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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怀立 李永亮

2019 年秋末， 一块沉甸甸的奖牌
颁给了千金人。 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主
办的 2018-2019 年度全国企业文化优
秀成果评选活动结果近日揭晓， 株洲
千金集团荣获 “全国企业文化最佳实
践企业”。

这项活动是经中央九部委清理整
顿评比达标表彰后批准保留的评选表
彰项目， 也是全国企业文化领域唯一
保留的表彰项目，其权威性、影响力不
言而喻。

消息传来， 千金人虽难掩喜悦之
情，但对他们而言，这也是水到渠成的
事情。 作为株洲市最早的湖南省企业
文化建设示范基地 ， 千金集团已于
2017 年被评为 “湖南省创新企业文化
建设十大品牌”，党委书记、董事长江
端预同时荣获 “湖南省创新企业文化
建设十大功勋人物”。 今年初，千金集
团更是荣获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奖。

这一切， 都昭示着千金文化建设
的影响力早已超出株洲，走向全国。

“文化建设不是口号， 是持续行
动。 ”江端预介绍，千金二次创业以来，
在理念、体系、制度等方面大胆探索，
细心践行，不断锻造企业软实力，有力
推动了企业高质量发展。

四季更替，春华秋实。 伴随着时间
的推移， 千金集团在创造连续多年净
利润高速增长的同时， 也精心培育着
带有鲜明千金特色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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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先导，育核心实力
企业文化是什么？
千金集团是一家老牌国有企业，53 年跌宕

前行，从一个小作坊起步，一度“关停”，两次改
制，至今已跃升为全国药企标杆。

自荒芜中崛起，在风雨中历练。 历经时光雕
琢，千金人悟出发展之道———利润才是市场经济
的要求，更是企业发展的根本。

“文化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营。 如果把文化片
面地理解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是主次不分。 ”
2010年，千金集团提出二次创业的发展战略，
江端预带领的领导班子认为， 企业发展经营
为先，其与文化相辅相成、共生共荣。

以此为方向，千金提出利润、质量、绿
色、共享四大经营基本理念，探索培育企
业核心竞争力。

千金抛却规模情结、速度崇拜和多
元冲动，独家创立并大力推动“千金经营
法式”，建立起以创立经营形制、坚持利润
导向、运用市场方式、实行利益共享为核心
内容的经营法式，全面颠覆传统的生产经营
模式， 助推了公司净利润保持着高速增长的
良好态势。

统计显示，2011至 2018年，集团累计实现利
润总额 15.09亿元， 其中 2018年为 3.52亿元，比
2010年增长 221.63%，2018年集团利润实现额创
历史最好水平。 今年上半年，千金集团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78万元， 实现营业总收入
16.9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5.74%、13.61%。

胸怀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支撑利润高位增
长的是千金人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理念。

近年来，千金集团坚持“走出去，引进来”，不
断走访学习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 生产方式、营
销模式，不拘形式的借用、外委、合作，固本强基，
完善体制机制， 形成了具有千金特色的经营理
念、企业文化。

敞开胸怀，一个全新的世界扑面而来。
今年 10 月 11 日，从法国 Ecocert 国际生态

认证中心传来喜讯，千金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千金
润内衣裤抑菌专洗凝露， 获得国际天然认证证
书。据了解，这是该中心向中国发出的首张证书，
同时也是千金集团中药衍生领域第一个获得国
际认证的产品。

是创新，让千金赢得了这一荣誉。 千金集团
认为，创新不仅是一种理念的标榜，更是一种行
动，并主要从观念创新、方法创新和产品创新这
三个维度着力展开了工作。

“三维”齐发，千金产品朝“新、特、精、优、高、
美”迭代升级。

近年来，公司瞄准“跳出妇科，主攻女性健康；
跳出药业，深耕中药衍生”的目标，基本建立了包
括药品制造、药品流通、药材种植和中药衍生在内
的医药全产业链业务架构，确立了涵盖中成药、化
学药、中药衍生品（养生保健）的研制和销售体系，
推出了妇科千金片（胶囊）、补血益母丸（颗粒）、椿
乳凝胶、妇科断红饮胶囊等 14个独家品种。 公司
已拥有 200多项专利，50多个生产批文。

