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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乐活中窥探小微企业的漫漫转型之路 

   （台州行 供稿）今天我们走访的企业是乐活——

一家成立 20 多年的专注于母婴童产品的企业。它成

立于 1996 年，现在产品主要集中在奶瓶，保温杯等

饮具，且通过经销

商，大力开设中间门

店，如今已将连锁店

遍布全国，我们所走

访的总公司目前场内

员工 150 人，管理人

员 30 人左右，无论从规模还是效益来看，可以说在

台州市是一家非常成功的母婴品牌企业了。 

    董事长张董兼具大气与果断，与我们相谈甚欢。

通过与他的交谈，我们了解到该企业经营提倡专业专

注的企业精神，由繁至简，不断对自己的产品做减

法，使之向高精尖领域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企

业由以前做塑料日用品成功转型升级为婴幼儿用品，

进军中高端市场。然而，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语背后，

定然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艰辛与困难。 

    我们深知，企业的转型与成长必然伴随着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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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公司想要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壮大，必定经历

过迷茫和困境，“乐活”亦不例外。在企业发展初

期，销售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整体上市场萧条，许

多企业家更是信心不足。原先很多商家自己运营的店

铺，大量关门倒闭，由十几家变为寥寥可数的几家。

在这种整个市场萧条的状况下，张董并未放弃，他试

图改变人们原先认为的“销售做好就万事大吉”的旧

观念，用自己的远见卓识找到企业的发展之途，打造

“精益求精，内外兼修”的新时代企业文化，提升产

品质量，改善市场环境。 

    另外，在当今的世界背景下，对于一个企业来

说，创新才是出路，“乐活”企业更是如此。早期，

他们的创新力度不足，产品开发有限，难以满足市场

需求，但是，他们大力吸收招揽创新型人才，投入大

量资金用于产品研发，如今早已掌握核心科技，自己

生产最重要的产品——奶嘴，且在外观方面，实用性

方面，实物设计方面取得多项专利，做到精益求精，

甚至在保温壶保温瓶方面也有所涉猎，扩展了企业的

发展边际。 

    王总深知，企业要发展，品牌培育很重要，一个

好的 名号就是公司最好的名片，然而，要提高品牌

知名度却是难上加难，品牌效益的背后，更多的是企

业信誉，产品质量等实际问题。就像日本的母婴品牌

“贝亲”，历史悠久，自成自己的销售链，更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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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市场。而贝亲在日本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之后，

开拓自己的海外市场，并秉承“爱”的经营理念，塑

造好的品牌形象，最终在整个国际市场站稳脚跟。贝

亲品牌在塑造品牌形象这一方面给乐活很大的影响，

也让王总意识到了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对于现如今的

“乐活”来说，塑造品牌仍是一个挑战，“乐活”的

市场主要集中的东北一带，看似发展势头良好的江浙

沪一带，却由于用户较为挑剔，市场反而比较薄弱。

但王总提到，他们也在尽力改善这个问题，通过市场

平台化，共享商品，将销售链延伸至杭州，上海，西

安等地，且通过大力开设网店，追赶现如今的商品互

联网化潮流，进一步开拓市场。除此之外，每年在上

海婴童会展中心召开的婴童产品展会，“乐活”更是

积极主动参加，每年的展会都会研究出新的销售政

策，开发新客户，发掘新的经销商，并且注册商标，

积极开设“护贝康”，“新生”等旗下子品牌，并且

与其合作商召开分享会，共享经验教训。 

    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企业的成长有赖于

教育，企业即使掌握不少专利，仍然存在缺乏创新型

人才，创新型技术和设计创新的问题，针对这一现

象，该企业引进意大利设计师对产品外观进行设计，

以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市场，做出属于自己的标

签。更值得一提的是，该企业采取设计—销售的微笑

曲线，中间为制造，左侧为设计研发，属于全球性的



征 途——2017年暑期社会实践前线快报 
 

 
 

 

