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業團隊增至20餘人 兩年創出「加速度」

在雲南的這些年，嘉華
建材為當地提供了不少就

業崗位。目前，公司有 226名
正式員工來自雲南省27個深

度貧困縣。在昭通大關的就有181
人。在對員工的管理當中，安全

生產是其最為看重的一環。據了解，
目前，嘉華建材雲南區五家合資公司
的員工一共2,000人，再加上各類外
部協作單位、運輸單位、銷售單位的
從業人員，則超3,000人。
陳府是昭通當地人，他是一名水泥

方面的資深員工了，沒來大關廠之
前，他在其它工廠打工。他說：「以
前工人安全意識薄弱，不少人是不戴
安全帽就進入生產線，自己也是。」
不過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廠區裡見到

他時，陳府和同事的反光衣、安全
帽、安全鞋，穿戴得整整齊齊。「剛

來這邊的時候，是老總要求，然後反
覆強調又強調，還將安全加入考核
中，我們都是被動的。可是現在，這
已經成了一種習慣，不穿好反而覺得
不對勁了。」陳府說。
徐應強說：「安全不到位，甚至發

生事故，那工廠肯定就得停工，停工
就是損失。而且出事了，對員工的家
庭會造成極大傷害。做好安全，杜絕
事故的發生，不用花費更大的成本來
解決問題，無形中就節約了成本。」
他說，每個員工都是家庭的支柱，不
能讓他們在工作中受傷，必須保障員
工安全。除了安全，他還強調員工要
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在他要求下，工
廠每天至少20分鐘帶領員工在操場做
運動，讓員工得到鍛煉和放鬆，為員
工營造一個安全、舒適、輕鬆的工作
環境也是一個企業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雲南報道）香港嘉華建
材有限公司十五年前進入雲南，利用當地鋼鐵廠煉鐵所
產生的高爐礦渣生產礦渣微粉執到寶，產業得到迅速發
展。從2009到2018年的十年間，已把1,300萬噸高爐礦
渣變廢為寶，累計節約 7億度電和 115萬噸煤炭，節省
近 14億元人民幣的成本。不同於一般的水泥工廠，嘉華
建材在雲南參與投資的5家水泥廠都以花園工廠著稱。
變廢為寶的企業發展之路，要從嘉華與雲南的合作說
起。2004年嘉華集團與昆明鋼鐵控股公司、雲南華雲
實業總公司、安寧市投資公司共同組建了雲南昆鋼嘉華
水泥建材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之初，就設定了礦渣微粉
60萬噸的生產能力。

礦渣微粉代水泥
香港嘉華建材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徐應強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採訪時說，嘉華建材屬下多間附屬及聯營公
司，為中國內地各大城市和港澳地區的工程項目供應優
質建築材料，是現時香港最全面及最具規模的綜合環保
增值型企業，亦為本港首屈一指的大型建築材料供應
商。無論是在北京、上海、廣州，還是在昆明、南京、
鄂州、馬鞍山，這些環保產品也是公司的驕傲。
「一開始的合作就有這個內容，是因為這其實是嘉華
的一項優勢。」徐應強介紹說，水泥廠主要利用鋼鐵廠
煉鐵所產生的高爐礦渣生產礦渣微粉，用於水泥混合材
料及預拌混凝土摻合料。礦渣微粉為新型優質綠色環保
建築材料，其生產電耗僅是水泥的五分之二，煤耗僅是
水泥的六分之一。
嘉華建材在雲南的礦渣微粉工廠每年能把130萬噸礦渣
微粉等量用於生產或替代水泥。從2009到2018年的十年
間，已把1,300萬噸高爐礦渣變廢為寶，累計節約 7億度
電和 115萬噸煤炭，節省近 14億元人民幣的成本。

工廠可拍婚紗照
不同於一般的水泥工廠，嘉華建材在雲南參與投資的

5家水泥廠都以花園工廠著稱。走進昭通昆鋼嘉華水泥
建材有限公司，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廠區周圍、道路
兩邊都種植了樹木花草。正值玉蘭花開，工廠裡粉色的
玉蘭花映襯在藍天下，格外美麗。工人們還自己建造了
一個小型人工瀑布景觀，流水飛瀉而下，帶來陣陣清
爽。廠區內還貼有各種風格清新的宣傳畫，讓工廠倍感
溫馨。
龐大的設備矗立在廠內，只聽見一些機器運轉的轟鳴

