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员工风采
无愧于心，无憾于行
河南：杨风云

人物简介
姓名：张华磊
籍贯：河南
学历：大专
出生年月：1988 年 10 月 5 日
职位：客户经理

介绍：2016 年 6 月 5 日入职中安金控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河南分公司，2016 年 8 月 1 日结束试用期，成为一名正
式的客户经理，并获得全公司通报嘉奖荣誉及奖金。
第一次跟张华磊约面试，是从智联的简历库中搜索而
来，在招聘困难的季节和公司规模并不占优势的背景下，简
历库成了我们招聘的救命稻草，那天的面试约在了下午两
点，他准时出现，轻松愉悦地同我打招呼，给我的第一印象
很不错，面试过程也相当愉快，他风趣幽默的言辞，恰巧给
自己锦上添花，面试结束后，我在心中断定，他一定会成为
我们的业务之星，果不其然，这样的断言终究成为现实。
在新员工入职培训之后，张华磊回归到了自己的区域，
在接手 ４Ｓ 店驻店之初，他的业绩并不十分凸显，但他并没
有消极懈怠，而是积极找出原因所在。渐渐地，他凭借自己
多年 ４Ｓ 店的销售经验摸索出了驻店的管理模式，在与销售
顾问介绍我们产品的同时，认真听取他们的想法并及时做好
沟通，“市场没有不好的时候，只有不适合市场的产品，”
在与他的交流中，他的这句话颠覆了我们的市场淡季说，一
个优秀的客户经理，应当具备这样的优秀品质，而非一味否
定自己的产品，为种种困难找寻借口，他在短短一个月的时
间将我们空白市场的业务从 ０ 完成 １５０ 万的突破，当然，这
是他们整个团队努力的成果，但他的功劳亦不可没。
他总结道，服务客户必须高效率，以优质而贴心的服
务提高客户满意度，不影响销售顾问个人的绩效考评，充分
取得他们的信任，才能保证我们产品的顺利推进。区域内的
首单必须引起重视，高效率完成首单并实时跟进反馈分期经
理对我们产品的意见，分析我们的优劣势，不同的店设定不
同的审核流程，灵活调整，挖掘利益的共同点，实现多方共
赢。而生活中，他在不同的角色中穿梭自如，和同事和睦相
处，在我们的团队中快速成长，也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面对日益增长的生存成本，感叹前途路遥遥，思想包袱
过重，导致整个人缺乏坚定的信念，整个人像极了钱钟
书先生的“围城”，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自我的精气神！

反省自我
总部：马媛南

时至今日，我已在中安金控工作了一年多，从
初入公司时的懵懵懂懂到今天的游刃有余，我已经
快算是部门里的“老人”了。回首这一年多的工作
历程，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在这个岗位上
做得够好吗？如果给自己打个分，我会给自己打几
分？
中安金控承载着 １８ 年的历史底蕴，坚持秉承“稳
中求进、至诚待人、精于思考、互利共赢”的经营理念，
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中安金控精准把握
住“互联网 ＋”的政策机遇，在大市场环境不断更新
迭代的态势中不但稳扎稳打加固基础，更在新领域、
新产品、新模式方面不断开拓，全面整合资源，拓
展建立分公司，逐步实现了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的宏
伟目标。
身处于这样一个发展强劲的公司，我是自豪的。
我不是业务内勤方面的专业人员，也不会跑车行找
资源，更不懂得如何突破产品、业务模式创新，但
作为一名企划行政人员，我有着自己的责任与义务。
我的责任是如何做好公司的对外宣传，如何写好每
一篇公司的新闻、会议纪要，如何调动各个分公司
甚至是每个员工的积极性，激发他们多多投稿，展
示企业的良好形象，如何与各个合作商沟通将每一
次宣传设计方案做到完美……

