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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全世界的行业跟我们有关，让我们的生意
踏遍全球的每个角落，让整个宇宙的人因为我们
集团的存在而幸福快乐！用我们的真诚去影响更
多的人，让利菲尔特家人真正享受到我们产品所
带来的美好！——“安琪这话听起来有点大，但绝
不是吹牛！”了解安琪的人都这么说。

从“合伙”中找到商机，从“合伙”中获得支持，
从“合伙”中实现成功……安琪的故事中，“合伙”的
理念贯穿始终。

“合伙”是个啥？
“合伙”是发现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想要与别

人合作，唯有先认清自己，对自己的长处、短处进行全
面的分析，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要干什么、会干成什么，
对自己的内心有了清楚的认识，先和“自己”达成一致，
要和“自己”最先成为“合伙人”。

“合伙”是合作，是对资源的整合和充分利用。我有
这个，你有那个，优势互补，互相支撑，互相“利用”，分工
协作，让各自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共同创造更大的价
值，“变废为宝”实现最终的成功。

“合伙”是分享。不仅仅是分享风险，还是分享成功，
分享经验，分享利益，经营事业犹如经营家庭，除了“契约
精神”，还要互相包容互相妥协，如此才能“共患难”，也可

“共安乐”。
“合伙”是思想的解放，“合伙”是干事创业的激情，“合

伙”是共同的信念与理想，“合伙”是……
高校毕业生数量连年创新高，2015年这个数字更是惊

人的749万！“超难就业季”再一次成了一个“热词”。最好的
就业是创业。正在求职择业路上徘徊发愁的小伙伴们，看了
安琪的故事，你，动心了么？

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这个“合伙人”的时代吧！

面对经济下行、就业难等压力，今年全

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

乡素有创业创新的传统和土壤，一些中小

企业和市民的创新创业活力不断迸发。

新乡市“80后”青年安琪，2008年底

开始创业，经过短短6年多的时间，目前拥

有16家子公司、78家网站，经营范围涉及

滤器、油墨、门业、管材、干洗工厂等多个

领域，主打产品销往63个国家和地区，还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设立了办事处，年营业

额超过6000万元。

从很难找到合适工作的专科毕业生，

到集团化公司的“大老板”；用6年多的时

间，走了传统企业20多年才能走到的高度；

让100多名平均年龄不足25岁的年轻人，

平均月收入超过5000元，人均年产值接近

60万元……安琪的创业经历堪称“传奇”！

让全世界都有我们的“合伙人”
——看新乡一“80后”如何诠释“合伙”创业

□新乡观察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2008 年，已从河南机电高等专科
学校机械制造专业毕业两年的安琪，面
对既没有工作经验、又没有高学历文凭
的尴尬与无奈，整天奔走在求职的路
上。他做过一线生产，不分昼夜地加
班；他也试过做小本生意，起早贪黑地
奔波……终于，他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想要创业？凭什么？
“一没资金，二没设备，三没员工。”

安琪把当时的自己戏称为“三无青年”。
“三无青年”租了一间 30 平方米的

办公室，用结婚收到的“份子钱”和向亲
戚借来的共计 3 万元注册公司，大学刚
毕业的冯爱琴成为他的会计、也是他唯
一的员工，他自己则身兼老板、业务员、
设计师等多个职务，跌跌撞撞地走上了
创业这条艰辛路。

当时的互联网产业刚刚起步，还很
少有人想到通过网络挣钱，安琪却在其
中发现了商机，了解到涉及钢铁冶炼的
成都恒智公司有液压滤芯的需求，借助
网络、电话等手段，凭借自己的专业知
识，赢得了成都恒智的认可，拉来了第
一单业务。

有了业务，没车间厂房，没工人设
备，如何完成？

新乡是滤材之乡，最不缺的就是生
产厂家。安琪拿着自己设计的过滤器

图纸，找到一家生产企业，全程监督施
工，按时保质加工出了产品，又通过物
流快递发给客户。洽谈、沟通、交易、支
付等所有流程全部在“线上”完成，2008
年 7 月 14 日，这第一单业务顺利地画上
了句号。

这笔 1700 多元的订单，安琪挣了
700 多元，这其中包含了设计费、中介
费、跑腿费等费用，这是他挖到的“第一
桶金”。

“从这件事能看出就业和创业的不
同。”安琪说，“就业是‘看碟下菜’，有多
大的碟子装多少菜，有多少资源办多少
事；而创业要“看菜下碟”，想办法找‘碟
子’也要把‘菜’装完，挖掘自己的潜能，
对外部资源进行整合，要会合作、会借
力。”

