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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品牌“中国红·杜康”进军湖南白酒市场

50万年薪寻求“千里马”

回到单位后，王先军不顾

领导和同事的劝说，办理了停

薪留职手续。1988年， 身无分

文的他来到了澧县化工厂，先

暂时站住脚，然后一边工作一

边考察市场。1989年开始搞作

坊式洗衣粉生产，由于技术设

备等方面的原因，效益不佳。

第二年，他揣着仅有的几

百元钱，慕名前去南京一个厂

家学技术。“准备回来的时候，

身上只有几十元钱，在南昌转

车时， 买完到长沙的火车票，

身上只剩下5元钱， 就这样在

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我把这5

元钱全部买了馒头。” 王先军

说， 从长沙到澧县的路费，还

是他从一个熟人那里借来的。

有了技术， 设备又跟不

上，怎么办？王先军决定自己

研制，理工科出身的他有一点

专业基础， 加上刻苦钻研，自

己研发的第一台洗衣粉设备

很快投入应用并获得国家专

利。但王先军也为此付出了很

多，仅2003年一年，他的左手

就断过3次，谈及这些，王先军

笑着说，“做什么都不容易”。

1979年7月， 王先军以优

异成绩从澧县一中考取了北京

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

院， 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化工研

究院，成功跳出农门。有份体面

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按说，是

一件非常让人羡慕的事情，但

一次偶然事件， 让他放弃了这

份稳定的工作， 他的人生轨迹

也从此改变。

那是1987年8月的事情，

王先军在澧县老家休假， 有一

天， 他骑一部旧轻骑摩托车上

街，路过县城城乡接合部一栋

新砌的楼房时， 房主大声冲他

喊道：“你注意点， 别碰了我的

房子！”“碰了又怎么样，大不了

我赔”， 年轻气盛的王先军说。

“你赔？ 拿什么赔， 你赔得起

吗？”……

“就是这句话刺伤了我，当

时， 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王

先军说， 当时他的工资只有

100多元， 确实赔不起！ 回家

后，在母亲的劝导下，过了两天

他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但决定

辞职下海创业、 改变贫穷现状

的念头由此而生。

一次偶然，他决定下海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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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钻研，一年内手断过3次

2

随着王先军的不懈努

力，洗衣液、洗洁精、透明

皂、香皂、洗手液、生态去

污粉、洗发香波、衣领净、

洗瓶剂、 消毒液等60多种

日化产品生产设备和技术

相继诞生。1997年，他成立

了湖南省富达日化有限公

司，迄今为止，凭先进的生

产设备和工艺， 公司产品

已走向了南非、马来西亚、

越南、埃及、朝鲜、韩国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第一台设备走出国门

还有一个故事。 那是2002

年的一次展销会上， 一位

越南的客户准备订购王先

军的产品，经过一番考察，

这位客户觉得王先军的产

品性价比较好， 最后谈妥

成交。

“这件事让我兴奋得3

天没睡觉， 我觉得外贸出

口是一个方向。” 王先军

说， 后来那位越南客户又

订购了他几次产品。 通过

这件事， 王先军增添了不

少信心， 加上外国人的口

碑效应， 他的产品在国际

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设备出口，

他3天没睡觉

3

初识王先军，只觉得他处事干练，精力旺盛。在聊天过程中，他说自己十几年来每天只睡四五个

小时，令在场的人无不感到惊讶。真的吗？王先军乐呵呵地说：“已经养成习惯了，白天打理公司事务，

晚上便一个人搞些自己喜欢的科研项目，基本上都是凌晨4时左右睡觉，同事都戏称我‘王铁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王先军已有21项国家发明专利在握，另有3项已递交国家专利局，而他

的科研成果转化的产品更是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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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拥有21项国家发明专利，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做生意

“专利铁人”是怎样炼成的

连吃3天馒头 3天不睡觉 一年内手断3次

4

痴迷事业，

他被人称“王铁人”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魏

武帝曹操一首《短歌行》，让有着

中华酒祖美誉的杜康酒闻名天

下。千百年来，杜康作为酒的代

名词，以其优良的品质和厚重的

历史文化积淀受到世人赞誉。近

日，汝阳杜康的第一个高端白酒

品牌“中国红·杜康”开始进军湖

南白酒市场。

“三路先锋”月底上市

记者从湖南省添禧酒业有限

公司了解到，今年8月10日，中国

红·杜康品牌运营中心已正式落

户长沙市岳麓区阳光100国际新

城，系列新品推广活动将在8月-9

月期间大力展开。据了解，“中国

红·杜康”旗舰产品“提壶”酒、高

端产品“太和”、“中和”三款单品

作为系列产品的开路先锋， 将于8

月末召开新品发布会，正式宣布上

市。 添禧酒业董事长李宜隆表示，

长期以来，杜康酒虽坐拥“中华酒

祖”、“中国十大文化名酒” 等诸多

荣耀，品质口感上与“茅五剑”等高

端白酒不相伯仲，但其旗下未有一

款高端白酒能充分体现杜康的品

牌价值。“中国红·杜康”耀世而出，

不仅完善了汝阳杜康产品线结构，

更对汝阳杜康品牌的长期战略有

着深远的意义，这也是汝阳杜康酿

酒有限公司与湖南省添禧酒业有

限公司斥巨资打造“中国红·杜康”