我的工作除了周期性的企业报、微信公众号、网站
新闻、员工工牌制作等之外，其他的更多是随机和琐碎
性的，面对规律性和琐碎性的工作，时间久了难免生出
一种无趣感和倦怠感，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内一直想要尝
试突破和创新的我遇到了瓶颈，难以突破自我，久而久
之无奈过后没有下文，我知道这种心理是一种心灵深处
的怠慢，是一种执行力的不到位！
此时此刻，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长久松
懈下去，我一定迷失自我，整个人处于浑浑噩噩之中，
这是我最讨厌的状态，我会抓狂。所以，趁还未到完全
迷失自我之前我一定要做出改变。
反思的目的是为了更快、更高、更强地开展工作。
面对以后的工作，我将争取做到以下几点：一、学会放
下包袱，尤其是心理包袱，按照每周的单周计划强有力
地去执行；二、树立主人翁精神，学会感恩，不要懈怠；
三、每日定下短期目标，确保工作开展的有效性；四、
总结经验，克服不足，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你有反省自己的习惯吗？如果没有，趁早培养吧，
它能修正你为人处世的方法，给你指明方向。反省是一
种心理活动的反刍与回馈。它把当局者变成一个旁观者，
它把自己变成一个审视的对象，也就是说，它让自己跳
出局限，站在另一个人的立场、角度、来观察自己，评
判自己。反省不等于与检讨，也不等于忏悔。反省，是
人站在最高的层次上对整个人生乃至人类所走过的全部
历程的分析与对照，是人对自身的批判。我们不仅需要
在舔舐创伤之际进行深刻的思考与分析，更需要在成功
的欢乐中保持冷静。

想到此，再来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如果给自
己在这个岗位上的表现打分，满分是十分的话，我
会给自己打 ７ 分甚至更低。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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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经理人特训营在沪隆重举行
车国：李向洋

「车国二手车」
扬帆振远，平凡人生抒豪情
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 日 －５ 日召开于“火炉”重庆的中国
二手车大会中，二手车金融、人才培育与破除“限迁”一
同成为与会的行业领袖与业界精英热烈讨论的焦点：破除
“限迁”的意义，在于使 ２０１６ 这个“政策年”真正成为
中国二手车流通行业的大解放之年；大力发展二手车金融
（包括二手车消费金融与二手车库存融资）的意义，在于
充分发挥金融作为调节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使供应端的
车商与终点端的消费者这“供”、“需”两端都得到极大
刺激；人才培育以人为本，则是着眼于长远，为行业持续
稳定地发展储蓄不容或缺的人力资源。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７ 月 ２３ 日 －２４ 日，由中国
二手车流通行业人才培育践行者中安金控、车国主办的
“２０１６ 首届中安金控「车国二手车」职业经理人特训营”
在沪隆重举行，来自全国 ８ 省 １０ 城的二手车金融高潜人
才共聚东海之滨，给七月这个中国二手车行业的传统淡季
增添一笔浓墨重彩。

迁延半月的梅雨季节一离去，酷暑炎夏的高温天接踵
而至，依然不减的，是中安金控二手车人的心中豪情。在
人们心中，平凡人的提升自身业务素质、助力自身行业腾
飞与南国海疆将士们的远戍卫国、鏖战沙场其实并无二致，
都一样是爱国爱家。若说有所不同，那么只是因为不同的
岗位有着不同的职责：铁甲舰上，军队将士们“提三尺剑”
巡弋南海；业务场上，中安金控人勇创辉煌。
不曾与鹰隼奋击长空，不曾与百舸怒争激流，又怎能
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壮怀激烈？据悉，本届「车
国二手车」特训营的职业经理人人选，均是经过举荐、海
选、晋级等多个环节， 因表现优异从全国同仁中脱颖而
出的二手车业务精英。２３ 日下午，上海奉贤杭州湾北岸，
在 蓝 天、 碧 海、
金沙的共同见证
下， 中 国 二 手 车
金融高潜人才们
用满腔的热忱抒
写出属于平凡人
生的别样豪情。

经过了前一日团队建设的短暂休整，中安金控二手
车人的精神劲头更为饱满，驱车赶赴位于上海市嘉定区的
车国二手车基地——王金国际汽车城，进行车国二手车
Ｍ２Ｂ２Ｃ 模式相关的理论阐述、产品介绍与现场实训。