“单打独斗行不通，这是一个‘合伙
人’的时代！”安琪说，成都恒智和生产
厂家是他的“合伙人”，从某种意义上
说，网络、电话、物流公司也都是他的

“合伙人”。
有了这种“合伙人”的理念和思维，

安琪的业务越来越多，事业马上就进入
快速发展期，到 2008 年 12 月 23 日，安
琪创办的新乡市利菲尔特滤器有限公
司所有注册手续全部完成时，该公司每
天进账已经在 2 万元左右！

一个企业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
“是优秀员工，是能留住优秀员工的环
境！”

随着利菲尔特的发展壮大，企业
的员工从 2 个人到 8 个人，从 8 个人到
十几个人再到 20 多人、50 多人……然
而这时，安琪的创业之路遇到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

“私营企业发展空间不大，发展阶
段管理不健全，个人才能难以得到施展，
光凭待遇很难留住人才。”安琪说，2011
年，他的员工频繁流失，有的上班没几天
就不告而别再也不见踪影。

如何改变这种局面？
2012 年初，安琪做出了一个大胆

的决定：改变原来简单的雇佣关系，把
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
给老员工发股份，挤出一定的股份让新
员工“认筹”，让员工全员持股，人人当

“股东”、当“老板”。
“身份和地位变了，人的想法就会发

生改变。”安琪说，所有员工股份从
1000 元~30 万元不等，年底参与分
红，资产性收入比例增加，经营性收
入、工资性收入比例降低。这不仅
让大家收入增加，也让每个人都有
了“老板意识”，开始真正关心企业
发展，愿意挖空心思为企业做贡
献，每个人都成了“创业者”。

安琪还出台了另一项“政
策”：在公司工作满 3 年，买车时
补贴车款 2 万元，工作满 5 年补
贴车款 3万元；在公司工作满 5
年，购房时补贴房款 5 万元。
如今，在利菲尔特，工作 5年以
上的员工大有人在，新员工

“来了就不想走”。
把 所 有 员 工 都 变 成

“合伙人”，安琪自己的身
份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职
业经理人和大股东的“双
重身份”。

安琪对“合伙人”的理解，还在发生变化。
新乡市华东制管厂生产的金属管材，占

到全国市场份额的 60%左右，在这样一个小
行业、小领域里，通过传统的经营模式，很难
再有大的提升和质的飞跃。

企业负责人雷振宇是安琪的好朋友，特
意找到安琪寻求“智力支持”。

“他们有好的产品和生产能力，缺的是销
售渠道；而我们则有优秀的营销团队，有着丰
富的营销经验、先进的营销手段和畅通的营
销渠道，这简直是‘天作之合’！”

雷振宇和安琪一拍即合，决定共同成立
一家新的公司，约定由华东制管厂继续经营

传统市场，而新的公司采取“嫁接”的形式，发
挥产品的优势和利菲尔特互联网经营的特
长，专攻“线上”销售，新的公司为华东制管厂
和利菲尔特共同的子公司。

如今，华东制管厂生产的这种金属管材，
在全国的市场份额占有率取得突破，达 80%
以上，利菲尔特和华东制管厂的“合伙”，取得
了双赢的结果。

安琪把这种“合伙”模式嫁接应用到了其
他领域，门业、油墨、服务业……利菲尔特的子
公司达到了 16家，拥有网站 78家，把产品销售
到了 63 个国家和地区，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设立了办事处，年营业额超过 6000万元。

思想创造财富，思想一变天地宽，顾客也
能成为“合伙人”。

2014 年 5 月，安琪把创业的领域再次拓
宽，成立小天使中央洗衣工厂，开始涉足服务
行业。

目前城市洗衣房林立，洗衣行业竞争激
烈，此时贸然投资介入，必将处于“食物链”的
最底层，很快会被淘汰——安琪莫非下了步

“臭棋”？
安琪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新乡市内

洗衣房都在居民小区周围，首选人流密集的
“黄金地段”，小小一爿店面也租金不菲，根据
他的考察，目前洗衣房“供过于求”，普遍客源
不足，这就造成两个结果：“一方面，为节约成
本，要凑足分量才能开机洗衣，顾客一周左右
才能拿到洗好的衣物，服务质量难以令人满
意；另一方面，为保证运行成本和利润，要层
层加码，造成洗衣价格居高不下，中低收入阶
层对洗衣房望而却步。”

