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树军：民权县白云寺镇人，一名低调而又热情，虚心而
又倔强的80后。他曾担任宁陵县团委驻北京团工委书记和商
丘市团委驻北京团工委副书记，商丘市青年农民合作社联合
会常务副会长，商丘市青联常委，并荣获“百名豫籍在京创业
有为青年”“河南省模范团干部”等称号。现任北京商丘商会
副会长，北京安平融信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北京
鼎盛鸿宇农业投资中心创始人，宁陵鼎盛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宁陵德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创业感悟：用坚韧的毅力忍受孤独，剖析孤独，学会享受
孤独，分享成果。

杨树军是个有目标的人。为了心中的目标，他曾选择退
学复读，他曾选择休学创业，他还选择回家投资……现在，他
有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用自己的成功验证设施农业公司化
发展的可行性，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回家兴业，为更多想要回
报家乡的人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农业发展模式。

求学，挑战自我追逐梦的方向
从小到大，杨树军都在不间断地用一个个优异的成绩证明

着自己的出色。直到高考到来，他才初尝苦涩。原来生活中还
有这么多难以掌控的事情，需要自己用加倍的努力来改变。

1999年，18岁的杨树军被郑州大学计算机系录取。报到
后的第二天，他找到辅导员，提出了一个令老师们目瞪口呆
的要求——退学。关于退学杨树军的理由很简单：计算机是
自己的工具，而不是自己的发展方向；自己性格开朗，不愿意
做一个整天面对计算机埋头苦干的工程师。

在执意离去与坚决挽留的较量中，杨树军用自己不容辩
驳的信心和态度说服了父母和老师。报到后的第四天，当别
的新生正兴奋地体验大学生活时，杨树军背起了行囊回家复
读。复读的日子，杨树军加倍努力。他告诉自己，在首都北
京，一定会有国内最优秀的高校在等待着自己。2000年高
考，杨树军如愿以偿地考入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在北京读大学期间，一旦完成学习任务，杨树军便会跑
到清华、北大旁听经济管理课程。他说，核算下来前两年半
的时间，自己是在北航、清华、北大度过的。也正是这种“偷
艺”的经历，给杨树军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开阔了视野，
也启动了他脑海中那正要远航的大船。

2003年春夏，北京那个非典肆虐的季节。封闭在校园内
的杨树军做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开一家会计代理（企
业兼职会计）公司。

2003年7月份，杨树军从家里借了5万元钱，和朋友合资

10万元创办了北京安平融信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创业，在学习与摸索中尝试成功

注册公司只是创业的第一步，如何把公司做好才是真正
的考验。不幸的是，此时的杨树军并没有做足创业的准备。

由于缺乏创业所需的知识和经验，加上不太懂企业经营
的规则，刚刚开张的公司发展举步维艰，第一个月就不得不
面对收入为零的尴尬。工作经验不足、客户信任度低、人员
流动大成为横亘在杨树军创业道路上的三座大山。

公司的经营状态非常差，但不服输的个性和自强不息的
精神让杨树军丝毫没有气馁。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杨树军的
会计公司终于有了明显起色。员工从最初的1人增加到了5
人，客户群体也增加到了近 60家。但此时，学习与创业的冲
突开始爆发。为了挤出时间开展业务，杨树军经常在凌晨离
校，到晚上才返回学校。两个月后，杨树军的身体垮了，学习
与创业的矛盾也不可调和。杨树军被迫选择休学，全身心的
投入到创业之中。

这段时间杨树军并不轻松，在开展业务之余，他开始潜
心研究企业管理和机制建设。从行政管理到服务细则，各种
规章制度开始建立。从薪酬制度到绩效考核，员工激励机制
开始完善。很快，杨树军的企业开始进入了良性循环。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
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导
致小微企业数量迅猛增长，随着新一代年轻人加入创业热
潮，代理记账行业认可度明显提升，服务客户数量增长较