聲，並沒有飛揚的粉塵，整個廠區整潔乾淨。工人身着
統一生產服，在自己的崗位上操作機器。大家各司其
職，一切井然有序。
運輸部的汽車也是列隊排好，由機械手把水泥放置到

車廂內，裝好一輛走一輛。等貨的司機也可以到一旁整
潔明亮的休息室，看看電視，喝喝水。
面對這個花園工廠，徐應強自豪地對香港文匯報記者

說：「我還告訴工廠的員工，可以在工廠裡照婚紗照，
多美的工廠。」工廠不僅要美觀，也要助推當地經濟發
展。目前，昭通水泥廠日產2,500噸熟料，2018年生產
水泥108萬噸，繳納稅費約人民幣 5,000萬元，成為當
地的納稅大戶。

環保建材引內地 港企雲南執到寶

助當地就業
抓安全生產

■工廠的角落裡也
都種上了玉蘭花。

■■整潔乾淨的普洱昆鋼嘉整潔乾淨的普洱昆鋼嘉
華工廠華工廠。。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中醫藥高校學生創業，有專業門
檻高、課業壓力大、專業相對單一等
痛點。近年來，學校一直在扶持大學
生創業，2011年就建立了大學生創業
孵化中心，無償為大學生創業項目提
供經營場所，並把創業與實訓相結
合，為學生提供實踐場所。」福建中

醫藥大學校團委王志良老師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學校除了
創造平台讓學生盡量多參與實踐，為
創業團隊儲備各方面的專業經驗，還
要針對痛點給予精準幫扶。」
王志良表示，每一個入駐學校孵化
中心、創業基地的創業項目都需申領

工商營業執照、進行稅務登記，保證
合法經營；同時引導他們逐漸加大專
業科技含量、融入中醫藥文化等，提
升市場轉化能力和競爭力。
「我們也組織大學生參加不同級

別、類型的大學生創業計劃競賽；建
立校內教師+思想政治輔導員聯合指

導的『雙導師制』輔導團隊。」王志
良說，在政策上，中醫藥大學還提供
了對創業學生的最優呵護，將大學生
創業活動作為「創新性」學分認定範
圍，在學分管理規定中明確提出創業
活動獎勵制，予以2個學分獎勵，還
可作為公共選修課學分。

■■徐應強做人做事有徐應強做人做事有「「八心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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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兩年前創業時相比，即將畢業
的陸霆皓和夥伴們都成熟了許

多，「在創業實踐中遇到很多現實問
題，例如團隊如何相處，都是書上學
不到的。我們創業之初都有雄心壯
志，但在真正不忘初心、逐夢前行中
發現，這是一個蠻困難的過程。」在
陸霆皓看來，雖然創業路上有崎嶇有
坎坷，但是四個小夥伴用樂觀的心態
和創新的意識，正慢慢摸索出適合自
身發展的路徑。
「杏術芯灸」從成立之初起，就入駐

由該校團委負責的創業孵化中心，成為
學校政策扶持的創業對象之一，校方
為他們提供了零租金的創業商舖。陸
霆皓說，團隊成員們創業以後發現事
情遠比他們自己當初想像的複雜，並不
是專業技能扎實就能創好業，「剛開業
那幾天，接待的客人寥寥無幾，有時好
多天一個客人都沒有」。

「十元體驗」打開局面
就在他們一籌莫展時，老師支了一
個新招，提議推廣「十元體驗十分鐘
推拿」的活動，讓參與者先試一試手
法，再慢慢轉變成為客戶。小伙子們
眼前一亮，不久便收穫了一批粉絲。
「因為學生第一次聽到推拿十元價

格，會比較容易接受，而社會人士還
不會很相信一個學生的推拿手法，通
過短時間的這種體驗方式可以獲取他
們的信任感。」陸霆皓說。
通過對客流的分析，團隊將以福州
大學城十幾萬師生圈子作為主要客戶
群，為了讓團隊製作的「十元體驗十
分鐘推拿」的宣傳單在他們身上「停
留時間」更長，陸霆皓說：「我們把
學生必看的校曆印在背面，收效顯
著。如今雖然每天課餘3個小時的營
業時間並不長，但一個月平均下來，
多則接待兩百多個患者，少則也有五
六十人，這樣的成績我們還是挺滿意
的，但還有成長進步的空間。」
憑借熟練的推拿手法和口碑傳播，

