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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瞅准日照旅游商机，杨郁聪 21 岁就开始创业

打打拼拼十十年年员员工工从从 33 人人增增至至 2222 人人

本报 1 月 8 日讯 (记
者 辛周伦) 随着“寻找
日照最励志青年”活动深
入展开，本报编辑部也迎
来一个报名小高峰。8 日，
一对年轻夫妻为给儿子树
立榜样，前来报名。

下午3点，小迟和小韩
夫妻俩来到本报编辑部报
名励志青年活动。小韩告
诉记者，她跟丈夫老家都
是东北的，2009年来到日
照开了一家小饭店，虽然
规模并不大，但却是一家
三口的收入来源，小两口
一直在用心的经营着。

昨天在报纸上看到这
个“励志青年”活动，感觉
非常好，不但能激发年轻
人的创业精神，还能弘扬

社会正能量。“我们之所以
想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想
给儿子树立一个好的榜
样，让孩子从小知道积极
上进，脚踏实地，靠自己的
双手去拼搏。”小韩说。

据了解,招商银行日照
济南路支行将为最终评选
出的“励志青年”提供最高
额度 500 万元的个人经营
贷款,并为其量身定制合理
的配套贷款服务方案。该
银行将为“十大励志青年”
提供多重金融支持。

抵押贷款 ,使用商品
房抵押 ,最高可贷房产价
值的 100% 。信用贷款 ,无
需抵押 ,有房有家有经营
即可申请。POS 贷,有 POS

机 即 可 申 请 , 最 高 可 贷
POS流量的3倍。供销流量
贷 ,需核心企业12个月交
易流水 ,最高可贷交易额
的30%。

该银行还为“励志青
年”提供两套优惠方案。一
是专属利率优惠专案 ,根
据其账户结算、结余情况,

每日最高利率可享受八折
优惠。二是为励志青年申
请自动转贷功能 ,借款人
在符合该银行的条件下 ,

在贷款到期时 ,可无需偿
还本金 ,只需偿还利息直
接转贷。

夫妻俩来报名“励志青年”

要给儿子树立榜样

21岁，有的人还在校园里读书，有的人已经踏上社会成为打工一族……对日照青年杨郁聪来说，
在21岁的时候，他大胆地做了一个决定，成立了一家公司，自己创业。如今，他已到了而立之年，公司
拥有了员工22人，业绩在行业内也名列前茅。

本报与日照兴业房产联合发起“寻找日照最励志青年活动”后，杨郁聪的朋友迟女士看到本报活
动，向记者推荐了21岁就创业并取得成功的日照青年杨郁聪。

小伙不甘平庸开办旅行社

8日上午，记者在杨郁聪的办公
室见到了他。今年31岁的杨郁聪给记
者的印象是年少老成，成熟稳重。

“2002 年的时候，我跟着一位长
辈从事旅游餐饮工作。”杨郁聪说，
在那两年的时间里，他发现了日照
旅游业中的商机。“日照旅游业当时
还处于起步阶段，一直做餐饮也没
什么出路，我就打算开个旅行社。”

2004 年，21 岁的杨郁聪从亲戚
朋友那里筹到十几万元，成立了一
家旅游公司。“那时候一共就十几万
的启动资金，还要往旅游部门交 10

万的旅游质量保证金，所剩的活动
资金也就几万元。”杨郁聪说。

跑业务回到日照只剩2元

杨郁聪告诉记者，2004 年公司
刚成立的时候，只有 3 名员工，办公
经费也有限，开展的业务大多给外
地旅行社做地接。

“有一次，我带着 2200 元跑了河
南、山西、河北三个省十几个城市找
客户。”杨郁聪告诉记者，为了节省
费用，他常常住宿在七八个床位的
小旅馆，即使这样，当他坐着客车回
到日照时，兜里只剩下 2元。

