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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故事汇创

又到毕业季和招聘季，有家长

说，孩子虽然毕业了但工作尚无着

落，有些担忧。但也有企业负责人

说，如今招人和留人真的很困难，

有点苦恼。有人说，这可能与福利

较差有关。而企业说，他们为员工

分发的福利并不少，却经常有员工

不领情。那些不领情的员工却抱

怨，自己单位的福利，让人感到没

什么用处，充其量只能算鸡肋。

企业招人留人，最立竿见影的

方法，就是提供足够吸引人的薪

水。除了薪水，就是福利。除了法

定福利比较刚性外，企业的自主福

利可以非常柔性，是招人留人的

关键。

有没有注意发挥自主福利的

柔性，在招人留人上起着关键作

用。比如，有单位给员工发福利，

土鸡蛋、番薯这些土特产深受欢

迎，尤其是从小在城市长大的。但

也有不少员工觉得这些福利有些

搞笑，自己虽然在城里上班，但老

家在农村，农村的亲友也很多，家

里最不缺的就是这些东西。每次

分发福利，不论你给员工安排什么

样的福利，总有相当一部分员工不

叫好，发下去的福利，有的立马转

手赠予他人送了人情，有的则低价

转售。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人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因此，人的

福利需求并不是单纯在支出金额

的大小，而是多元化满足各自不同

的 需 求 ，也 就 是 要 善 于 柔 性 化

处理。

所谓的柔性化处理就要注意

这样一个问题，由企业主管为员工

确定福利的传统时代已经过去

了。对于福利安排者，最难的就是

如何确定每个员工不同的需求与

爱好，尽可能做到按“需”分配，才

能让单位提供的福利在招人留人

上发挥更正面积极的作用。

由此，一种被称作“自助式的

福利”在有意无意间被一些企业采

用。比如，同样发二百元钱的食品

福利，仅提供一种食品，可能被许

多人不喜欢，但如果提供一二十种

食品，供员工选择，只要总价控制

在二百元范围内，就基本能满足所

有人的需求。虽然仅是二百元钱

的福利，但这种自助式的福利，在

管理理念上却有了突破，就是它在

客观上尊重了员工的自我需要的

价值，至少让员工对于自己的福利

有了一种参与感，这种被尊重的感

觉正是企业留人所需要的。

有些企业留不住人，并非一定

是薪水福利发得少，而是员工感觉

不到企业对其的尊重，有种“被需

要”的感觉，尽管企业花了成本给

员工发福利，但这些福利并不是员

工最需要的，好比口渴的人你要硬

送给他一个烧饼。

自助式福利如同自助餐，其

乐趣在于就餐者有了主动权，想

吃的多吃，不想吃的少吃或不吃，

虽然没有送菜员端上桌来，还要

自己动手取菜，却反而有了被尊

重选择权的满足感。企业引进重

要人才时，可能需要提供大件福

利才能满足其需求，比如住房、汽

车，这时也可用自助餐式的思维，

让人才自己选择，如果人才选择

面积大的住房，他就需要为公司

奉献更长的年限，才能达到消费

该福利项目的条件。另外，从企

业的角度看，就相当于企业推迟

了福利的分发期，既满足了人才

需求，也有效减少人才的流失。

这种自助餐式的福利对员工有着

较好的维系作用。员工在某种程

度上拥有对自己福利形式的发言

权，让员工感到企业对自己是很

贴心的，工作满意度和对公司的

忠诚度都会得到提升。

| 一人

福利招人留人，不妨多用“自助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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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杨晓燕