彩自我

现精
如棋，展

人生

“即便是对我个人而言，特训营也为我业务能力的
提升提供了一条良好渠道，一方面是给业务思路带来创
新，另一方面则是一套更具系统化的产品带给我全新的
认知。”来自安徽分公司的查乃帆说，“在我们到来之前，
又同芜湖的一家车行就「车国二手车」模式的搭建达成
了合作共识，无论是对我们分公司，
还是对合作车行，毫无疑问，这都
是一场东风。我相信在集团、分
公司与我们员工个人的共同努力
下，中安金控必将在中国二手
车金融领域不断辟土开疆，收
获更加丰硕的成绩与果实。”

李貌
浅出，情到深处自然掌握最真实的情况。

人生如棋，我为卒，勇往直前，结局亦能改变；
人生如棋，你为车，驰骋疆场，拼杀于海阔天空；
人生如棋，他为将，指挥千军，开疆扩地展我雄风。

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职责，我深知作为一名调查
员的重要性，时刻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及敏锐的观察力，
不断地学习、再学习，在工作中积极探讨总结，将奋斗
战场的舞台变成为展示自我的平台。我身为卒，守城攻
池，定为先锋，笑傲江湖，体现自我价值。

人生如棋，对手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未雨绸
缪，先发制人。在与高手对招时，一步失算，满盘
皆输，但是高手下棋，面对残局，却可能峰回路转、
柳暗花明。工作亦是如此，精彩棋局，全靠自己掌控，
端正态度，勇于直面，努力超越。作为一个中安人，
作为调查员，在工作战场上身处前沿阵地，我化为
侦查兵，甄别客户，把控风险，真实全面了解客户
的所有情况是我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了解客户过程
中，沟通、交谈犹如棋局，真实掌握客户的情况需
要的不是简单问答题，客户在调查过程中含糊其辞、
言不由衷，迂回作战，我退防为将，绕开话题深入
责任编辑：陈剑

车国首席市场官黄修鲁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业界精英
们致以热烈的欢迎，并对车国二手车 Ｍ２Ｂ２Ｃ 模式的源起、
构成要素及发展历程作简要介绍。就车国行认证、车国
二手车质保以及车国安心金融产品向与会人员展开详尽
而生动地阐释。其后，与会人员又结合理论进行实际操演，
做到将车国 Ｍ２Ｂ２Ｃ 模式精要熟练于手、熟记于心。最后，
２０１６ 首届中安金控「车国二手车」职业经理人特训营高
潜人才发展委员会代表向优异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重庆：

人生如棋，但人生并非像一局棋那么简单。人生没
有天生的赢家，我们既要在失败中及时调整自己，又要
在遭遇挫折时奋发有为、卧薪尝胆、不懈追求。身为调
查员，早出晚归，披星戴月，身处偏远山区，饥饿伴随
孤独，我深知过程的艰辛。选择中安，我们是一家人，
戒骄戒躁、勤勉敬业、只要抱定敢拼的信念，哪怕是在
没有掌声跟鲜花的舞台中一样可以铸就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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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实操，高潜人才获殊荣

古往今来的中外伟人并不是自出生以来就一直是优秀
的，纵使有天赋因素的存在，也无法遮掩他们曾经的拼搏与
付出。更何况我们只是凡人，又有什么理由荒度光阴呢？幸
福的人生本是相同，一片欢声笑语、一起同甘共苦、一路有
爱相随、一家其乐融融；低谷时，多想想团队，回到团队中
摄取正能量，汲取团队的经验，可以重获力量；得意时，别
忘记团队，为团队添材加料蓄能量，可以修练人生。河南分
公司的团队里，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员，我们一路荆棘
走到今天，我们定能走得更远，站得更高。
前进之路上布满了脚印，我们不求每一个脚印写下的
都是甜蜜与欢乐，但求无悔于每一个脚印；我们不求每一个
脚印留下的都是幸福与微笑，但求无愧于每一个脚印；我们
不求每一个脚印记下的都是美好和痛快，但求无憾于每一个
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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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需要“操心”的人
徐海强