与此同时， 公司编织了覆盖全国的营销网
络， 与 2.2万余家基层医疗机构、18 万余家连锁
药店、5000 余家公立等级医院、2800 余家民营
医院进行产品营销和品牌营销合作，并在全国拥
有 70余家一级战略商业合作伙伴。

以利润支撑发展，以开放广纳精华，以创新
赢得市场，千金的核心竞争力与日俱增，在全国
药企中独树一帜，终成典范。

快乐工作，聚发展合力
9 月 26 日， 千金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彭开锋

的朋友圈收获满屏的“赞”———“从不用去排队洗
车，上班电话给公司物业取车钥匙，下班就能开
着干净的爱车回家啦。 千金员工洗车场真是贴
心。 ”配图是他和爱车的合影。

“千金对员工的关爱是无微不至的，比如洗
车这个服务就真是为我们节约了很多时间。 ”彭
开锋骄傲地说：“我是 2013年博士毕业后入职千
金的。 我一直庆幸当初的选择。 相比北上广的同
学们，收入可能稍微低一点点，但是公司对我们

的尊重和关爱，让我觉得特别有归属感。 我
不少同学都想跳槽来呢。 ”

员工的切身感受生动诠释了
千金企业文化的又一精
髓———快乐工作。

快乐是精神上
的一种愉悦，

是一种心灵上的满足。 人在职场，受尊重、能“说
话”，被认为是快乐的前提。

千金一直致力营造平等的人际关系。高层一
律与员工在同一个食堂就餐，任何场合都不搞特
殊。一线员工碰到董事长江端预，都习惯直称“老
江”，“老江” 也不见外， 自掏腰包买水果给大家
吃，有空就到一线与大家拉家常。

千金集团内刊设有“直言不讳”专栏，经常刊
登《请先关注中高层的激情投入》等文章，公司形
成了在经营、管理和员工利益等重大问题上允许
员工大胆说话、有不同声音的氛围。

今天的千金风清气正。 董事长、 总裁以身作
则，工程基建等设计大笔资金的业务从不插手、干
预。 近年来，公司无一起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
集团纪检部门未收到千金员工一封检举信。

快乐，还因为健康成长。
“员工是企业的第一资源，经营企业首先要

经营好员工”。 千金的企业文化体系建设以经营
员工为核心展开。

为提升员工素养，公司制定《员工行为规范》
《员工行为指引》，对职业道德、一般规范、履职要
素等作出具体要求， 甚至细化到了领带怎么打、
发型怎么做、站立的姿势、商务接待的规范程序，
等等。

为培育员工的“厚度”和“宽度”，公司精心
制订了一系列阅读计划， 引导员工形成爱读书、
读好书的学习习惯。 江端预为员工开列书单，要
求相关部门经常购买书籍。同时，设立《千金大讲
堂》，建立在线视频课堂，以各种方式建立学习渠
道，强化学习效果。

为鼓励大家通过学习成才，公司制订了详细
的培训规划，建立了完善的培训体系保证每个人
都有学习的机会。公司高、中层，通过行业内交流
学习、读书活动等，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生产、营
销团队，通过伙伴特训营、营销规则学习等，提升
生产、营销技能。

千金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欧阳勇介绍，集
团已经建立起职衔和职级相结合的晋升通道，员
工可以根据自身特点确定适合自己的职业生涯
规划。此外，公司还定期组织公开竞聘，定期实行

中层干部竞聘上岗制，用人不拘一格，使
每个员工都有机会走上中层管理岗位。

周正华是千金集团子公司陇西药
材陇西千金药材生产部经
理，因业绩突出，表现优异，
在竞聘中脱颖而出， 被任命

为千金集团总部采
购部副总经理。
“太意外了，没有
理 由 不 好 好 工

作！ ”周正华感慨道。
千金湘药董事长文立高虽因自身原因离开了

公司，但他提起千金仍赞不绝口。 他于 1994年入
职千金，从销售员起步，一直干到子公司董事长，
可以说也经历了千金文化建设的全过程。 他说：
“千金不仅给了员工强烈的归属感，还提供了成长
的舞台。 千金就是一个大家园。 ”

在快乐中努力工作，在工作中快乐成长。 独
有的企业文化打造了高素质的千金团队，公司上
下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形成了“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的良好局面。

