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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营装饰：重庆装饰企业界的“小而精”
在美国东北部8所闻名全球的老常青藤大学中，布朗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都属于“小而精”，进校门槛高，录取难，尽管在校学生只有6000多人，但丝毫不影响其在美国和全球大学中的地位和声誉。在重庆上

千家装饰公司中，也有不少“小而精”，成立逾20周年的大本营装饰就是一个布朗大学般的企业，规模不大，但健康精干；跑得不快，但步履坚实，口碑甚好。

诚信勤奋
20年努力造就精工大本营

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中国民营
企业的气质、文化大多由其创办人、老
板决定，老板怎么样，企业就怎么样。
持续经营企业非常不容易，大本营装饰
能顺利成长20年，与公司创办人冉奎
紧密相连。

冉奎1965年生于重庆忠县，17岁
高中肄业进入县轮船公司当舵手，但他

“读大学”的理想一直不灭，在工作之余
勤奋学习啃书本。公司领导看见冉奎
文化底子较好且勤奋上进，便将其调入
办公室做文书。1987年冉奎以全县成
考专业第一名考入原四川电大万州分
校工业企业管理大专班，脱产带薪学习
3年。学成归来历任公司办公室副主
任、团委书记、党办副主任、职教科长，
工作优秀获得诸多奖励。后调任忠县
百货公司人秘科科长、百货大楼经理。
由于工作出色，冉奎屡担重任，先后出
任忠县糖酒公司、五交化公司的法人经
理兼书记，积极推动经营体制改革并取
得显著成效。船长父亲的言传身教和
十多年来扎实的国企工作、党团工作，
冉奎养成了高度负责、严于律己、诚信
正直的良好品行和敢打敢拼、身先士

卒、吃苦耐劳的宝贵精神，也积累了企
业组建、市场开拓、组织管理的丰富经
验，为他建立大本营装饰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重庆直辖后的1998年，商业意识
敏锐的冉奎果断从忠县来到主城寻找
商机，看见很多地方都在建高楼修房
子，立即想到“为老百姓装修房子肯定
市场很大”，就想到干装饰公司。遂进

入一家装饰公司打工学习，历任办公室
主任、市场部经理。他干过“扫楼”工
作，找到即将装修或处于装修期的高
楼，坐电梯上到顶层然后逐层往下，挨
家敲门发名片发资料，或者在门缝卡名
片，经常一天用完两盒名片。在不懈的
勤奋之下，冉奎业绩突出，成了公司合
伙人，后来公司创办人退出，自己就成
了法人，2004年将此公司更名为大本
营装饰。

近20年来，大本营装饰多次荣获
“中国建筑装饰质量、服务双优企业”、
“全国住宅装饰装修示范工程奖”、“重
庆市装饰行业十强企业”、“重庆优质建
筑装饰工程（住宅）奖”、“重庆市建筑装
饰行业杰出贡献奖”、“重庆市中小企业
转型升级成就奖”等殊荣。

口碑说话
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个细节

一直以来，大本营装饰以“追求创
新设计、铸造精品工程、成就完美生活”
为使命，以“品质铸品牌、口碑赢市场”
为经营理念，规范做事、诚信为本，坚持
设计、工程、材料、服务、价格“五位一
体”的服务模式，脚踏实地为业主做好

每一个细节，赢得了顾客市场广泛的口
碑。

大本营最早的口碑来自“诚”。在
中天装饰城创业初期，有一对重庆29
中的退休教师夫妇洽谈了3次，设计、
价格都谈好了，但总是不签合同。最后
一次问：“小冉，你的家在哪里？我们想
去看看。”冉奎二话不说，就带两位老师
回家看，而且主动把房产证、户口本拿
出来看。第二天一早，两位老师等在装
饰城大门口一见到冉奎就说，“今天我
们把合同签了，付款，开始装修。”从此
冉奎体会到，装房子是一个家庭的头等
大事，业主都非常谨慎，绝不能马虎！
大本营在重庆业界率先提出“隐蔽工程
活线工艺”（先布管再穿线）；提出“预算
内项目多退少不补”，意思是算多了要
无条件退钱给业主，算少了公司自己承
担，业主对此满意度非常高。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位在北京
工作的重庆籍干部人士回渝探亲，吃饭
时听几位家人都说大本营装饰做得非
常好，自己在北京的新房子恰好要装
修，于是就毫不迟疑地找到大本营装
饰，主动加上异地施工的所有费用，装
修团队重庆北京来回坐飞机坐火车均
可，据实报销。把家装工程做到北京，
这成为大本营发展中的一段佳话。