如果想要做好公司的事情，不操心是办不到的，无论
是拓展市场还是催收不良，就是要看操心的程度如何。操
心往往跟感恩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一个人对父母不感恩，
对单位不感恩，对帮助过你的朋友也不感恩，那么这种人
就谈不上什么操心了。事实上，只有感恩的人才会好好做
事，才会想怎样去把事做好，也才会做成事，所以我觉得
操心很重要。

多，不是仅仅做好一个人的事就够了，还要操心整个团队
和市场，角色变了以后他没有及时调整管理上的一些思路，
也就是他的操心程度没有真正到位，所以就不能得心应手
了。
古代司马光说过一句话：“盖言人操心不正者，虽有
材能，无所用也。”说的意思就是有的人虽有才能，若操
心不正，也不能为我所用。所以管理一个区域，你就要当
好一个区域的“家长”，每个环节、每个人都要操心。现
在我们有的中层干部就是操心程度不够，每天八个小时工
作时间，面上过去就 ＯＫ 了，想想为什么有的人睡不着？
有的人睡不醒？因为操心程度不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山东分公司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不用操心就能正
常运转的程度，所以我希望在座的中层干部还是要多操心，
要操很多的心。 我的朋友圈里有句话：“一个真正的强者，
我和山东分公司彭斌副总经理一起散步的时候总会谈 不是看他摆平了多少人，而要看他帮助了多少人，服务了
到，我们山东公司发展到哪个程度了？还要做些什么事？ 多少人，凝聚了多少人。未来世界，一定不会属于一群面
目前山东分公司走到今天我们最操心的就是人的问题，我 目狰狞、尔虞我诈的人，而是属于一群善良、共享、快乐、
们现在每天睡不着，就是因为我下面没有更加有能力的中 懂爱、会爱的人。”这句话说得很好。现在市场竞争很厉害，
层干部，所以有时候就非常苦恼，我们现在很多区域的业 但并非一定把别人压下去了就说明我们有多厉害。凯里区
绩迟迟上不来，那就是我们的“将”不强。有句话说“兵 域子再明经理经常讲的理念“我帮助了多少人，就会有多
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将” 少人帮助我”，跟上面我说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要操心，
为什么不强？我们的区域经理被提拔起来就是因为他在某 要看我们帮助了多少人，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收入能否让
些方面有长处，在某些地方做得还很不错。做客户经理的 他们安居乐业，买得起车，买得起房，我们是否对得起大
时候也是很优秀的，单兵作战的能力很强，但是一旦到管 家了。只有我们这样去想、去做了，最后自己也会得到这些。
理岗位以后就不一样了，因为管理岗位要操心的事情比较
为什么子再明经理能够脱颖而出获得莫大荣誉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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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的背后有多少艰辛鲜为人知。当初他身上只有一百
块钱而不敢向家里要、不敢住旅馆的时候， 他和陈松两
个人在河边抱头痛哭硬熬过一夜的时候，因为加不起油
而不能开车只能坐公交跑车行的时候，大年初三就跑到
经销商家去挨家挨户拜访的时候，又有多少人知道他走
过的路有多么艰辛？现在子经理熬过来了，陈松也熬过
来了。如果我们的区域经理能让我们的员工也做到这样，
那你就对得起手下的这帮人了，将来你也会得到这些，
也会功成名就的。现在市场竞争压力比较大，但是我们
能够在这么一个无序竞争的市场里脱颖而出，靠的就是
我们公司有许许多多操心的人，这些人也会慢慢脱颖而
出的。
希望我们的中层干部大家能多为公司多操点心，为
公司操心也就是为自己操心，不要认为付出和得到不对
等，只要付出将来就会得到，这里面有因果的关系，有
因必有果。我一直提倡大家做善事，习主席寄语里说“你
有余钱时就做点善
事，没有余钱时做点
家务事”，这就是要
大家操心，我相信只
要肯操心、多操心，
区域的业务就一定能
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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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金控渝、黔分公司工作交流会

总结过去，开拓未来
四川：盆宇

中安金控云南分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核心经销商会议

重庆：王丹

导语：我们要有狼的精神，狐的智慧，鹰的心态，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句谚
语充分说明了团队的重要性，只有打造好的团队方能横
扫千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根据徐海强副总裁的指示：三省标杆贵州凯里区域
子再明经理带领团队来重庆分公司做工作交流。交流会
上，子再明经理毫无保留地分享他的经验，不怕别人偷
师学艺就怕学了不会用。

