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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跑者总是占着上风。这是日本作家和田秀树在《男人四十》这

本科普读物中的一句名言。凡是读过他先前写的《赢家的习惯 输家

的习惯》一书，肯定是获益不少。

                                            ——陈秀平

中国汽车发动机冷却泵生产行业的领跑者

         是大海奔放的领跑 
         者，帆是逐浪争先
         的领跑者。

　　只要是东海之滨长大的坎门人，

陈秀平多半也是渔家的后代。渔家的

后代，自然看惯了大海领跑者的姿

态，懂得如何在浩浩荡荡的大海中，

把握自己，激扬自己，做一个驾驭知

识经济浪潮的领跑者。

    见识易宏办公楼

　　在浙江玉环看过很多企业的现代

化办公大楼，再看坐落在泽坎线东侧

的台州易宏实业有限公司的办公大

楼，要说有所特别，那就是分列于办

公楼大门左右的一排盆景式榕树，粗

壮的根干，不亚于玉环榕树大道的主

干，但树高都在1.6米左右，经过严格

打理的树型，给人以一种整齐划一的

感觉。

　　走近由两座巨大石雕吉祥象把守

的大门，眼前豁然一亮，极具现代感

的易宏徽标，在发财树、宝石竺与圣

诞红的衬托与呼应中，更加鲜艳夺

目。那对对称摆设的巨大瓷瓶，给人

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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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种传统与现代和谐统一的味道。

左侧还有一道书法雕刻立地书屏，黑

底红字，绿萝掩映，绿竺陪衬，十分

醒目。

　　雕刻书屏上的行楷书法，柔中带

劲，圆润流畅，挥洒自如。

　　在别具一格的会议室，想象一下

即将见到的陈秀平，便联想到刚才

所看到的绿化与陈设，会得出这样

一个结论：他是一个追求

精到、精致、缜密、遁律

却不乏诗情画意的年轻企

业家。

    初识陈秀平

　　端正的五观，阳光一

般的笑意，精英派的短

发，上身着梦得娇黑色短

衫，下身穿一条考究的牛仔

裤，果然是极有活力的年

轻人。初次接触，陈秀平

的言谈热情而爽快，渔家

后人的风格，很有一种邂

逅乡间年轻朋友的味道。

第一印象，陈秀平很年

轻，很阳光，很精神，在

玉环的上万名企业家中，

属于不带一点造作成份的

一个。

　　在胡士亮秘书长的启

发下，笔者开始了解易

宏。易之宏，在传统文化

里，指的是生生不息，无

穷无尽，广博无边，气势

宏伟，前景远大；易之宏，在电脑时

代，展示的是一种可以在数据库中自

动执行或在运行的过程中自动来实现

的执行力。

　　那么，贸易中的易之宏，必定是

发展无限，前景无量。由此可见，陈

秀平的易宏，既是传统文化的精萃演

绎，又是现代科学文化的自觉衍进与

能动发展。

　　为此，笔者在百度上搜索“陈秀

平”，发现县人大的网页上，清楚地

写着这个历任县进口汽车配件总厂职

工，县进口汽车配件总厂水泵厂厂

长、现任台州易宏实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县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居然已有