快。在此历史背景下，杨树军更是抓住机遇，研发了自己的
财务及企业管理软件，实现了财务工作的跨地域、跨时空的
互联网的新的经营模式。

返乡，探索全新农业发展模式
2009年 4月份，杨树军被任命为宁陵县团委驻北京团工

委书记。2011年3月份，他又被任命为河南省商丘市团委驻
北京团工委副书记。杨树军积极参与各级团委开展的活动，
并组织了一系列豫籍在京青年联谊活动。联谊活动也成为
了在京老乡相互交流的一个重要媒介。

2010年 7月份，杨树军在宁陵县投资创立了宁陵鼎盛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宁陵县阳驿
乡后陈有机果蔬生产基地。

该公司成立之初，由于对于农业技术不甚了解，在具体
实施中走了不少弯路。2010年9月份的那场大雨，温室大棚
被毁了 60%。大棚育苗，虽然有技术人员指导，但产业农民
操作不规范导致了大量蔬菜种苗出现死亡……面对一系列
的问题，杨树军咬牙坚持着。他带动员工团结一致，最终克
服了诸多困难。如今，该公司已被认定为我市农业龙头企
业，并通过科技部“星火计划”立项，成为大学生村干部创业
实践基地，青年创业示范基地。

谈及未来，杨树军踌躇满志。在他看来，这一经营模式
可复制性极强。只要自己能够成功，便能吸引来更多的人回
家乡投资兴业，也能为那些想要为家乡做些事情的人提供一
个可借鉴的发展模式。

杨树军：为了心中的目标
本报记者 刘彦华 杨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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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推广是提升现代农业装备的重要手段，现代农业
装备的提升又是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农业机械化
发展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技术支撑之一。提
高农机推广工作质量不仅是农机化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
农业发展的需要，那么该如何提高农机推广工作的质量呢？

首先要了解农机推广的特点和技术。农机推广是公益
性服务，以社会效益为主；农机推广项目经费主要是政府投
入企业（或专业户）以及单位（或个人）集资为补；农机推广
工作技术性强并具有一定的政策性，所推广的新技术新机
具必须是成熟的，特别是适用可靠的。

在技术战略方面，推广新技术新机具要按调查论证、引
进、试验、示范、推广应用等步骤进行，必要时加以适当的技
术改造和研究，逐步推广应用直至普及应用。

其次要知道影响农机推广工作质量和效果的因素及解
决的办法和措施，选择合理的机型。选择推广机型就像是
农民种田事先要选好种子一样的道理。如果盲目引进，就
会事与愿违，达不到推广的目的。如何选择所推机型呢？
笔者通过多年的实践，认为应该重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深入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初步了解农民的购机意

向，并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市场和网络了解相关的信息，拟定
推广机型；二是要通过实际操作比较拟选择机型；三是要分
析，论证拟推机型的可行性（必要时可进行实地考察），进一
步明确拟推机型的先进性、适用性、安全性、可靠性。

再次要提高推广人员的综合素质。农机推广人员综合
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农机推广工作的质量和效果。所以
打造一支作风过硬、业务精通、牢固树立为农机化发展服务
的推广队伍，是做好农机推广工作的重要基础。这就要求
农机推广人员必须自觉加强业务学习，不断提升业务水
平。除此之外，还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农机推广有关的政策
和法规，及时掌握国内外农机化发展趋势和动态。一名优
秀的农机推广人员必须做到能讲会做，了解有关政策法规
及农机化发展新动态、新趋势，并懂得与农机有关的农艺知
识。

把握农机和农艺的关系。农机和农艺相结合，是农机
化新技术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比如农作物种植的规格、
品种、规模、生长的环境和条件，以及产前、产中、产后的各
种田间管理都对农机提出一定的要求。相对来说，在一定
的条件下，农艺要适当服从农机的要求。笔者认为，要处理

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就具体的作物及相对应的各环节
作业机械，认真去研究和实践，寻找农机农艺相结合的有效
措施。只有在实践中摸索才能找到适合的办法，实现农机
与农艺的有机结合，不断提高农机推广的质量。