今日事今日做分为几种：一种是“聪明人”，今
日就想到明日要做的事情，做好未雨绸缪；另外一种是
“平庸人”，今日事今日必须做好；最后一种称为“垃
圾人”，今日还在做昨日的事情，这类人终究不能成为
优秀人。
（二）一针见血，坚决果断
７ 月份接手遵义，当时有很多朋友说遵义市场混
乱，前途堪忧，遵义至少半年以后才会起量，徐总问我
敢不敢挑战，我毫不犹豫，果断接手，当时去的时候带
了 １２ 份离职书，人员必须符合我的用人标准，认可公
司产品，自我要求高，反之不符合者一律要求离职。

云南：白亚鹃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云南
分公司“２０１６ 年核心经销商联谊会”在云南昆明分公司会
议室顺利召开，中安金控副总裁陈春旺出席会议，会议还
邀请了 ２０ 家核心经销商代表。会议由云南分公司风控部
经理周茜主持。

（三）选人用人标准，建议采取铁血手段
１、态度好，能力好，这类人使劲用。一个员工入
职三天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工作态度如何，一周可以看
出这个人的能力如何，加以培养必成大器，定为我们披
荆斩棘。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四川分公司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的
工作，根据总部的发展定位与发展方向，结合目前车贷业
务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低迷业绩及产品创新态势，继续坚
持公司发展模式，进一步拓展业务和渠道布局，争取在下
半年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会上重点介绍了贴息业务、二
手车业务等新业务，给公司下半年的业务拓展注入一股新
的活力。
会上，内勤部主管李铭从征信情况，报单量、公司垫
款、退单量情况，各区域签单录机情况，各区域的回件率，
各区域的放款情况等五个方面对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分公司各
业务数据做了通报。周总对此进行补充说明，他指出内勤
部今后不仅仅要把相关业务数据统计通报出来，还需根据
在工作过程中针对各种情况的处理经验和结果分享出来，
让大家能在今后工作中吸取经验，不再犯类似错误，有利
于工作开展和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要求大家重点关注各区
域的回件率。
风险部主管翁昕对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分公司贷后相关业
务数据情况作了汇报，从超期未抵押、逾期客户情况、垫
付情况各方面做了详尽说明。苏总对风险审批方面进行强
调，要求各负责人必须要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同时要树立
自身的责任感，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两点，在今后的工作中
才能无往不胜。
财务室孙雪晴汇报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分公司业务量及垫
款利息统计情况，特别表扬了攀西分公司副总经理张娟同
志，攀枝花地区不仅放款量上半年排名第一，而且资金占
比率是最低。
最后，周斌总经理作总结性发言，周总结合分公司的
心路历程，激励大家只要团结一致，共同拼搏，四川分公
司肯定会更上一层楼，大家也会有一个更好的前景。尽管
我们的业绩在一段时间里陷入低迷，但我们从未被超越，
我们在不断创新，我们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和领头羊，我们
有实力在不断前
行的道路上拉大
与 同 行 的 距 离。
下半年我们又将
推 出 新 产 品、 新
模 式， 只 要 我 们
努 力 开 拓 市 场，
一定会走出低迷，
再创佳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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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对他们负责。

——记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年中总结大会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１ 日下午，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 ２０１６ 年年中总结大会在成都高新区熊猫王子
文化酒店八楼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四川分公司总
经理周斌、副总经理苏国栋，眉山分公司、南充分公司、
攀西分公司负责人及各区域各部门负责人、四川分公司全
体员工。会议由副总经理苏国栋主持。