4 

竞争，右侧为营销，主要是当地性的竞争，这一策略

在左侧加强研发，创造智慧财产权，在右侧加强客户

导向的营销与服务，一方面大大提高了产品附加值，

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关于竞争的形态，更好的迎接挑

战。 

    在黄岩，由于一带一路带来的巨大商机，小微企

业发展势头迅猛，“乐活”企业在此中属于小精尖类

型，虽没有开拓国际市场，产品全部内销，但国内发

展势头十分良好。对于小微企业广泛存在的融资难问

题，台州市银行为其提供合理的融资模式、通过传统

的银行贷款，发债等方式保障企业的运营，这些政策

更是大幅度助力此类企业的发展，相信在政府的扶持

和企业自身的经营下，此类企业的发展前景会是比较

光明的。 

    目前该行业竞争压力大，但张董认为，无论何时

品质都应是最重要的，尤其是针对母婴产品，无论如

何，产品一定要对新生命负责，因此多年来一直坚持

质量是生命的理念，精益求精，内外兼修，造就出独

特的企业文化。 

    通过对该企业的走访，我们不仅了解到一个企业

的兴起，发展，转变，更了解到一个企业立足的文化

与精神。张董的远见卓识与平易近人更是深深打动我

们。与此同时，我们也摸索到了企业发展壮大的一条

必经之路，那就是找到企业的定位，发展自己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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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影响着整个企业的经营理

念以及员工的行为作风，也影响着品牌形象的建立。  

公众对品牌形象如果有良好的认知，那么对企业做好

做大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此，我们相信这类小微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会越来越注重企业文化的营造

以及公众形象的建立，走上越来越光明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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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尽人事，一棋定江山 

——五子棋课堂进社区 

（烟涛拾光支教队 供稿）“博弈之一道，贵乎在

谨严。平心与静气，深思合自然。” 

   2017 年 7 月 24 日，“烟涛拾光”支教小分队成

员给烟台市珠玑社区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们上了一节充满

智慧与挑战的五子棋课。 

   活动以“小小博弈

官——五子棋中蕴含的

人生道理”为主题，旨

在通过介绍五子棋的相

关理论知识以及孩子们

进行实战对弈来体会博弈之道，以达到“修身养性，以

棋交友”的目的，并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课堂伊始，支教小分队成员给孩子们发放五子棋

的理论资料。结合资料，成员李心悦向孩子们讲授了五

子棋的基本术语、下五子棋的规则以及常见技巧。过程

之中，李心悦利用自制的纸质棋盘直观地向孩子们展示

了五子棋的实战过程，并且让他们对五子棋盘有了更加

清晰的认识。 

实践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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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孩子们带着对五子棋系统的理论了解，两

人一组进行实战对弈。实战过程中，支教小分队的成员

们在一旁观战指导，孩子们则活用小老师们教授的技

巧，现场氛围紧张而又活跃。我们看到孩子们有的在认

真思考，举棋不定，有的为了自己的胜利欢呼雀跃，有

的则为了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懊恼不已……在角逐胜者的

同时，支教队成员引导孩子们明确，下棋的最终目的并

不在输赢而是得到自我提升，孩子们都受益匪浅。活动

最后，优胜的小朋友领取了小奖品，大家对棋盘的感情

也在不知不觉中加深。 

   本次五子棋课堂让孩子们的智力得到开发，更让

孩子们的品德修养的到熏陶，落棋不悔、观棋不语、抗

挫心理、规则意识等良好的棋品在对弈中得到增强，同

时孩子们也提高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促进

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烟涛拾光”支教小分队也将努

力开展更多类似的活动，培养孩子的自信心，让孩子们

全面成长，带给青少年更多有益的知识。 

 

 

精准定位，助力小微 

——访营口银行滨河分行 

（金保险法实践队 供稿）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

的问题中，各地的城市商业银行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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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国有银行相比，它们更加熟悉当地情况，贷款种类