「杏術芯灸」招牌逐漸打響，培養了
一批回頭客，今年，團隊成員逐漸擴
大至29人。「中醫有個理論叫『不通
則痛』，除了推拿按摩可以使血液通
暢外，我們在老師的指導下研發了杏
術古法活血泡腳包、杏術古法安神香
囊等，用戶反響很好。」楊傑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他們在研發時發現這
項理論在與人相處、項目運營上同樣
適用。「沒有及時與指導老師溝通想
法、未與用戶對接好等，都會造成誤
會與運營失利，因此流暢的運營狀態

非常重要。創業成功，與夥伴們齊心
做事，有共同目標、專業互補優勢、
均衡發展等都密不可分。」

App實現醫患諮詢
中醫在移動互聯網創業的優勢和蘊

藏的能量已初見，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正值「杏術芯灸」推拿
養生創業團隊齊心協力備戰入圍福建
省創業之星40強的比賽，四個小夥伴
你一言我一語地暢談着運營報告計劃
書，心中燃起的創業熱情，讓他們聊
到養生館快打烊時才意猶未盡地散
去。「我們之前有建立了微信公眾
號，現在正打算利用『互聯網+』和
廠家合作『杏術健康管理平台
App』，其中既有在線預約，又有平
台數據庫的設立可完
成醫患諮詢。」陸
霆皓笑言，「在創
業過程中，我們互
相借鑒，在相互碰
撞中前行。」
楊傑介紹，「我

們也會和當地商家合
作，客戶關注我們的
微信公眾號並加入會
員，憑會員卡到加盟

商家可享一定的優惠。此外，也會定
期參加當地的創業沙龍活動，在取長
補短的交流中也會帶給我們新的想
法。」今年，「杏術芯灸」推拿養生
創業團隊的四位小夥伴即將畢業，
「我們心有靈犀決定一起考研提高醫
術學習，雖然在創業過程中過得比別
人辛苦，可是因為我們提前創業，這
樣在畢業後繼續創業，可以跑出創業
加速度。」
楊傑說：「未來我們想做一個真正

的醫館，將中醫理療與藥膳館、健身
館、中草藥種植基地等相結合，傳承
和創新發展中醫。目前這個養生館是
我們的『小種子』，『小種子』會慢
慢長大，相信有一天會長成『大
樹』。」

■■養生館創業項目獲得不少榮譽養生館創業項目獲得不少榮譽。。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攝

■李永浩介紹，針
對在校師生常出現的失

眠、落枕、鼠標手、空調肩
等症狀，他們相應開發了頸
肩護理、砥石刮痧、座式艾
灸、耳穴理療等治療系列
項目。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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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館還重點開展中醫技能學習培訓，為
在校生、畢業生的就業、實踐打通第二條捷
徑。「第一年我們錄取了 26人，第二年 29
人，今年有14人到養生館學習、實踐，自開
展中醫技能培訓以來，我們前後累計培訓了近
70位學生。」陸霆皓表示，一個人走得快，一
群人走得遠。他們陸續招進、培訓有創新精神
並富有上進心的同學們，從原來四人變成有組
織、有系統的協作團隊。
「學校的理論課程多，實踐課程少，通過我們
提供的培訓，可以讓同學們的實戰經驗更為豐富
一些。」陸霆皓說，「主要是福建中醫藥大學中
醫、護理、針灸和管理專業的學弟學妹們前來面
試，我們也設計了一套基本理論+實際操作的嚴
格錄取標準。」在這支志同道合的創業團隊看
來，最大的收穫不是賺了多少錢達到多少營業
額，「讓更多優秀的中醫學子通過實踐，敢於在
病人身上理療，收穫一次次實操經驗，這是珍貴
的經歷。畢竟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
行，只有在實踐中才能真正掌握中醫藥內涵。」
陸霆皓給香港文匯報記者舉了一個例子，今

年大三的唐詩嘉是福建中醫藥大學中醫學專業
「5+3」一體化的學生，大二上學期加入杏術大
家庭，通過考核順利成為正式員工，現在已經
可以獨立為病人做針灸理療了。「員工的理論
和實操課程，都要定期組織考試，我們針對相
關醫師證的考證也有舉辦培訓，大家約好一起
考級，一起進步。」

■■「「杏杏術芯灸術芯灸」」推拿養生館四位推拿養生館四位
合夥人分別是合夥人分別是：：來自香港的陸霆來自香港的陸霆
皓皓（（左一左一）、）、馬馬來西亞的賴宇陽來西亞的賴宇陽
（（左二左二）、）、大陸的李永浩大陸的李永浩（（右一右一））
和和台灣的楊傑台灣的楊傑（（右二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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