3 企业文化

三月份子再明经理接手凯里，一直遵循公司发展的
２、态度非常好，能力很弱，这类人必须用。良好
宗旨：风险始终放在首位，建章立制，规范流程，巩固团队，
的态度是成功的必要前提，前期开拓市场，在开拓中提
倡导家园文化，夯实基础。四月份正式起量直到现在业
升能力，逐步稳定，后期巩固市场，能力壮大，用真心
绩突出，成为三省标杆。
维护市场。
一、巧用地理优势，建立市场
３、态度差，工作能力强，组织能力强，这类人称
贵州经济方面相对落后，凯里是一个非常贫穷、少 为“毒品”，进入公司对企业文化不了解，不遵守公司
数民族聚集、人口较少的地方，但是做车贷业务的公司 规章制度，对公司发展不上心，业绩非常好，但是这些
不多，竞争较少，占有绝对优势，我们看准优势，锁定 人业绩达到顶点的时候可能也是他叛逆的时候，因为猎
目标，积极开疆辟土。
头公司挖掘给点好处可能就走了，所以最好不用。

会议开始，与会人员一起观看了集团总部形象宣传片
和车国 Ｏ２Ｏ 仪式启动宣传片。结合宣传片，云南分公司
总经理邓兵向与会人员分别介绍了中安金控发展历程、发
展现状、发展理念、发展愿景以及相关产品，广大经销商

对中安金控的新政策、新产品十分感兴趣。在随后的经销
商发言讨论环节，各位核心经销商畅所欲言，表明了各自
区域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针对各位经销商提出的问题和
建议，公司各级领导都及时给与了解答和回复。
来自曲靖博域经贸的徐总表示，与中安金控建立长期
合作伙伴关系，是因为中安讲诚信，有实力，立足于长远
发展。保山奥驰汽车杨总也表示，之所以选择与中安合作
就是因为中安实力雄厚、有保障，值得信任；其他经销商
也一致认为，要实现互利共赢，我们要做的就是强强联合，
共同携手前行。
在听取了各经销商的发言后，中安金控副总裁陈春旺
作了发言。陈总着重强调了中安金控的综合实力、主营业
务以及发展规划。陈总表示，中安金控将借助资本市场的
强大力量与合作伙伴共赢、共展、共享，构建一个“中安
金控 ＋ 资本 ＋ 合作伙伴”的价值链平台，未来中安金控会
推出更多更好的渠道政策，为广大客户搭建更好的发展平

台。陈总的发言，不仅使广大经销商朋友更加了解中安
金控的综合实力及发展规划，同时也促使他们对中安未
来发展及汽车金融服务市场前景充满信心，更加坚定了
与中安金控的合作，纷纷表示将携手中安金控共创美好
未来。

最后，中安金控副总裁陈春旺及云南分公司总经理
邓兵共同为经销商代表颁发《中安金控战略合作伙伴》
牌匾，正式确定合作伙伴关系。至此，中安金控云南分
公司 ２０１６ 年核心经销商会议圆满成功。

激情临汾

中安精神，鼓舞你我

——态度决定一切

安徽： 汪怡

山西：王志青

二、打响品牌战，树立形象

４、态度差、能力差，这类人坚决不用。区域经理
中安金控真的是一家了不起的公司，它的优势强大， 不要说什么培训他们，让他们成才的话，你们想想他的
具有核心竞争力。车贷服务行业每年崛起有很多，就目 父母培养不出，学校培养不出，社会培养不出，你要把
前重庆市场就有不下 ３００ 家公司，根据惯性一般车贷公 他培养起来谈何容易，咱们没有三头六臂，招聘第一原
司维持五年已经实数少见，大多数只能生存一两年而已， 则就是看态度和忠诚。
但是我们中安这个大家庭从成立之初到目前已发展近 ２０
年屹立而不倒，并从浙江辐射覆盖全国，这是我们中安
人的骄傲，也是我们对外宣传制胜法宝。
三、人尽其才，坚信理念
对于客户经理坚信一点：产品卖不出去，不是公司
的问题，不是外在的原因，而是客户经理对公司的认知
度不够，自信心不高。坚信我们的产品是最好的，那么
无论外界环境怎样影响，我们的产品还是有人接受，反
之一定卖不出去。