更多、流程更加灵活，能够提供更多定制化的服务，是

众多小微企业融资的首选。7 月 21 日，金保险法实践

队的同学们走进了营口银行滨河分行，了解银行小微企

业贷款相关的政策，并从中了解营口市小微企业融资的

整体情况。 

    银行工作人员首先

向我们介绍了营口银行

面向小微企业提供的贷

款产品。从银行的宣传

册中我们可以看到，面

向小微企业，银行推出了“生意贷”、“租金贷”、

“运输贷”等五六种信贷产品。推出多种多样的融资产

品，有利于针对企业遇到的不同资金短缺情况，快速、

精准地达成资金的匹配。同时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各

种产品中最多的还是经营贷，主要用于解决企业进行某

项特定业务中遇到的短期资金短缺问题。 

    接着，工作人员介绍了中小企业业务在银行整体布

局中的位置。营口银行作为中小企业伙伴银行，中小企

业一直是其重要的客户群体。这也是由营口当地的经济

环境决定的。在 2013 年以前，银行并没有为中小企业

客户提供专门的贷款渠道，而是将其与其他客户混同处

理。这导致了当时中小企业客户贷款申请成功率低、流

程繁琐、审核时间长等问题。2013 年之后，营口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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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精准化定位，成立了小微企业合作中心，将中小企

业客户专门开设渠道，特殊处理，大大提升了贷款成功

率与贷款效率。 

    那么，营口银行作为营口当地的城市商业银行，与

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相比，在小微企业融资方面

有什么优势呢？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营口银行主要的竞

争优势在于其贷款的灵活性和服务的周到性。大型国有

银行的贷款业务主要为大型企业设计，审核程序更为严

格、贷款门槛更高，为小微企业贷款造成了诸多不便。

其贷款品种也更为单一，难以完全覆盖中小企业的贷款

需求。而营口银行的贷款程序就更为灵活。同时，营口

银行还致力于针对小微企业的需求，提供更加便捷的贷

款服务。企业的贷款申请、实地考察，还有贷后的服务

都可以上门进行，银行甚至可以帮忙去跑一些相关部

门。营口银行凭借其亲民的服务，成为了当地小微企业

贷款的首选。 

    最后，实践队员们提出了一个一直存在的疑惑：小

微企业融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问题又是如何

解决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近两年由于经济大环境不

好，小微企业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营口银行的做

法是尽量多为企业考虑，为企业制定方案，帮助其度过

难关。而一些大型银行则是在企业遇到经营问题后便直

接断贷。这样虽然保障了银行的利益，但却会为企业的

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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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社会实践让我们对营口银行的小微企业服务有

了全面的了解，也为我们理解银行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

问题中的作用打开了全新的思路。营口银行的经验告诉

我们，精准的定位、灵活的流程、周到的服务，都能成

为小微企业发展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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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城感悟 

——对七天调研活动的一次小结 

  （井岗之子在大连 供稿）今天是我们在大连生活的

第七天，离别的日子转眼间就已经到来。临走前，我们

拜访了大连市沙河口区雯棋图文设计工作室的邓先生，

结合之前实践所得，与

他分享了我们关于推广

大连以及中国文化的一

些看法。短短一个小时

的谈话，却使我们受益

匪浅——我们理清了纷

繁的思绪，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为明确的认知。 

  在滨城调研的七天里，我们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

入手，先后走访了星海广场、旅顺博物馆、旅顺日俄监

狱遗址、旅顺港等地，详细了解了大连的历史底蕴，切

身感受了滨城的文化气息。这座城市从殖民，到奋进，

到生辉，再到如今的待发，无一不深深地吸引着我们，

自然也深深地影响着这里的万事万物。而后，我们把调

研的重点放在了大连的手工艺品上，通过在海之韵手工

艺品市场、大连双兴商品城、大连艺术展览馆等地的实

行间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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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考察，我们对大连的手工艺品有了初步的了解。随后