45岁，确实令人惊讶。

   了解台州易宏实业

　　易宏今天的玉环规模，厂房占

地43亩，职工人数450个，建筑面积

35000平方米；2005年发展的安徽芜湖

的易宏规模，占地160亩，职工人数

180个，建筑面积估计比玉环还要大。

2004年，在陈秀平接替父亲管理汽车

配件厂的时候，位于坎门隧道口的老

厂房只有1200平方米，还是每月花

2000元租来的简易厂房。由于交通设

施落后，老厂房口是一段晴天扬灰、

雨天泥泞的道路。当时，老厂没有与

任何主机厂配套，做的主要是内易业

务。在朋友郭詹辉的牵线下，请来了

奔驰厂的客人。当客人的商务车开过

来，到了离老厂门口不远的菜市场，

看见泥泞就望而却步。车

上坐着6人，只下来2个，

皮鞋一下子成了泥靴，车

内的配套科长吓得不敢下

车，自然什么都没有谈

成。“我当时的脸热辣辣

的，尴尬得很。”陈秀平

回忆说。

　　必须找到可以与奔驰

等主机厂配套的产品样

品，陈秀平想方设法从市

场上找到一只，价格是134

元。他觉得有点贵，但商

家1元钱也不少，只能咬咬

牙买下来。然后，他以同

样的材质，制作了样品。

一连9次送到天津，主机厂

就是不理。等到第10次，

他明码标价75元，主机厂

觉得质地一样，极有价格

优势，终于答应由陈秀平

来配套生产。

　　有了这笔业务，开始

有了一些积累。陈秀平抓

住了外贸所面临的机遇，

准备投入汽车发动机冷却

水泵的开发，跑到泰国、马来西亚细

心查找。淘宝似地买了几十个样品，

却不能过海关。只好托朋友在香港找

朋友，再由香港朋友报关进口，几经

周折，几十个样品来得很不容易。

　　接着，按照样品进行生产，质量

　　书屏上写着16个红字：“开拓创新，科学发展，诚信和

谐，振兴易宏。”这恐怕就是易宏的企业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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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过硬，又是回避不了的难题。陈