（四）车行合作，占有主导权
１、定战略

当客户经理满怀自信，到车行推销产品时，不要
一味地求合作，甚至盲目答应车行的一些过分要求而忘
市场风云变幻，稍有不慎跌入谷底，江山拱手让人，
了自身优势。首次跟车行谈合同时应该明确讲清楚哪些
车贷服务行业崛起很多，出台政策（利率、收费等）比
客户能做，哪些不能做，我们也不是垃圾桶什么都需要
我们有优势，开出价格比我们低很多，面临竞争有很多
接收，市场上没有任何产品完全符合所有客户的认可。
客户经理就后退了，业绩做不起来了，但是我们还是在
２、管理团队
夹缝中生存下来了，业绩只有增加没有下滑。因为我给
四、迎面“价格战”，坚信品牌的力量

他们讲了有个小故事：为什么别的做车贷业务的还只是
一个小公司呢，而
不能成为跟我们一
样的大企业呢，因
为他们只是图一时
而不是长久发展的
公司。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的团队可打可骂，
要有金钱欲望，我不是你的父母不是你的亲戚朋友，不
为你提供任何的生活保障，我们只是合作伙伴关系，为
了共同的目标奋斗，没有金钱如何赡养父母，优待子女，
维持亲情。

凯里区域能够成为三省标杆，有一套严谨的管理制
度，实施了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严格才是大爱。

客户经理要学会如何快速准确寻找客户源，资源
是共享的，要学会发现问题，寻找优秀客户源。

（一）苛求细节，甚至“奇葩”
今日事今日毕，才能安心睡觉。我们凯里区域有重
要的工作流程表，要说明的是客户经理的这些行程表不
由他们安排，而是我们统一安排并要求定点签到打卡的，
比如要求几点几分必须在哪里打卡，放到微信群里，没
有做到必须说明情况。我们严格要求有日计划、周计划、
月计划，团队里都是 ２０ 几岁的年轻人，他们跟着我，我

地址：杭州市钱江新城香樟路 2 号泛海国际中心 A 幢 6-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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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流程优化

上帝创造人，给予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样的，起
点都是一样的，但是多年后发现结果不同，源于思想不
同，导致行为不同。所以当你怀有梦想的时刻就要充分
发挥你所有的努力去追梦。
再次感谢子再明经理给我们分享宝贵的经验，受
益匪浅，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祝愿渝、黔、鲁三省
在徐副总裁带领下勇往前进、永争第一、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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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因梦想而伟大，企业因文化而繁
荣。一个没有文化的企业是没有头脑和灵
魂的企业，而成功的企业，都是突出企业
的文化管理。中安金控作为一个以汽车金
融为主业的金融服务公司，除了它取得的
各种成绩之外，其深刻的企业文化和精神
也是值得一谈。
人在物质生命之上还有精神生命，精
神生命的存在以创造为主，人们从创造中
得到乐趣，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中
安金控人正是秉持着这样一份创新的精神
和热情，才使得中安金控能够发展到当今
的规模。精于思考，层层落实，用创新来
不断创造客户价值，这是中安金控人的动
力，亦是公司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不可动摇
的经营理念，此为“创新’。“道兴于中，
业兴于安”，即为中安，中安金控一路走来，
稳扎稳打，稳中求进，不以利冒进，不以
险求胜，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安人一步一个
脚印走出来的，此为“稳健”。世人总说
商人是精明逐利的，诚然，国际间的合作
与对抗尚且是以国家利益为宗旨，又何况
只是偌大社会众多公司中的一员。然而盲
目逐利，不择手段是小人，当今社会提倡
的是多方互利，中安也在用自己的行动践
行这一理念。作为一家以个人汽车消费金
融服务为主业的公司，除了与我们面对面
接触的客户之外，公司的员工、股东是筑
起公司的砖瓦，车行、银行是我们合作的
最密不可分的伙伴，是他们一起推动着中
安金控一直进步，而能够和他们一起进步、
一起发展也是中安金控一直以来不懈的追
求和目标，此为“共赢”。古人总说“无
商不奸”，的确，从古至今，人们对商人
的评价总是不高，而想要改变“奸商”的