甜蜜生活，蓄不竭动力
“快乐工作，甜蜜生活。 ”在千金集团，这句标

语随处可见， 它写在为每一位员工定制的茶杯
上，贴在接送员工的班车上，也挂在宿舍区热闹
的健身房里。

多年来，为了让员工在工作之余感知到“甜
蜜”，千金不遗余力。

为了改善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近几年千
金累计投入 3000 多万元， 不断改善办公条件，
厂区内，花木簇拥、绿草如茵；办公楼、整齐洁净、
图画点缀。

为了让员工更舒心，千金多措并举：单身公
寓达到星级标准；设置休息室供员工午休，员工
在食堂仅需 3 块钱便可享用由“两荤两素一汤”
及餐后水果或酸奶构成的自助餐……

千金的领导关爱员工事无巨细。 一位员工回
忆说，在员工公寓楼装修时，董事长江端预几次跑
到现场挑毛病，卫生间没装放洗漱用品的架子，淋
浴房没搁置防滑垫， 甚至阳台上晾晒衣物的杆子
他都要求重新换了， 因为上面没有可供衣架搁置
的凹槽。 细致的管理，透出的是公司领导关心员工
的脉脉温情，传达的是企业关爱员工的浓厚情怀。

“生活工作在千金，我们感到很充实、幸福。 ”
这几乎是每一名千金员工的心声。 在这里，公司
经常举办各种活动，以丰富员工生活。公司活动、
部门活动、圈内活动，月月都有；体育活动、娱乐
活动、 公益活动连续不断；“厨艺大赛”“倒车比
赛”“湘江毅行”时而举办；“千金好声音”“千金职
场练习生”、公司春晚每年举办，深受欢迎。

每年夏天， 员工可以集中享受“高温年休
假”。千金人将心中的喜悦带向世界各地，并将旅
行的美照投到集团的公号上。“实在羡慕千金的
员工。感觉你们的幸福感都溢出画框了。”公号下
的留言里羡慕声无数。

关心员工生活， 也乐于与员工分享企业红
利。为此，千金集团特别制定了虚拟股权方案，与
企业签署协议之后，员工不需出钱即可获得公司
虚拟股权， 并于每年年底得到相应的利润分红。
公司效益越好，利润分红越高。

员工也是企业的主人。 公司规定，凡是涉及员
工利益的事情，必须由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职
工代表的提案必须书面答复， 员工的薪酬增长写
入公司的年度计划。“近年来，每天的年度计划都
至少保证员工年收入增长 5%，而实际上都达到了
12%以上。 ”集团工会主席吕芳元介绍说。

“公司对退休员工太好了，我觉得千金很有
人情味。 ”退休员工王巍说道：“每年江董事长还
会参加我们退休员工的聚餐，还敬我们酒。 这种
感觉，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我们真的很感
动，觉得特别有人情味。 ”

“企业发展前景好，自己每年收入都增长，福
利又这么好，没有理由不把工作做好。”已在千金
工作了 30多年的成新民说。

像成新民这样期待在千金工作到退休的员
工不在少数。 驻京办主任黄倩在北京工作，拿着
株洲这个小地方的薪酬，过着北京这种高消费的
日子，很多公司想高薪挖她，但是她还是留在千
金。她表示：“是千金的企业文化留住了我”；综合
部郭建兵，曾在省内某知名企业工作多年，进入
千金后，他很快成为骨干，他觉得，在就职过的企
业中，千金最有人情味，最有幸福感。

受益于理念的灌输、文化的熏陶，如今的千金
员工对企业已经确立了高度统一的认同感、 归属
感、幸福感和成就感。 近年来，千金每年底都会做
一项员工“甜蜜指数”问卷调查。 2018年的调查结
果显示，98.7%的员工表示在千金有幸福感 ，
97.71%的员工对工作环境满意，98.2%的员工对企
业有归属感，98.15%的员工表示在千金有成就感。

执着成就高度，坚守书写辉煌。
二次创业，八年探索，千金集团以哲人的智

慧，深度融合经营与文化，勾勒出现代企业特有
的灵魂、气质，并进而推动了企业连续多年的稳
健成长。

以此为旗再出发，千金除了奔向更美好的明
天，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千金集团职工运动会。

千金员工厨艺大比武。

员工通过“千金是福”公众号晒
美景、晒假期。

千金集团湘江徒步行。

千金园区长廊。

千金员工单身公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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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园区大草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