安琪的“合伙人”理念，成了他创办洗衣
工厂的“动因”。

顾客把待洗的衣物集中起来，在市郊的
工厂进行“合伙”清洗，所有的顾客都等于是

“合伙人”，洗衣工厂则扮演了收集衣服和清
洗衣服的角色。

市郊的工厂租金比一爿洗衣房的租金高
不了多少，又减少了每个店面营业员的工资
支出，大大降低了洗衣成本，而较低的价格则
吸引了更多的顾客，保证了运行成本，洗衣机
器 24 小时不停运转，确保顾客在 1~2 天就能
穿上干净的衣服。

目前，安琪的洗衣工厂已在新乡设立近
百家社区便民服务站，顾客只需打个电话，或

者在微信上轻轻点击预约，就有人上门收衣，
让人充分享受到便捷实惠的服务。。

“这种洗衣服务模式不仅仅是洗衣行业
的‘革命’，如果能成功复制到别的城市、别的
领域，将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消费模
式！”

“我们建立洗衣工厂的目的，也不仅仅是
挣个洗衣费。”安琪说，通过洗衣工厂的运营，
能够“俘获”更多顾客的“芳心”，得到广大市
民的认可，成为他们的稳定“合伙人”，他们将
来能从这么多“合伙人”身上发现更多的商
机，这才是洗衣工厂的“终极要义”。

对外贸易有三个“层次”：边境贸易，通过
网络平台对外交易，直接在国外开设办事处
或分公司。

“目前，我们已经先行一步，站到了第三
个‘平台’上！”

据安琪介绍，2014 年 8 月和 12 月，他们
先后“登陆”澳大利亚墨尔本和俄罗斯圣彼得
堡，在两地开办办事处，而今年他们计划在欧
美、中东、西亚等地继续开设办事处或分公
司，让海外的“触角”增加到 10 个。

安琪说，能把企业办到国外，也完全得益
于“合伙人”的鼎力相助。

在此之前，他们和别的企业一样，通过阿
里巴巴等网络平台进行对外贸易，但这些平
台收费较高，企业的利润被“层层拔毛”后所
剩无几。

一些在交易中结识的国外客户，同样深
深感受到了中间环节过多带来的不便与制
约，对此牢骚满腹——经过几轮交易和不断
地了解接触，双方又是“一拍即合”，决定“合
伙”，共同在境外成立办事处，让“线上”交易
走到了“线下”。

“我们在国外的‘合伙人’，有美国的 Air
compressor filter 、英国的 Amba Technology、
澳大利亚 DMB 等，还有泰国和越南的公司，
在办事处，他们既是客户，又是业务人员，还
是股东。”

在国外的直接对外贸易，让安琪真正感
受到了“合伙人”带来的好处：加上退税等政
策，海外贸易的利润是国内市场的两倍还多，
光毛利润就接近 50%！

“国内的过滤产品、油墨、管材等产品，性
价比高，很受‘老外’的欢迎，在国外卖得很
好。”安琪说，2015 年在全球开办 10 个办事处
或分公司的计划，还真不是“吹牛”，目前美国
芝加哥、伊朗等地的“合伙人”已经到位，具体
的合作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国外市场的开拓，会给我和我的‘合伙
人’带来多少效益，现在我还不敢乱说。”安琪
说，但有一点非常肯定：把“合伙”的理念充分
运用好，前景十分乐观，等到 10 个甚至更多
的国外“基地”建好投入运营之后，他们的事
业将会呈量级增加，产生的“裂变”会让大家
刮目相看！

创业成功的安琪，没有忘记大学生的“就
业难”问题。

2004 年 12 月 6 日，安琪回到河南机电高
等专科学校，参加母校联合办学董事会第五
届大会，并当选为副董事长，参与培养实用型
人才，向大学生分享自己的就业、创业经验，
向学弟学妹们提供就业机会。

目前，利菲尔特公司招收了 50 多名河南
机电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占到员工总数的
近 50%，给高校毕业生提供了 100 多个就业
岗位，员工平均年龄不足 25 岁，员工平均月
收入在 5000 元左右。

张开双臂拥抱
“合伙”的时代

□新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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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
“三无青年”挖到“第一桶金”

老板与雇员“合伙”
把所有员工变成“合伙人”

线上线下“合伙”
子公司从1家发展到16家

企业与顾客“合伙”
让所有的行业都跟我们有关

与“老外”“合伙”
把产品销往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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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中）把身边的同事都变成了自己的“合伙人”。郑万江 摄

安琪没有忘记大学生的就业难题，为高校
毕业生提供了100多个就业岗位。郑万江 摄

思想一变天地宽，洗衣工厂项目让顾客
也能成为“合伙人”。 郑万江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