“那次出差，还刮发票中了 50

元，要不怎么回来还不一定呢。”杨
郁聪说，由于公司刚成立，规模也
小，拜访客户的时候总吃闭门羹。

“跑客户的时候，只能一次又一次的
去介绍日照旅游环境，吸引外地旅
行社来日照旅游。”

为员工发展提供平台

很多人认为，杨郁聪的成功与
日照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有关，但
是跟着杨郁聪工作了 8 年的员工杜
鹃却不这么认为。“杨总一直告诉我
们要‘先做人，后做事’，在生活上，他
跟我们交朋友，在业务上，他跟客户
交朋友，他总说，只有交上朋友，工
作才好开展。”杜鹃说。

2009年公司迎来转型。“公司刚
开始的时候，缺资金，管理也不到
位，行业员工流动性也比较大，这些
都影响公司的发展。”杨郁聪说，为

此他给员工提高了基本工资，同时
对员工进行培训，又跟员工交流，从
而让员工对公司产生认同感。

“这几年，我们的员工工资翻
了三番，流动性减少了。”杨郁聪
说，现在公司做大以后，他考虑的
是如何让员工在公司更好的发展。

“员工的价值只能靠他个人的努
力，现在我做的就是为他们提供一
个平台。”

在采访过程中，杨郁聪的电话
不时响起，员工也不时前来汇报工
作，面对他的成功，杨郁聪的总结
是，三分靠拼打，七分靠命运。“我
是农村出身，没有学历，就是靠一
股拼劲走到今天，靠这拼打改变的
是自己的命运，不去拼打，命运不
会去自己改变。”杨郁聪说。

杨郁聪(左二)指导员工工作。

文/片 本报记者 赵发宁

燎原又一大型体验式拓展基地

落户五莲管帅温泉度假村

近日，经过五个月的勘察、选
址、洽谈、施工，五莲县管帅温泉度
假区燎原体验式拓展培训基地 12

月初顺利竣工，经多方技术人员检
查验收，一致认为建设质量符合国
家各项技术标准，标志着日照又诞
生一高标准的大型拓展培训基地。

温泉旅游度假村坐落于五莲
县西北部，紧邻 2 0 6 国道和 3 3 4

省道，北距青兰高速 20 公里，东
距五莲县城 20 公里，距日照市区
不到 70 公里，交通便捷，是集温
泉休闲、度假旅游和旅游地产于
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旅游项目。温
泉度假村地处三座自然生态山脉
与两条水系合围之中，景区内宁

静、自然，原生态的山水与一流的
设计相得益彰。温泉井水深 1516

米，水温 56℃ ，富含 30 余种有益
于人体健康的微量矿物元素。国
内外温泉专家称赞道，如果温泉
水中有一两种达到医疗价值浓度
的元素就已经非常珍贵了，温泉
能同时有九种元素达标，六种元
素达到命名标准，在世界范围内
都是屈指可数的。

燎原体验式拓展培训基地依
托温泉资源和地理位置，开发出
新的适应温泉地域为特点的拓展
培训课程项目，为广大培训客户
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拓展培训+休
闲度假的圣地。

相约儒房 成就梦想
---儒房地产(日照区域)2013 年度颁奖晚会取得圆满成功

2014 年 1 月 7 日晚，日照华美酒店 5 楼人头
攒动热闹非凡，儒房地产(日照区域)2013 年度颁
奖晚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在全体员工合诵的《弟
子规》中晚会拉开了帷幕。公司领导在致辞中对
各位员工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各位来
宾表示了衷心的祝福。全体员工精心准备的演出
节目把会场的气氛一次又一次的推上高潮，现场
的观众都被精彩的节目乐的捧腹大笑。伴随着节

目的演出，一份份精美的大奖也被各位幸运观众
抽出。《走进新时代》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全体员
工一起唱起这首歌，在激情的歌声中，在热烈的
掌声中，“相约儒房 成就梦想”儒房地产(日照
区域)2013 年度颁奖晚会圆满结束。