形象，唯有用自己诚实的行为去取得大众
的信任，在中安金控更是如此，作为一个
以车贷为主业的公司，最看重的当然是客
户的信誉，可是不正己又如何正人？以诚
待人，以信服人才是中安金控的立身之本，
此为“诚信”。这便是中安金控企业文化
的核心。
正因为公司一直坚持着“创新，稳健，
共赢，诚信”的经营理念，坚持创新发展，
合作发展，可持续发展，努力成为个人汽
车消费金融服务行业规范经营和发展的参
与者和实践者，才能一跃成为汽车金融行
业的佼佼者。如今的中安金控经营机构遍
及全国 ３０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器所
辖区域，公司员工多达 ３０００ 多人。这么
辉煌的成就都是公司众多员工在公司领导
人以及公司精神的指引下所取得的。
作为公司众多员工中的一员，中安精
神亦是激励个人进步的强大动力，公司发
展如此，做人更是如此。所谓“稳健”就
是脚踏实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
尽忠职守，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所谓公
“创新”正是员工的创新，员工开拓思路，
公司也定会走得更好。作为公司的一员，
团队精神是最重要的，员工当学会“共赢”，
在工作中不停地鞭策自己，实现自己在集
体中的价值，实现整个团队乃至整个公司
的“共赢”。“诚信”则是社会对每个公
民的要求，而作为中安金控的一员更应严
于律己，诚信做人。
作为中安金控的一份子，工作在中安
金控，学到的不仅是如何高效地工作，如
何协调各方，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工
作氛围中学会做人的道理，耳濡目染，潜
移默化，是一辈子都受用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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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从事的工作当做自己喜欢的事
情来做，干一行爱一行，保持一种积极
的心态，即便是辛苦、机械、烦琐的工作，
率，更好地配合外勤，完成既定目标。
也能从中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乐趣。所
三谈团队。对于我们这个小团队而
以，工作既是一种能力，亦是一种态度。
言，积极向上的团队精神一直是我们不
先说外勤。外勤的工作不仅展现着
断进步的源泉。用八个字形容临汾办事
自己的形象，更是关乎着公司的整体形
处，那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象，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就是外勤最美
我们在这轻松有序的环境中全身心地投
丽的外衣。对待客户保持积极心态，用
入到工作中。在面对崭新的业务模式时，
最好的精神状态面对每一个客户，杜绝
临汾办事处内勤、外勤通力合作，克服
消极悲观，练就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多重困难，经过反复研究和实践，终于
遇到困难不骄不躁沉着冷静，全力解决
完成了贴息业务第一单。开了首例，我
客户困难，做出表率，维护公司形象和
们后面的工作变得更加顺畅，也为公司
利益，尽职尽责；加强对客户的管理，
的业务开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另外，
对已有客户和潜在客户研究出自己的一
我们还要向其他地区多多学习，取其精
套模式和方法。临汾外勤始终有着周期
华为我所用，为打造一支勇往直前精诚
性的考核，努力做到一天一小结，一周
团结的队伍而努力。
一大结，一月一总结，对已有业务的维
事情之所以为事情，就是因为事情
护和下月的目标都有着准确清晰的认识。
可以做好也可以做坏，可以高高兴兴、
再言内勤。内勤的工作看似简单又
认认真真地做，也可以愁眉苦脸、极其
轻松，其实不然，内勤的工作更需要认
厌恶地去做。如何做，是一个人的选择，
真细心，内勤是外勤强有力的后盾。可
就像是亲手制成的雕塑，塑造出来的是
以说外勤的一切工作都有内勤穿插在其
美丽还是丑陋，是可爱还是可憎，都是
中，小到各种通知的上传下达，大到公
自己的选择。一个人的努力远比能力更
司政策的贯彻执行，都离不开内勤的竭
重要，不管你的工作看起来有多么的微
心尽力。内勤的工作比较琐碎，这就更
不足道，都应该拿出一个艺术家的精神，
需要我们端正态度，认真对待，每天用
带着十二分的热情，努力去做好它。
积极的心态去工
作， 解 决 工 作 中
出 现 的 问 题。 面
对看似杂乱无章
的 工 作， 我 们 要
从 中 找 到 规 律，
根据规律形成自
己 的 工 作 模 式，
提升自己的能力，
继而提高工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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