品亚太区高级

技术经理丁辉以及优蓝营销梁沈等国外

公司代表、咨询专家为金正大集团的营

销将士带来分享了先进的技术服务理念

和营销模式手段。

三天的营销培训活动，让全体金

正大营销将士凝聚了共识，点燃了拼搏

激情。金正大通过推动传统销售向技术

营销的转型，将实现由过去单纯销售产

品向提供作物营养管理方案的转变，促

进技术领先到服务领先的新跨越，为成

为“世界领先的种植业解决方案提供

商”奠定了基础。

全员聚力服务，推动营销转型

——金正大集团召开2017年度营销系统培训会议

在这个春天  

吹响服务转型奋进的嘹亮号角

本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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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平台公司服务营销行动计划

农商一号

资源整合打造价值链、渠道创新提升

竞争力；以技术提升产品实力、以技术夯

实服务能力、以技术构建营销底蕴；依托

制度提升服务意识；依托系统提升服务效

率；营造氛围强化服务能力。

诺贝丰

精耕细作——引领变革，掌握未来，

销售我们引以为傲的产品，提供我们引以

为豪的服务。找到可复制模式做好品牌推

广；聚焦用户服务，全员支持营销；选

人、育人、用人，提升一线服务能力，打

造营销团队。

诺泰尔

挪威科技，全球同步。依托挪威科

技，通过提供高品质的、为农户所信赖和

喜爱的产品，成为世界一流的农业化肥公

司，并为行业带来更多领先的价值创造。 

金丰公社

全力聚焦服务，构建以用户为中心

的价值网络；紧密对接研究院，开发重点

客户和农业服务商；培养休闲地主，只做

专业长工，专注服务，争做农业服务的典

范。

职能部门服务营销行动计划

国际事业部

海外专家服务国内营销；借助与国

际机构的战略合作服务营销；争取国际客

户会议、顾问委员会顾问活动、客户俱乐

部活动支持；法国波尔多地区葡萄酒酒庄

示范基地；美国小型农场示范观摩；引进

国外先进技术、产品，丰富国内营销产品

线；利用各种展会，宣传公司及产品，扩

大公司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海外试

验示范田建设；国际专家产品质量改进；

进口国际设备改进产品包装线。

研发团队

立足产品和作物解决方案做研究，提

供全系列产品、技术、团队支持；携手市场

中心建设品牌、携手市场中心和平台公司进

行推广，作物经理加入三人战斗小组密集开

发市场；依托作物研究所做服务，到2018年

底完成100个作物研究所建设。

人力团队

搭建队伍，提升能力，做营销转型

的助推器。未来三年，实施“100名总经

理、1000名骨干、10000名农化服务人员”

百千万人才队伍建设，助力公司战略目标

的达成。对公司，助力营销转型，实现战

略目标；对员工，助力提升能力，实现职

业理想。

证券法务团队

以业绩导向、自负盈亏、规范管理、

严格考核的原则，开展营销转型，共建农

化服务中心；共创共享，搭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平台，打造平台公司及高素质的

平台经营管理团队，实现与经营团队创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业绩分享，发展新项

目公司；股权激励，实施营销系统激励计

划；防范风险，提供法律培训服务支持。

生产技术团队

强化产品质量管控，确保出厂产品

“袋袋是精品”，为营销提供放心肥、精品

肥；推动产品转型升级，为营销提供富有差

异化竞争力的换代产品；提升工艺装置保

障，确保工艺装备更加适应公司质量发展的

需要，为营销提供体面肥、省心肥；做好技

术支持服务，全力以赴做好质量技术支持与

服务，争做营销的坚实后盾。

战略企划团队

整合政府、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国

家级平台等高端资源；整合上游生产性资

源，推动联合协作，打造柔性供应体系；

围绕“创新型、国际化、服务型”开展宣

传，提高影响力，打造服务品牌；根据公

司新产品推广及营销系统的需求，针对性

提供市场分析报告。

财务团队

进行机制建设：分公司实体化，推行

内部合伙制；鼓励经销商入股共同推动农业

服务落地。管控费用管理：调整人员考核办

法、简化费用报销程序；做好渠道融资支

持，为一级商、二级商提供融资支持，增强

渠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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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宁博士作《大蒜解决方案》报告：
改善大蒜根际土壤微环境，提高大