2013 年，是儒房地产跨越发展的关键之间，
近年来，儒房地产在艰难中迎难而上，在逆势中
发展，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各项事业
取得了长足发展，市场业绩节节攀升，在日照市
也树立了企业形象，是成果丰硕的一年。

2014 年，是公司跨越发展的关键节点，能否
在 2014 年的各项工作中创造更好的业绩，是关
系到公司下一步发展的方向的关键节点，儒房地
产全体员工坚信立足本职岗位、抓好工作落实、
加快工作推进，确保全年任务目标的顺利完成。
2013 年是儒房地产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也是聚
力发展的关键之年，宏伟的蓝图已经绘就，辉煌
的前景在召唤者全体员工。

(刘建华)

夫妻报名参加“十大
励志青年”活动。

为回馈车友的关心和支持

东东风风悦悦达达起起亚亚 KK55 携携 TT 动动力力日日照照上上市市

近日，东风悦达起亚旗下新
K5 在日照诚达 4S 店内震撼上
市。新 K5 以优雅尊贵的卓越气
质，延续“精英格调新典范”的品
牌内涵，通过设计、材质、动力和

科技等方面的全新升级，引领了
中高端车市的新标杆。

活动邀请了来自日照众多
关注并喜爱新 K5 的朋友，日照
汽车网编辑带大家一起体验新

K5 带来的豪华感受。新 K5，拥
有 2 . 0L 、2 . 4L 与 2 . 0T 三种排
量，共推出 10 款车型，价格区间
为 15 . 98 万— 25 . 18 万元。据介
绍，选择在日照地区上市，就是
为了让消费者能够第一时间领
略新 K5 走在时代尖端的格调气
质，以表达企业对一直以来关
心、支持东风悦达起亚的日照地
区车友的感激之情。

领先潮流 铸就非凡品味
新 K5 的菱形前雾灯更具质

感；新 K5 采用镀铬双排气管展
现了高性能的动感轿跑风范。内
饰方面，新 K5 新增门护板镀铬
装饰条，改良座椅样式，强化静
音效果，让车主置身于奢华的感
性空间，尽享安静和悠然。

卓越性能 点燃驾驭激情

作为展示东风悦达起亚产
品走向的旗舰车型，新 K5 除了
沿用 Nu 2 . 0L 和 2 . 4LθII 代两种
不同排量的动力总成之外，首次
搭载动力更为强悍的 2 . 0T-GDI

涡轮增压发动机，为消费者带来
酣畅淋漓的驾驶体验。

除此之外，新 K5 的 2 . 0T 车
型，全新设计的 Turbo 专属 18 寸
铝合金轮毂、运动型多功能方向
盘和铝合金踏板，以动感造型营
造出运动气息，引爆驾驶欲望。

价值进化 锻造时代标杆
新 K5 在原有丰富配置的基

础上，全系增加后排中央头枕和
镀铬侧裙两项标准配置；也将全
新折叠钥匙、前排通风座椅、副
驾驶电动座椅和真皮座椅等配
置扩大适用到更多车型。

依托 C-NCAP 超五星安全
标准，起亚秉承严谨精湛的制造
工艺和品质革新的造车理念，在
配备 6 安全气囊、VDC 车身动
态稳定控制系统、HAC 坡道辅
助系统、TPMS 自动胎压监测系
统和泊车辅助系统等丰富配置
的基础上，再次升级配置，确保
品质的精良。

传承创新 镌刻品牌华章
新 K5 的格调登场将引领 K

系列车型的发展方向，也将冲击
中高端车市的现有格局，使东风
悦达起亚的市场竞争力全面提
升。与此同时，企业于今年启动了

“顾客感动年”核心战略，除此之
外，东风悦达起亚更率先试行“汽
车三包”、与保险品牌强强联合，
以大胆创新为客户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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