选择合适的农机推广的运行模式。成功的推广模式是
新机具新技术推广应用的有效保证。睢阳区近几年来采用

“农机合作社+种植大户”的推广模式，有效地推动了农机
化新机具新技术推广应用。该模式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好
处：一是能较好的解决农机与农艺之间的关系，农业生产规
模较大，便于机械化管理；二是便于农机试验，示范；三是便
于企业及时掌握反馈意见，不断改进产品质量和性能。

还要加强“三包”服务。农机推广“三包”服务（即售后
服务）是农机推广部门配合（或协助）厂家或受厂家委托对
所推广的机具进行的技术服务。“三包”服务是否到位，在很
大程度上将对推广工作质量和效果产生较大的影响。因
此，“三包”服务工作不可忽视。笔者认为，做好“三包”服务
工作必须确保“五到位”：即技术到位，人员到位，零配件到
位，培训到位，服务到位。

用好政策是搞好农机推广工作，特别是提高农机推广
工作质量的重要保证。睢阳区农机推广站近年来的工作不
断取得新突破，关键就在于用好有关的政策，特别是购机补
贴政策。睢阳区农机局利用购机补贴政策以及当地相关的
各种优惠购机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农民购机用机的积极性，
实现农机化推广工作的顺利推进。

(作者单位：商丘市睢阳区农机推广站)

如何提高农机推广工作质量
□ 宋中华

本报讯（记者 宋建义 谢海芳）10月 15日，东阳一典红红木家
具工厂直销展在神火大道与香君路交叉口东南角汇城国际广场举
行。因产品档次高、质量好、价格低，所以展会一开始就受到了不少
消费者和红木家具爱好者的关注，活动将在10月22日结束。

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前来参观和购买红木家具的市民络绎不
绝，据展会负责人介绍，此次展出的上千件红木家具中，不少热销款
式已经先后进行了多次补货，还有个别款仍处于断货状态。同时，
展会负责人还提醒广大市民，在前来购买一典红红木家具之前，可
先了解红木产品的相关知识，以便于更好地选到心仪的产品。

“家里最近刚装修好房子，正要挑选家具，我对这套花梨木小象
头沙发非常中意，而且价格也可以接受。”今年50多岁的陈先生对红
木家具情有独钟，从报纸上看到一典红红木家具工厂直销展要在商
丘举行，早早地就过来挑选了。

据了解，东阳一典红红木家具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红木家具的研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红木家具通过了 ISO9001国家质
量体系认证，荣获了多个奖项。一典红红木家具秉承弘扬中国传统文
化，承袭了传统古典家具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风格，让高端中式家具走
进千家万户，让文化融入每一件产品，让每一件家具格调高雅、稳重、
端庄、线条流畅、美观大方、经久耐用、极具品位、观赏及收藏价值。

东阳一典红红木家具工厂直销展举行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6年
11月 1日 10时至 2016年 11月 2日 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5262.7189077.0.0.qsF8TH&user_id=
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南京路北侧金世
纪广场西侧芳邻美景小区A座 1-401房产。详
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
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杨法官
联系电话：13700830112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10月17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6 年
11月1日10时至2016年11月2日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
园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郑州市大隆商贸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城关镇庐山路西段19套房产。详
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
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杨法官
联系电话：13700830112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10月17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6年
11月1日10时至2016年11月2日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
园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长江路
与睢阳大道交叉口西南角弘盛小区 1A号楼 1-
1808，房产证号为 00169866号。详细信息请登
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
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鲍法官
联系电话：0370-227529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10月17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6年
11月 1日 10时至 2016年 11月 2日 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5262.7189077.0.0.qsF8TH&user_id=
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商丘市神火大道东侧宋城路北
侧巴比伦蓝钻 8号楼 1-101住房。详细信息请
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
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郜法官
联系电话：13569317856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10月17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 11月 3
日 10 时至 2016 年 11 月 4 日 10 时 （延时的除
外），在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0/
03?spm=a213w.3065169.courtList.443.viSOft， 户
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被执行
人何颖（何英英）所有的位于夏邑县帝豪国际
花园一期六号楼二单元四层东户房产一套（面
积：111.84㎡），第一次拍卖保留价为评估报告
上的评估价格。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站浏览
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刘法官
联系电话：1359231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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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商丘市委统战部 商丘市工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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