秀平便举债前往韩国，一年内连续跑

了6趟，才找到一位专业工程师。谈好

年薪180万元，外加每月回家一趟补贴

飞机票2500元。为此，他花了300多万

元，在这位工程师的指导下，不仅做

成了合格产品，而且还2开发了上百种

型号，适应了顾客一次订单几十个、

几百个品种型号的要求。从此以后，

他的企业终于找到了振兴的基点，开

始走出艰难的泥泞道路。

    2008年，尽管遭

遇金融危机，但易宏

销售业绩与2007年持

平，玉环达1.5亿元；

2009年，销售业绩同

比增长10%，今年预计

可增长15%。目前，在

全国汽车发动机冷却

水泵生产商中，易红

拥有1600多个产品型

号，年产销累计超过

300万台，其中90%出

口，无论是品种型号

还是年销售量，均占

全国第一。

　　显然，在中国汽车

发动机冷却泵生产商

中，陈秀平是个名符其

实的行业领跑者。

   与陈秀平谈
实践梦想

　　易宏实业今天的

业绩，虽然凝聚着陈家两代人努力拼

搏的结晶，但在陈秀平父亲那里，是

做梦都难以想象的。那么，陈秀平作

为梦想的实践者，则是如何成就自己

成为“总是占着上风”的领跑者呢？

　　陈秀平的感悟只有8个字，即“勤

奋、坚持、诚信、责任。”这8个字，

写在他办公室身后的玻璃匾额上，镶

嵌在方方正正划出的鲜红格子里。

　　走过2004年的曲折里程，陈秀平

以勤奋实现了易宏的成功转身。他虽

然学历不高，但勤奋学习的态度，诚

恳而实在。在他的几个小本本里记录

着许许多多管理案例，当作商业机密

视若珍宝，从不示人。因为从2006年

开始，在奔驰工作的一位职业经理

人，深谙丰田管理体系，从丰田出来

后，参与这几年奔驰中国的实践，积

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陈秀

平常常邀请他以私人的名义过来，给

易宏的管理班子进行管理培训。

　　勤奋教会陈秀平，学到了行之有

效的管理方法。2009年8月，应对金融

危机袭来的一天，他刚吃过午饭就不

顾炎热走到车间转转，针对现场看到

的一个小问题，立刻召集相关人员开

会，10分钟内就在现场统一了意见。

陈秀平善用方法，重在借鉴。他将奔

驰职业经理人介绍的案例处理方法，

应用于企业管理，已经贯彻了两年

多，从而在他的本子上记录着企业在

生产、管理等各环节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反馈思考、推广借鉴的详细实

例过程，这一制度如今已深入人心。

　　陈秀平的坚持，令人称道。九到

天津，依然山重水复；还是因为他的

坚持，第十次便是柳暗花明；举债韩

国觅高才，三顾茅庐无所谓，六请人

才不惜本，这才扣开了通往汽车发动

机冷却水泵生产兴旺的大门。

　　2008年11月11日，网上的一篇

《浙江民企的多种脱困模式》中写

道，在经济神经极为敏感的浙江省，

对于很多民营企业而言，今年的冷空

气来得格外的早、格外的急、格外的

密。……在巨大的生存压力倒逼下，

一些民营企业在创业之初的顽强生命

力与开拓精神再次迸发，一些新鲜的

脱困“点子”正悄然发芽。

　　“以前订单多的时候忙于生产，

[  业界领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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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时间搞培训和调研，现在自处逆

境，到了反思发展的时候。”台州易

宏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秀平感慨地

说。不少企业家说，企业转型升级应

该早动手，在形势严峻的时候才想起

来可能晚了。比如现在再搞技改，至

少在资金上已经力量不足了。

　　秀平之所以感慨，就因为他在当

年坚持投入1000万元，进口韩国加工

中心，加强5S现场管理，开展ERP管理

系统建设，促使易宏销售业绩与上年

持平。

　　2009年，陈秀平又坚持投入1000

多万，实现了与世界80%的汽车巨头进

行配套生产的业绩。同时，易宏先后

通过一系列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在国外，被德国奔驰、日本丰田、美

国福特、克莱斯勒认定为“全球信得

过配套商”；在国内，一直是天津

一汽夏利、奇瑞、浙江吉利、临海凌

田、豪发等公司做固定配套生产。

　　至于诚信，陈秀平更懂得这两个

字在中华文化血脉中所蕴藏的含金

量。他在为企业制定经营方略时，首

推的一句话就是：“愉快合作从真诚

开始!”当然，易宏8年来的一路高歌

猛进，已经说明了问题。

　　还有就是责任，一份把钱用于发

展与支持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一方

面，把资金用于技术创新，既增强企

业本身的竞争力，又实现增长方式的

转变。另一方面，一个企业的技术创

新具有“溢出效应”，即给社会带来

好处。

　　提到社会责任，陈秀平不假思索

地说道，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社会责任

感，做任何事都应该考虑到自己的社

会责任。作为成功的企业家，应该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今天的易宏成为

行业的领跑者，人们这么要求易宏并

不为过。

早在几年前，陈秀平就悄悄地担当起

支持公益事业这一社会责任。2007年8

月24日，在《浙江工商导报》上，就

有《易宏捐资10万助渔村修路》的报

导。文中写道，凶猛‘圣帕’台风挡

不住‘榴岛’民企‘反哺’热潮……

在当天“百企助百村”签约仪式上，

台州易宏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秀平

慷慨地拿出10万元，帮助鸡山乡南山

村修筑2条村道。为

此，陈秀平说：“以前

我们扶贫的对象都是坎

门当地的，此次与隔江

过海的乡村结对还是

第一次。作为民营企

业，我们回报社会是应

该的。”

　 尾声

　　如果说，机遇总是

青睐有准备的人，那

么，广阔的市场只有有

准备的企业才能畅游其

中。告别绿树掩映的易

红办公大楼，笔者已经

由衷地相信，随着易宏

安徽芜湖项目的全面投

产，易宠的产能将得到

进一步释放，它的行业

领跑者地位将会进一步

巩固，由此将步入更加

广阔的发展空间。

　　如果说，发动机是

汽车的心脏，那么，

冷却水泵就是心脏的天然降压器。它

以理智与冷静滋润着心脏迸发的激动

潜力，让生命的进程以运动的方式，

获得前进的动力；因此，作为发动机

冷却水泵这一行业的领跑者，总是占

着理智的上风而令人不可忽视。陈秀

平懂得如何在浩浩荡荡的大海中战胜

自己，超越自己，凭借内外兼修的功

夫，必将永远保持着领跑者的姿态，

迎来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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