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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正控股召开党委成立暨选举大会
产生第一届党委和纪委班子

摸爬滚打 最终蜕变成“纸精”

现在的吕少剑不再是当初那个
年少懵懂的新人，说他是“纸精”一
点也不夸张，记者的采访经常被来
访的客户打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
个客户拿着从一个样纸过来，吕少
剑一摸一闻就知道这是什么类型
纸，用的是什么色调，还能够做哪些
美化，用他的话说就是几乎没有他
没见过的纸。

随后吕少剑带记者来到了他的
样品间，向记者展示了荧光纸、“触
感”（一款产品的名字）、无胶包装
盒、各种礼盒、包装袋的样品。小小
的样品间容纳了千种产品，让人看
得眼花缭乱，这些产品设计虽然简
单，但是每一款都很精致。“设计不
是简单的思考，需要顺应当前的潮

流，就像服装设计一样，颜色的搭配、流
行色的把握等都很重要，有时候越简单
的设计越能体现质感与美感。”吕少剑
给记者上了宝贵的一堂设计课。

有时候分析一件事情不能太复杂，
可以用一种最大程度简化的思维，典型
代表就是那个“把大象放进冰箱”的段
子：只需要三步，打开冰箱门，把大象塞
进去，关上冰箱门。所以，尽管纸张的
设计听上去很玄乎，其实也只需要抓住
两个关键点：第一点，!"## $# %&'"（少
既是多），第二点，(&)"' *&+' (&$,-（突
出重点），前者强调的是说简单的设计
更能体现更多的设计理念以及美感的
传递，后者强调的是将重点着重包装、
突出方能吸引眼球。这是记者从吕少
剑的产品的设计中体悟到的。

实习生 徐青

纵观富阳造
纸企业，大部分
市场已经是“红
海”滔天，日子过
的苦哈哈，而特
种纸领域无疑是
其中仅存的“蓝
海”，就是这片

“蓝海”，孕育出
了一个“纸精”，
他就是华信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总
经理吕少剑，一
位 ./ 出头却已
用鼻子闻遍了四
五千种纸的小伙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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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少剑所在的富阳华信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0//1 年，是
一家专门从事特种纸产品的设
计、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科技型
企业。2//1 年以前，吕少剑还是
富阳兴隆纸业的一名销售员，当
时吕少剑发现富阳很少有企业
生产特种纸，都是依赖国外进
口，比如意大利、日本等国家，于
是他心中开始萌发做特种纸的
想法。有一次在销售过程中，一
款台湾的有色纸，价值 . 千元每
吨的普通白板纸，经过上色、压
花瞬间价格飚升到了 234 万元每
吨，这组惊人的数字让吕少剑坚
定了入特种纸这个行业的决心。

“初入行的时候，我一窍不
通，但是越钻研，越痴迷。”吕少
剑告诉记者，“最开始的时候，我
会参加各式各样的展会收集样
品，包括广交会，晚上回家没事
儿就会把样品全部摊在地上，一

张一张摸过去，看过去，闻过去。有
时候一研究就是一晚上，而且越来
越兴奋。”

吕少剑的创业之路并不是一帆
风顺，“最初做出来的特种纸简直是
十不像！”吕少剑打趣地说，“没有样
纸，订单量少得可怜，客户要求多；
地方又受到限制，微小型企业没有
相应的政策扶持；人才十分缺失，生
产技术不成熟。当时没有技术的支
持，很多人都叫我改行，觉得这条路
行不通，风险太大。”的确这些困境
都让吕少剑碰了一鼻子灰，但是一
个人在从事一项自己热爱的事业
时，是不会因为其他人的质疑放慢
他的脚步，这在吕少剑的身上得到
了最好的诠释。当意识到了这些问
题以后，吕少剑积极开展人才引进
工作，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想进
入特种纸领域必须要有‘理想’、要
有准确的定位、要借助各方面资源、
要有钱并舍得投入、要有人才还能

留得住、要有信心更要坚持下去。”
吕少剑告诉记者，“我们的设计师有
着一股劲，当时有一款纸在搞研发，
设计师没日没夜地待在实验室，就
是这股韧劲让我们能够研发出一款
款别的企业没有的特种纸。”据了
解，华信包装在技术研发上每一年
投入达到三五十万元，在样品制作
上投入三四十万元。

一窍不通 初入行时诸多坎坷

与华信包装共同成长

看“纸精”是怎样炼成的
———记华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少剑的成长之路

为纸而生 从不惧怕创意被模仿

从前，富阳乃至中国的造纸企
业存在一个普遍现象：无创新，全模
仿。有一句话说：“如果你已经将自
己创造的东西卖出，那么不要让它
成为你创造力的终点。”吕少剑就是
一直这样做的，他从来不惧怕公司
创新的产品被别人模仿，因为他的
脑子里总是会迸发更多新的想法，
新的花样。

不仅是对于产品的创新，对于
机器的创新技改吕少剑也是强项，
创新这个基因于他而言是与生俱来
的。很难想像华信的好几台机器都
是非科班出生的他自己改装的，或

许于他而言，他就是为特种纸而生的。
据他介绍，有一台机器是由原先做无纺
布印染的机器改装的，还有一台未投产
的机器是他从别处当废铁买来的，经过
改装后其产量预计会是其他几台机器
的好几倍。