全案设计
创新发展打造高级定制好家居

如何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才能不
断满足家装消费者逐年升级的需求？
这是摆在所有家居企业面前的一大难
题。

大本营如何创新？2017年底完成
企业治理结构改革，由家庭家族模式改
为合伙人模式，该退出的退出，该进入
的进入，充分调动积极性，加快企业规
范发展、创新发展步伐，引进新力量新
资源，发展新业务实现新增长。近日，
大本营装饰江北建玛特近2000平方米
的“全案设计定制中心”盛装开业，充分
借力整合建玛特商场内近200家厂商
资源，设计内容全、考虑要素全、提供服
务全，而且能达成优良的性价比。设计
内容包括空间、饰面材料、家具配饰和
设备配套设计等。如中央空调、地暖新
风、智能安防、水处理等这些配套设计
以前由不同的机构完成，顾客要和多点
联系沟通就很辛苦，现在由一个设计定
制中心来完成，极大地为顾客省时省
力。

韦尔奇在《赢》一书中说到，在商
界最令人激动的事情之一就是从旧事
物中开创新事物，比如启动新生产线，
提供新服务，进军新的海外市场。不
但令人愉悦，而且是企业成长的有效
途径。大本营正在做这样的事情，从
北部尚座 28楼乔迁到建玛特商场 4
楼，不但实现了在市场疲软、竞争激烈
环境下的逆势增长，而且实现了产品
设计、品牌形象、资源整合、服务功能、
消费满意的全面升级。大本营万州全
案设计定制中心也完成升级改造投入
运营。

大本营装饰与建玛特购达成战略合作

大本营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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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人物·冉奎

大本营装饰公司董事长
家居·中国榜样装饰人物
重庆市中小企业发展研究
会副会长
重庆市人力资源培训中心
特聘专家
四通演讲堂重庆分会会长

《高性价比创业智慧》导师

金秋时节天送爽，漫山遍野绿着
衫——这是 10 月大足最生动的写
照。在这样的情景下，“兴林富民”成
为了这里最鲜活的注脚。

近年来，大足区以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为抓手，不断推进林业产业转型
升级发展，始终坚持绿化造林与兴林
富民同步、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并
举，正不断形成着可持续、良性循环
的绿化建设格局。

今年截至目前，大足已完成国土
绿化面积7.4万亩，其中特色经济林改
造3.3万亩，栽植花椒、雷竹等经济林
3.9万亩，共计带动老百姓就业11.7万
人次，实现老百姓增收900余万元。
实现发展与保护并重，兴林与富民结
合，大足是如何做到的？

聚焦覆绿“关键点”
让撂荒地重新长出新绿

“谁能想到这里曾经到处是大片
的撂荒地，一到秋天就杂草丛生几乎

不见绿意。”在龙水镇车辅村今年45
岁的村民唐胜福满是感慨。

春种一块地，秋收一袋粮。过去
的传统农耕让车辅村村民看不到致
富希望。前些年，青壮年村民纷纷往
外奔，全村不少耕地撂荒成为了常
态。绿意消散也让村民们再也不见
家乡美。

“怎么让荒地重新焕发活力，让
绿意再次盎然。”在大足区林业局相
关负责人看来，单纯的土地覆绿并不
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唯有让生态与产
业同步才是关键。为此，在2016年
底，大足区林业局结合当地土质，以
及该区温度较高、湿热、日夜温差大
等得天独厚的气候特点，从浙江引进
了雷竹产业。