蒜的抗逆能力。（硅钙钾镁肥：调节土壤

酸性，改良土壤，有效补充各种中微量元

素，提高大蒜抗病性和抗逆性；黄腐酸液

体肥：可快速补充有机营养，促根壮根，

养分利用率高，高产优质。）

作物经理刘广富作《柑橘解决方案》报告：
缺素（黄化），根据缺素类型、施用时

期和土壤指标选择产品，并注意施用时期和追

肥方案；改土（重金属污染黄化），根据果园

实际情况进行方案的调整，改良土壤板结；促

根（黄龙病），营养解决方案可抑制黄龙病，

保证柑橘产量和品质；抑菌（黄龙病），采用

抑菌叶面肥。

作物经理闫超作《苹果解决方案》报告：
根据苹果养分需求规律、产区土壤

气候条件、方案拟解决的问题制定苹果解

决方案。通过绿叶养根、养根壮树促进地

上有机营养与地下无机营养交换，解决营

养吸收与运输障碍。同时，协调营养生长

与生殖生长营养竞争，保障连年丰产、稳

产，从而达到节肥增效目的。

作物经理何川作《草莓解决方案》报
告：

确定问题对象和影响范围→分析问

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成本

规划和可行性分析→执行→后期跟进和

交互修正→总结。

作物经理张善平作《设施蔬菜解决方案》
报告：

养地（提高肥力、平衡养分）-改土

（改良结构、调节酸碱）-生根（根系强

壮、吸收力强）-抗逆（抗热抗寒、生长

茁壮）。

作物经理杜加银作《葡萄解决方案》报告：
根据葡萄各生育时期的养分需求规律，

提供不同的肥料种类配比与数量，最大限度

的满足葡萄在各个生育时期肥料需求，达到优

产、高产与稳产的目标。（1.秋施基肥，改土

壮树；2萌芽肥，促根促花；3.膨果肥，增产

提质；4.着色肥，增收）

陈剑秋博士作《具有土壤调理功能的特色
产品知识》报告：

硅钙钾镁肥-碱性肥料适合酸性土

壤，具有调节酸碱、增产增效、矫正缺

素、改善微生物区系及品质的功效；酸性

水溶肥-磷酸脲，适用碱性土壤，其中硫

包衣具有酸化、杀菌、营养、缓释功效。

作物经理任士伟作《药肥一体解决方案》
报告：

药肥一体缺一不可；根结线虫解决方

案——硅钙钾镁肥+淡紫拟青霉菌剂；病

毒病解决方案——以壳寡糖为主的叶面肥

（+B+Zn）；白粉病解决方案——以碳酸

氢钾为主的叶面肥（碱性肥料）。

作物经理郭宗端作《复合肥产品知识》
报告：

金正大复合肥与技术优势：增效技

术-硼锌双动力；N增效技术；聚合氨基

酸；矿源黄腐酸；聚磷酸铵；松土技术

严加安作《缓控释肥产品知识》报告：
缓控释肥是指能减缓或控制养分释

放速度的新型智能肥料。高效使用缓控

释肥可采用同步营养技术和种肥同播技

术。

裴海荣作《水溶肥产品知识》报告：
金正大水溶肥施用注意事项：避免

与强酸或强碱农药混用；密封于阴凉干燥

处，远离儿童；幼苗或不良环境时，应酌

情增减用量；结块及颜色少许差别属正常

情况，不影响肥效；含磷水溶肥避免与含

钙镁液体肥混用，防止产生沉淀。

作物经理宋涛作《叶面肥产品知识》专题报
告：

研究院宋涛讲解了金正大叶面肥的施

用注意事项，对工作在营销一线的将士进行

叶面肥知识解疑答惑，比如叶面肥不宜在高

温强光下施用，宜在傍晚施用；喷施次数不

应过少，应有间隔等。

高志山作《液体肥产品知
识》报告：

金正大液体肥施用注

意事项：含腐植酸肥料禁

止与含钙、镁肥料混配：

腐植酸与钙离子络合形成

不溶物，影响肥效；含磷

酸根的肥料禁止与含钙、

镁肥料混配施肥：磷酸根

与钙离子反应生成不溶

物，影响肥效；清液肥料稀释倍数不得小于300倍，肥料用量使

用过大容易造成伤根、烧苗，影响产量和品质。

孟 祥 坤 作
《生物菌肥
产品知识》
报告：

公 司

主要菌剂产

品 ： 液 体

微 生 物 菌

剂——金大

地、菌益优、新农道、诺贝丰；固体微生物菌剂——

金菌冠、菌益优、珍菌沃、团粒宝贝。

营销专家梁沈作会
议营销专题培训：

会议营销6 S

流程化系统：定量

目标-巨量集客-

核武邀约-震撼体

验-疯狂成交-循

环跟进；培训营销

16字秘诀：我说你

听、你说我听、我做你看、你做我看；成功1阶公式=目标+

行动，成功2阶公式=锁定目标+快速行动。

华业英“人
人都是宣传员”
企划宣传培训：
全员宣传是营销

转型的需要,是

为了让客户或者

潜在的客户快速

理解和接受金正

大新技术及新产

品。宣传专员要做到以终为始，整合宣传打造金正大的新

品牌，聚心凝力树立科技领先的服务商新形象。

李东明“移动营销
管理系统”操作培
训：

信息化部经理

李东明作“移动营

销管理系统”操作

培训，以更好的促

进公司营销标准化

工作，加快信息化

建设步伐，建立大数据，提高公司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强化业务培训 夯实服务基础
2月2日-4日，金正大集团在山东临沭总部召开2017年“全员聚力服务，推动营销转型”动员大会，期间召开了营销技能培训会议。通过举办营销技能和业务知识培训会，以让