与手工艺人的谈话，也让我们发现了一些有待思考的问

题。接着，我们进行了两天的调研采访活动。采访的对

象主要是当地居民、游客，以及海事大学的学生们，其

中自然不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采访的内容多

围绕着大连文化、文化符号，还有“一带一路”构想。

其中，本地居民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大连的特色文化和

风土人情。但最有价值的，还是对海事大学学生的调

查。相对而言，大学生对“一带一路”政策有更多的了

解，也更乐于接受我们的采访。并且他们不同的思维方

式，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新角度。对于社会实

践而言，高等学府确实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调研地点。 

  我们带着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踏上了漫长的回

京之旅。离别的感伤如初至的喜悦一般，荡漾在每一位

团队成员的心头。返京的高铁上，所有人都默不作声，

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轻轻闭上

眼睛，脑海中浮现的便是那日星海广场的百年城雕——

城雕前一百双脚印，揭示着滨城一步一个脚印所走过的

百年，我们在城雕上踱步，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在

海天相接的地方，一艘船缓缓向岸边驶来。它跨越过百

年的风浪与波涛，深埋曾经的波澜壮阔，而今静静伫立

在这大陆东北的一角，带着它历史独有的味道成为南海

岸线上一块无暇的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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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西安民俗文化的调查 

（长安七月 供稿）在实践的第一天，我队通过亲

身实践和与游客交流这两种方式，基本确定了调查问卷

的方向。今天早上，时

间队伍的成员聚集在一

起，具体讨论了调查问

卷的形式和涉及的内

容，并最终完成了中英

双语问卷的问题制定和

打印。为了使调查对象覆盖的范围尽可能扩大，取得良

好的调查效果，我们选择了人流量大的景区—西安大雁

塔遗址公园。 

    西安大雁塔又名“慈恩寺塔”，是唐代玄奘为保留

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而主持修建的，是现存

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格式砖塔，作为西安的标

志性古建筑，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吸引了

众多游客，是进行西安民俗文化调查的理想地点。今天

下午西安高温依旧，阳光炙热，这样的天气无疑给我们

的调查增加了难度。在这样热的天气下，虽然大雁塔人

流如织，但愿意接受我们问卷调查的人并不多，许多游

人因为赶时间等原因拒绝回答问卷。队员们经历着生理

和心理上的双重考验，但是大家没有轻言放弃，而是选

择在烈日下奔波，努力用最合适的措辞和最友好的语

气，说服游客接受我们的问卷调查。大家的努力没有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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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我们手中拿到的有效的问卷越来越多。让大家感动

的是，虽然有时会遭到游人的拒绝，但是更多的游客还

是非常愿意填写我们的调查问卷，跟我们交流分享关于

古都西安的印象，对西安民俗文化的理解，给我们提供

了非常宝贵的意见。 

    今天在所有队员的努力下，我们完成了针对中国游

客的全部问卷。接受问卷调查的对象从中小学生到耄耋

老人，他们的问卷给了我们宣传传统民俗文化的新思

路，新视角。 

    夏日阳光下，屹立千年的大雁塔与绿树相映，优雅

肃穆如古老的诗行；大雁塔前喷泉与音乐共鸣，灵动美

丽如恢宏的交响，传统与现代如此和谐的共存，共同吸

引着五湖四海的游客，谱写这个城市新的篇章。在阳光

下奔波的这一天，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汗水，更是新的感

悟：聚焦传统的民俗文化，要做的不只是继承，更是融

合，创新和发展，为宣传中国形象，提高国家的文化影

响力提供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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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挑一实践小队：26日上午，十里挑一实践小

分队进入乌镇景区对

蓝印花布染坊进行实

地调研。首先调查了

东栅景区的宏源泰染

坊，在那里参观了古

代制作蓝印花布的工

具和陈列的蓝印花布成品，接着我们来到西栅景区的草

木本色染坊，在那里不仅深入了解了蓝印花布的制作工

艺，还亲身参与制作了蓝印花布。又是愉快的一天！ 

 