通过两年的建设，如今在车辅村
大大小小的50多个山包上，细细的雷
竹早已成林，有序地直挺着，迎着微
风轻轻摇曳，2000多亩雷竹沐浴着和
风细雨，更显青翠、葱郁。而同样的
场景还出现在大足不少地方。

近年来，该区因地制宜、创新思
路，多模式大力推进农村土地撂荒
治理与国土绿化相结合，正实现了

“撂荒地”变为“金土地”的华丽转
身，让撂荒地长出新“绿”，重焕勃然
生机。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区已发展近
7000亩雷竹，覆盖宝兴镇、万古镇、雍
溪镇等地，下一步还将在全区发展起
总计10万亩优质笋竹产业。

聚焦植绿“突破点”
将昔日荒山变桃林

要让应绿尽绿，撂荒土地转变
并不是终点。该区还进一步将植绿
重点放在了大山造林这一“老大难”
上。

走进中敖镇格子岩和老鹰寺，入
眼可见的大山垂直高度达近200米，
山石岩壁之间杂草丛生，可以看到的
树木不但矮小，甚至无法成林。土层
薄弱，不过半米厚，用水困难，全靠肩

扛人挑——这里一度是大足植树造
林最困难的地区。

“过去也采取过大规模造林手段，
但因为自然条件限制、投入成本高、管
护困难各方面原因，成活率低一直较
低，无法达到理想绿化效果。”为此，在
2017年夏天，该区创新引进企业业主
组织实施国土绿化。通过一年来企业
业主建设，目前该地已发展起近300
亩渝佛桃经果林。效益驱使业主精心
管护，目前树木存活率高达98%。预
计两年后将正式成林挂果。

“引进企业组织实施退耕还林，
确保有人造、退得下、稳得住、效益
好。”在大足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看
来，依托企业开展退耕还林工作，不
愁投资，更有积极性，将彻底解决以
前大山造林“造、管、护”统筹难、推进
乏力、还林不管林、还林难成林等难
题。

目前，该区通过企业连接，已在
全区实现大山造林（改造）9万余亩，
新增2万余亩。

聚焦兴绿“增收点”
用花椒产业趟出致富路

如何实现致富与国土绿化的共赢？
“发展经济林，促进绿水青山与

金山银山的有机统一。”据大足区林
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林业产业发
展上，大足区有着明确的思路，在充
分发挥国家政策优势和本地资源优
势，该区全面推进与生态环境同步的
生态富民产业发展，依托林业重点工
程，已形成了“基地+企业+合作社+
农户”稳固利益连接机制，既让土地
增绿，又让百姓增收。

走进宝顶镇慈航村狮子坡，远眺
望去山山绿色蔓延。覆盖着慈航村、
铁马村、车家村总计2000亩的土地
上，花椒经济林正把这里扮绿扮靓，
生态富民的潜能也在释放。

特别是铁马村，这个市级贫困村
的改变更加巨大。过去只靠屋前屋
后种点庄稼吃用，打打零工过活的
105户，342位村民平均每年收入仅

在3300元以下，日子十分艰难。而
如今通过发展花椒产业，不但撂荒的
土地每年每亩能获得上百元的租用
费用，还能到产业基地里务工每天收
获50—60元的收入。

“平均下来，每户每年就能实现
增收上万元。”据大足区林业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而通过企业种苗提供、
技术帮扶、保价收购，村民自己发展
花椒产业，除去成本后，每亩每年的
收益甚至能达到1.6万元。

而这仅是大足让林业发展与致
富共进的一个缩影。据大足区副区
长钱虎介绍，“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稳
步实施退耕还林，完成营造林38万
亩”是区委二届四次全会提出的未来
三年林业工作的主要任务。目前，大
足已启动秋冬季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预计到12月底，全区将完成国土绿化
10.1万亩，义务植树15万株。共计带
动老百姓就业15万人次，实现了老百
姓增收达1200余万元。

王琳琳 龙博 安勇勇

保护生态根基 同步兴林富民
——大足“三聚焦”实现国土绿化7.4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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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兼程20载 共谱华丽新篇章
1998年10月28日，重庆市黔江中