临走时，吕少剑接了一个来自韩国
的客户的电话，通话过程中，他用一口
流利的韩语跟对方交流着，当记者惊讶
于他的语言能力时，吕少剑简单地告诉
记者：“这没什么，勤能补拙，因为经常
接到韩国的订单，经常要跑韩国，有时
候一个月要去好几次，学韩语也是为了
更好地获取客户想要的。”吕少剑告诉
记者，“还有一次我把公司刚做好的样
纸拿去给客户看，对方一口咬定这是从
意大利进口的，富阳的技术设备是不可
能生产这样的纸质的，当时我不知该哭
还是该笑。”

或许别人会质疑你的成功，也总会
有人对你指指点点，但是你要做的就是
找到对你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找到
你热爱的东西，并为之努力奋斗，这就
是吕少剑，一个为特种纸而生的“纸
精”。

通讯员 叶子涵 实习生 徐青

1 月 0. 日上午，永正控股在 5

楼会议室隆重召开“浙江永正控股
党委成立暨选举大会”。公司全体党
员、入党积极分子、各群团组织成员
以及各事业部班子成员共 678 多
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原永泰集团党
总支副书记陈献忠主持。杭州市两
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富阳区委
组织部、春江街道办事处相关领导
出席成立大会。

会上，全体党员通过差额投票
选举方式，产生了永正控股第一届
党委和纪委班子。第一届党委和纪

委班子分别推选张金来为党委书
记，羊少林为纪委书记。

随后，新当选的党委书记张金
来代表第一届党委、纪委班子在大
会上表态：党委、纪委班子人员今后
一定注重学习，提升素质；清正廉
洁，弘扬正气；加强团结，推进融合。
新一届党委和纪委班子将紧贴发展
经济这条主线，围绕提高企业效益
为根本任务，团结全体党员凝心聚
力，加快融合，为永正控股的发展注
入新能量。接着，永正控股临时董事
会董事长孙柏贵对新成立的党委、
纪委提出四点期望和要求：一要正
确认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敢于负

责、勇于担当；二要充分发挥党委的
政治核心作用，促进企业平稳过渡、
健康发展；三要积极开展工作，尽快
成立群团组织，多开展群团活动，加
快“文化融企”；四要发挥纪委作用，
加强对生产经营过程的监管。

成立大会上，富阳区委组织部
副部长、“两新”工委书记李丰对企
业党委提出要求，希望公司党委要
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规范企业党
委内部运行机制；要抓好队伍建设，
严格党员的日常管理，吸收优秀同
志向党组织靠拢；发挥好党员队伍
的作用。

通讯员 夏良坤 实习生 徐青

1月 21日，中央电视台《大家》
栏目组，跟随军事医学科学院免疫
生物化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沈
倍奋来到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
司，拍摄海正的生物药生产情况。

摄制组一行在海正药业高级
副总裁王海彬博士的陪同下，拍
摄了海正药业抗体类药物规模化
生产车间，并完成了《大家》节目
关于沈院士与海正药业合作的相
关访谈节目录制。《大家》栏目是
目前央视容量最大人物访谈节目
之一，采访主要对象是我国科学、
教育、文化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
的“大家”。这次《大家》节目主要
是反映沈倍奋院士的人物事迹。

此次海正之行，沈院士及王
海彬博士配合央视《大家》栏目组
拍摄了用于生产安佰诺及抗体药
物的 91//: 反应器哺乳动物细胞
培养车间、纯化车间及制剂灌装
车间，充分展示了海正药业抗体
类药物的产业化放大能力，未来
;<:== 抗体药物将会在海正药业
进行规模化生产。本次拍摄的部
分镜头将会在央视科教频道近期
播出的《大家》节目中播出。

中央电视台
走进海正

《大家》栏目将展现
海正生物药风采

京东O2O不重利润
要做物流界Uber

昨日消息，在京东第一季
度财报发布会上，京东 >?@ 刘
强东与 >A@ 黄宣德针对 @2@

“京东到家”项目发展状况作出
回应，刘强东称，京东到家在北
京的增长喜人，六月将开通广
州与深圳的业务。

京东到家于今年 . 月份上
线，刘强东表示，京东到家上线
前经过了一年的调研，现已确
定了商业模式，首先接入的北
京用户增长速度极快，上海现
在正在测试之中，在第二季度
结束之前，至少会开通广州和
深圳的业务，年底之前开通更
多的省会城市，比如南京、杭
州、成都等。

万达快钱推出首款
合作理财产品“快利来”

昨日下午消息，据了解万
达近日与快钱共同推出一款互
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快利来”。
这是万达携手快钱联合推出的
首款针对个人的互联网金融理
财产品，预期年化利率 1B。这
是万达战略入股快钱后双方合
作推出的首款产品。万达相关
负责人透露，快利来只是万达
快钱布局互联网金融的第一
步，未来还将配合万达的轻资
产转型推出更多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