@塞外丝路酒更香： 

今天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内蒙古顺鑫宁城老窖酒业有

限公司企划部部长。刘

部长针对宁城老窖的品

牌推广、销售渠道、市

场竞争力及对策等方面

解答了队员们的相关问

题。在探讨过程中，队员们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及可能

扩大销售的相关途径。 

 

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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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喵是个女子：7 月 27 日注定是一个忙碌的日

子。清晨五点，塞上商实

践团的小伙伴们就全体出

动，坐上了从中卫市开往

中宁县的火车。在下午六

时左右再次坐火车从中宁

县前往银川市，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开启了寻找沙画的征

途。昨天在奇石馆将沙画明信片思路讲解给石总听后，

他对我们的创意表示欣赏，我们也将进一步向他提供我

们的沙画明信片的商业计划书。期待明天沙画之旅的到

来 

 

@枫泾寻画：实践队

到达嘉定竹刻博物馆开始

了实践旅程。嘉定竹刻博

物馆之行让我们受益匪

浅，保护嘉定竹刻刻不容

缓，愿我们的实践可以在拯救嘉定竹刻这一濒危工艺品

的行动中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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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大家风范 

（闽克隆实践小队 供稿）厦门是一带一路在东南沿

海重要的中心城市，也是进出口小微企业发展的沃土，

许多草根企业家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天下，黄雪高先生

便是其中一位。 

   黄雪高先生其貌不扬，但经过与他的深入交谈后，

我们看到了他身上踏实诚信，勤劳勇敢的品质，以及把

小微企业做大做强的信念。 

   门众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成立已有十余个年头，现

已是一家经营稳定，规模较大的不锈钢餐具加工出口公

司，但创业之初，黄先生也曾遇到无数挑战与困难，但

良好的信誉和经营的智慧成就了黄先生的成功。 

黄先生在说起自己的创业经历时提到，良好的信

誉对小微企业的发展和成长异常重要。众欣公司出口国

外不锈钢餐具的第一笔大订单，由于原料价格的意外攀

高，导致利润严重缩水，甚至可能亏本生产。“当时如

果接下这一单生意，很有可能会损失将近100万，我卖

掉机器厂房都可能还不上，但放弃这一单，就会给客户

留下不好的印象，企业的声誉就完了。”为了维护对客

人物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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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良好信用，黄先生硬是冒着赔本的风险坚持生产，

结果虽然这一单没有客观的利润，但黄先生及其公司的

高信誉度立即在行业中传扬开来，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许多客户十分信任黄先生的公司，同意先

付30%的定金，减少了融资压力，众欣公司也渐渐在行

业中有了话语权。 

   黄先也曾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但临危不乱的淡定

素质和智慧的经营方针帮助他越走越远。在黄先生萌生

创业想法之时，许多法律规章他并不了解，就匆匆买下

了一家公司，却意外得知这家公司已转手三次，可能有

负债。他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赶紧与卖方周旋，成功跳

出圈套，注册成立了自己公司。在业务方面，为了减少

竞争压力，黄先生选择生产针对穆斯林客户需求的可加

热的不锈钢自助餐盘，把产品做专做精。 

   绍完创业经历后，黄雪高先生也谈了自己对投融资

的看法。“我们小微企业不敢“走出去”投资，主要原

因是不熟悉国外的环境，并且中东政治动荡不安，经济

不确定因素确实太多。”而在融资方面，有固定资产的

小微企业相对有保障，但对于起步阶段的小微企业来说

就很艰难了。黄先生认为，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个人信

用体制建设，合理地助力小微发展。 

   与黄先生的一番交谈，让我们小组的同学收获颇

丰。一个企业可以规模小，却不可以诚信微；可以盈利

少，却不可以道德失。小微企业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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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和社会税收的主要来源，需要国家更多的扶植与引

导，更需要自我的提升与要求。 

 

 

 

 

 

 

 

 

 

 

 

本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