高端白酒的原因。

50万年薪征集高管

高端品牌需要高端人才 ，

“任人唯才、任人唯贤”是添禧酒

业董事长李宜隆的标准。以“千

军易得，一将难求”为口号，50万

年薪招募管理、营销人才，在湖

南白酒市场无疑是个爆炸性的

消息。据了解，此次高端管理人

才招聘活动将在8月末至9月初，

以现场选拔的方式进行，通过严

格的笔试、面试、营销实战演练、

辩论赛、 专家考核等重重关卡，

最终选定总经理、 市场总监、销

售总监三个职位获得者，并进行

现场签约。目前招聘活动已开始

接受报名， 报名及招商热线：

0731———88808723。 ■李罡

十几年来，王先

军先后取得了21项

国家发明专利。全身

心投入工作的他，也

养成了每天只休息

四五个小时的习惯，

被公司同事称之为

“王铁人”。

今年1月份，王

先军收到国家知识

产权局寄来的无磷

无硼洗衣粉及生产工

艺发明专利一审答辩

通知书。 理由是与美

国俄亥俄州两位发明

者发明的同类产品相

比， 不具备授予发明

专利的条件。

对此，王先军并

不气馁，过春节也顾

不上休息，对自己的

申请专利进一步完

善。最终，王先军依

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通过了国家知识产

权局的答辩，专利申

请得到批准。

■记者 张春祥

前行，我们在路上！

2009， 危机来袭。2009， 信心凝

聚。我们每一次微小的成功，聚集起

来，都将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巨

大力量。

2009“前行中国”———全国首档创

业就业大型公益活动，由湖南日报报业

集团、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等联合承办，

上海立马电动车、 赊店明窖酒、 中国

红·杜康酒、怀化洪江古商城、荪臻臻

国际医学美容机构、 济草堂金银花茶

饮、爱晚亭家纺、贵州仁怀酒中酒霸等

企业联合加入，政府、媒体与企业合力，

为创业就业者提供机会与平台，张扬信

心的力量。

在前行中， 每一个企业都是一座

烽火台，坚守着责任。自4月22日活动

启动以来， 加盟企业提供了大量创业

基金和就业职位， 各类招募火热进行

中。“上海立马斥资千万助推家乡创业

梦”；“赊店明窖1000万资助100人创

业”；“中国红·杜康150万集结将帅”；

“前行中国”首个创业基地落户洪江古

商城；“爱晚亭家纺” 为创业者传达心

经，引导方向……

在前行中，每一个个体都是坚实

的砖石，筑基成峰。我们挖掘和征集

的创业人物和故事，如此鲜活生动地

彰显着2009的信心。长沙本土餐饮业

的创业代表“四娭毑”； 力助大学生

“零投入”创业的湘潭老板崔志春；奉

行“把企业当猪养，才能走更长远”的

谭胜德；转身塑“麻辣肉男人”的“大

兵”； 逛遍湖南省绘制农庄地图的欧

阳宇； 专为学生设计衣服的宋飞；带

领50岁阿姨们闯荡“家政江湖”的80

后老板邓成建；手握“KFC户口”要开

湘潭第四家餐厅的王岳峰……他们

都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却是一个个

不平凡的创业英雄！

满怀信心，奋力前行，我们在路

上！ ■彭霞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不少企业

的招聘计划被冻结或缩水，对原本就

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2009届大学毕

业生无疑是雪上加霜。 据统计，以

2009年大学毕业生610万人,平均每

个学生求职申请15份计算,今年应届

大学毕业生发出的求职申请超过

9000万份。

面对就业寒冬，应届大学毕业生

该怎么办? 专家给毕业生们开出了应

对的方子。

多元化选择就业单位和就业地

区。去外企工作,做一个白领,是多年

来许多大学生的第一选择。但在目前

岗位需求总量萎缩的形势下,大学生

们的择业思路需要转换,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等单位同样也是施展才华

的舞台。

调整薪资待遇的期望值。不少大

学生习惯将自己就读的学校、专业等

与薪资待遇挂上钩, 往往高不成、低

不就。当前，正确定位、调整心态、把

握机遇、瞄准长远发展不失为一种可

行的方法。

明确职业目标。 选择职业时,尤

其需结合自身的综合能力, 明确发展

目标。 如果在迈出大学的第一步时没

有认真思考,今后再来转换“跑道”就

比较困难了。

不片面追求专业对口。除了部分

技术性岗位外,很多岗位并不一味强

调专业的对口。大学生除了学习专业

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思

维方式、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重视实习的机会。如果大学生能从

大一尽早地开始通过实习或参加公益

活动接触社会,就越能看到社会的方方

面面,从而找到自己的兴趣点,那么在

大学期间就可以有目标地去择业。

继续深造，重组知识。大学生们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继续深造,以避开

就业的低谷,等待就业市场的回暖。

此外,专家还建议,在当前工作

难找的情况下, 大学生不妨考虑创

业。

■梁炉洪

就业难，不妨去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