心医院正式成立。从此，渝东南片区规
模最大，集医、教、研一体的综合性医院
在武陵山腹地诞生。20 年弹指一挥
间，这颗医疗卫生领域的明珠愈发熠熠
生辉，为保障各族群众的健康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团结创新 和衷共济渡艰难

黔江中心医院由原黔江地区人民
医院、地区康复中心、黔江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人民医院合并组建，2010年建
成国家三级乙等综合医院，2013年建
成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合并成立之初，医院基础差，底子
薄。“当时三家医院的院情各不相同，有
的债务多，有的业务差，有的人员结构
复杂，管理松懈。种种原因导致3个来
自不同医院的群体一时难以融合，加之
当时医疗服务区域分为3块，给统一管
理带来极大挑战。”黔江中心医院相关
领导表示。

办法总比困难多，“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在创新思维的引导下，确

立了医院十年发展规划，坚持院有重
点、科有特色、人有专长的科学发展方
向，达到三级医院水平。

为努力摆脱困境，适应医疗卫生领
域新的发展形势，不断探索医院改革新
思路，医院领导集体深入科室调研，发
现问题，理清思路，建立一系列规章制
度。同时给职工做思想工作，树正气，
立新风，谈理想，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
格，求同存异，以和为贵，团结至上。

“将3家医院的人员统一调岗使用，
缩短了职工的磨合期，减少了同事间的
隔阂。”据中心医院的老员工回忆说，在
全院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出现了团结一
心谋发展，和衷共济渡时艰的好局面。

培养人才 学科发展不止步

1998年，黔江中心医院设置了20
个临床科室及8个医技科室；2008年
新设肿瘤科；2011年增设老年病科、眼
科；如今拥有35个临床科室、9个医技
科室……20年来，医院的学科建设稳
步前进，为渝东南片区的百姓带来了更
加完善的医疗服务。

医院是人才密集，技术密集的单
位，只有抓好医疗技术人才的培养和造
就，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才
能用精湛的技术实施救死扶伤。

历年来医院不断地从多渠道引进
各学科人才，并据各专业需要送国内外

知名医院进修学习，重点培养，并请市
上高知名度医疗专家、学者到医院讲
学，横向联合市上多家医院建立协作关
系，重点学科、重点专科建设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

建设之初，医院拥有职工468人，

大学本科49人，专科14人，中专178
人，正高职称2人，副高31人，中级职
称138人；而今医院有在岗职工1323
人，卫生技术人员1091人，正高职称
23人，副高138人，中级182人，医师
365人，护士541人，硕、博士52人。

巨大的变化彰显的是一支学科建
设齐、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多、技术好、梯
队结构合理的医疗团队已然形成，为医
院向更高水平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和可靠的人才保障。

内涵建设 医德医技双提升

黔江中心医院从建院至今，始终
坚持积极面对和探索医院文化建设的
课题，不断完善医院文化理念，使其成
为激励职工做好医疗服务的重要推手。

“医院的荣辱时刻记在我心上，我
与你的名字一起飞翔……”每当院歌
《一起飞翔》响起的时候，那激情悠扬、
悦耳奔放的旋律总能激励员工在自己
的岗位上执着坚守。

为了打造医院文化，建设医院的
丰富内涵，在医院早期的创新思维和管

理的基础上，医院先后提出了“您的满
意，我的追求”的服务承诺；推出了“关
爱生命，科学诚信，超越创新，共同满
意”的质量方针；提出了“维护健康，服
务人民”的宗旨和“厚德、严谨、敬业、创
新”的院训，并公开征集了院徽、院歌。

“技术诚可贵，医德价更高”，在医
院文化建设中，医德医风的建设是一项
重要内容。全体医务人员深刻认识到

“为人民服务”是永远不变的宗旨，救死
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医德医风和医疗技
术相得益彰。

为增强职工凝聚力，医院积极开
展团队拓展训练，适时开展区、乡义诊，
扶贫济困，敬老助弱及各种文体社会活
动，多形式、多维度营造积极向上的良
好氛围。在医院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
下，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时时为员工
传递正能量。

“长江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这颗深山明
珠在武陵山区这块医疗高地上将会更
加光彩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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