全体营销人员更好地为客户提供各类支持与服务，为用户创造价值，为经销商经营管理与专业技能提供优质的支持与服务，为用户提供作物全程营养管理解决方案和专业农化服务。

市 场 中 心 品 牌
总监张鉴作《三人小
组建设方案》专题报
告：“三人小组农化

服务特战队”需要扎

根当地市场，将工作

做细，做扎实。要成

为当地最熟悉肥料渠

道和种植户的人。要

通过小范围高频次的市场服务工作，将当地市场做透，实现

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口碑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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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
从现在起，

我们将全情投入，

共同致力于实现营销转型的伟大目标！

我们将与各职能同舟共济，

合作创新！

我们将努力提升技术营销专业水平！

我们将全力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金正大

专业营销队伍！

用专业，

切实帮助种植业者获得更高收益！

我们将为实现金正大“种植业解决方案

提供商”的伟大愿景而奋斗！

我们将为提升中国种植业技术营销服务

水平而奋斗！

我们将为了给每一位农民带来更多的财

富和幸福而奋斗！

农商一号
我是农商1号人，我宣誓：

我是锐意进取的先锋部队
我是炽热强烈的熊熊火焰
秉承着狼性精神
砥砺前行、勇猛果敢

我是超越自我的电商达人
我是灵动机敏的橙色闪电
秉承着创新精神
出奇制胜、勇于改变

我是技能娴熟的农化专家
我是客户信赖的强大伙伴
秉承着服务精神
协作共赢、客户为先

我是开疆拓土的虎狼之师
我是永争第一的锋利宝剑
秉承着拼搏精神
势如破竹、一往无前

诺贝丰
我们的队伍是，鹰燕之师
我们的口号是:同心创奇迹。改变赢未来。
2017诺贝丰人。携手前行。加油。

金丰公社
【 我们的口号 】
培养休闲地主  我做快乐长工
【 我们的理念 】
金丰公社    专注服务
【 我们的目标 】
2017   打造七个重点县
2017   争创四个万吨县
专注服务  不进渠道

普惠农业
铿锵的誓言敲响出征的战鼓，激昂的

誓词扬起决战的信心，2017年普惠农业将
紧跟集团发展的步伐，有普惠更精彩！

我们的口号：（合）普惠农业——土
壤健康专家！携手向前！加油！加油！加
油！！！

国际业务中心
国际中心将从产品，技术，人才，资

本方面全力支持国内营销，同时我们也将
不遗余力开拓国际市场，提高金正大知名
度！服务营销，我们在行动！

研究院
我们是研发团队，我们的目标是：技

术领先，产品卓越，一直被模仿，永不被
超越。

我们是服务团队，我们的目标是：方
案科学，服务一流，让农产品回归儿时的
味道。

在一起，凝心聚力，在一起，同心同
德，在一起实现我们的农业梦。

人力系统
心怀梦想，牢记使命；夯实基础，创新机制；
人尽其才，发挥所长；管理提升，营销转型！ 
我们相信，携手共创，必将成就未来！
2017，人力资源团队与您在一起！ 财务团队

我们始终牢记：
集团的战略目标是靠投资和经营活动

实现的，参与投资，为经营服务好是财务
的本职。

做好内控，划定制度红线。红线以上
不着借口，红线以下认真坚守。

敬业、专业、本分，不甩脸子，不走
形式，

以敬畏之心，事诚之心，利他之心，
和经营团队在一起，成就伟大。

服务营销，我们在行动！

战略企划团队
战略企划团队一定
全力以赴  勤奋工作
整合资源  战略领先
联合协作  跨越发展
全员宣传  提升形象
同心协力  再创辉煌

金丰公社水果香

农商一号发货忙

富朗尿素增效强

金正大品牌美名扬

诺贝丰服务实力强

诺泰尔上市人气旺

公司转型大发展

营销升级要当先

全员努力搞服务

共创共享齐进步

营销激励干劲足

防范风险保平安

资本合作树典范

法律风险多防范

撸起袖子加油干

去年成绩别骄傲

齐心协力同创造

一年更比一年好

生产技术中心
我们郑重承诺:
我们要时刻心怀公司、心怀营销，时

刻急营销所急、需营销所需，与营销战线
上的同事们同呼吸、共命运，做营销最可
靠、最坚实的后盾，坚决做到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是服务营销，一切工作的核心是服

务营销，为营销战线再传捷报贡献我们的
力量！

团队目标：让营销卖得放心！卖得省
心！卖得体面！卖得多多！

建设精品工程！
多快好省，实现精益生产！
严抓细管，强化安全保障！
严细实专，保证袋袋精品！
精益求精，2017 ,  我们与营销在一

起！

证券法务

诺泰尔
"挪威科技，强势进入。万众一心，

挑战极限。超越卓越，使命必达!2017，我

们一定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