“十天左右就出秧苗，到时候

县妇联和街道还会请专家来指导，

我们一定能种出好的水稻来！”夏

至之日，阵雨灌溉，在下柏村258亩

刚完成播种的稻田前，尹红芳、周

菊红、胡永琼相互打气，三人承包

的农田如今成为粮田，她们笑着憧

憬未来。

种田是三人最新的创业项

目。尹红芳、周菊红、胡永琼是非

常要好的小姐妹，除了周菊红在驾

校做教练外，另外两人都是家庭妇

女。所以日常相处中，三人总是会

聊起创业。胡永琼的丈夫曾是种

粮大户，她们听他说起，今年全县

正在大力推进粮食功能区非粮化

整治优化，对这项支持耕地保护、

稳定粮食安全的工作，大家心里非

常有感触，也非常支持。

“种粮是好事，粮食大家都需要

的嘛。”尹红芳是村里的妇女小组长

也是三人中年纪最大的大姐，她率

先提议，承包农田种水稻创业，不仅

能享受国家政策，也支持国家粮食

生产。三人都是农民出身，深知种

田辛苦，虽然年纪不轻，但她们志同

道合，于是快速行动了起来。从现

场看地到签约承包，再到整理播种，

其实不过半个月时间。

“20日前要完成播种，不得不

快。”既已决定，三人便全力以赴。承

包的258亩农田，之前是农户养青

虾、种茭白的，每块田地情况不一，她

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废弃的虾塘、杂

草丛生的田地都平整改善为耕地，同

时开挖水渠等水利设施。白天晚上

都忙活，转眼258亩田地平整连片，

摇身一变成为了初具规模的耕地。

“我联系了一台无人机，一会

过来散播稻谷！姐妹们田里见

啦！”三天前的清早，周菊红在微信

群里对其他两人喊道。那天上午，

她从高新区地信小镇企业租用的

无人机不停飞行在稻田上空，散播

稻谷，短短半天就完成了258亩农

田的全部播种。第二天，开沟灌

水，接下来就是除草、施肥……除

了雇用无人机，忙碌的日子里，她

们还陆续雇用了村里20余个闲置

在家的村民来工作。

“现在258亩土地流转了，农户

不光有租金收益，还能去田里打

工，有多种收益。”下柏村党总支书

记孙俊超说，不少村民之前都是在

矿上打工，但随着矿业关闭，不少

人闲赋在家，三姐妹的创业行动也

带动了村民的就业。

“每亩地能收500公斤稻谷的

话，258亩就是129吨粮食……”创

业不易，倾注着三姐妹大量汗水和

心血的258亩粮田，还要继续耕作，

等待秋收。

创业种水稻创业种水稻，，荒地变粮田荒地变粮田

“三姐妹”成梦想合伙人

6月21日，雷甸镇第一幼儿园的小

朋友们拿着水枪，相互射水过起了幼儿

版的“泼水节”，迎接夏至的到来。当天

正是农历的夏至节气，“夏至”是盛夏的

起点，气温将继续升高，因此有“夏至不

过不热”的说法。

记者 姚海翔 通讯员 潘江伟

萌娃泼水
迎夏天

| 记者 陆彦伶

打印资料、准备合同、擦拭试

驾车辆，6月21日，在湖州康桥宝

盈4S店的销售大厅内，展厅经理

唐云锋正在忙活。“等会儿有顾客

过来签约！”

“一直心仪这款车，店里都跑

了好几趟了，下不了决心。现在有

消费券，我一算能省这么多，今天

就下单了。”签好合同，邱女士乐滋

滋地再次坐进展厅里的一辆汽

车。唐云锋告诉记者，店内像邱女

士这样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自从推

出了汽车消费券后，4S店内的成

交量也逐渐攀升，“从5月20日至

现在，店内汽车消费券使用量已经

近一百万了，门店的客流量和销量

明显多于往常。”

在隔壁的康德别克4S店内，

记者看到汽车消费券优惠政策的

横幅挂满了展厅。“过去的几个月

里，汽车市场的销售情况与往年相

比，呈低迷状态，这次发放汽车消

费券，对车企来说无疑是雪中送

炭。”店内的市场总监蔡玉歌表示，

此次发放汽车消费券，不仅是让利

广大消费者，也为市场的回暖与稳

定注入一针强心剂。

据悉，本轮汽车消费券针对不

同购车需求，设置了额度不等的购

车补贴，可在参与本轮活动的汽车

4S店使用。本轮消费券设置了二

个优惠标准，单车销售额10万元

至20万元，每辆补贴5000元；单

车销售额20万元以上，每辆补贴

8000元；汽车消费券发放遵循“先

用先得”原则，直至420万汽车券

金额核销完毕，未使用汽车券则自

动失效。

消费券的发放，对于德清当

地车企来说，是一场“及时雨”。

目前，全县共发放汽车消费券

420万元，已经使用339.9 万元，

预计七月初还将发放第二轮汽车

消费券。

最高领最高领80008000元元

德清汽车消费券来了

| 记者 陈明月 通讯员 宋斌斌

6月 20日上午，杭嘉湖区域

联动执法“利剑”行动在杭州市正

式启动。德清县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队、杭州市运河港航执法大队、

桐乡市交通执法队三地交通运输

执法部门联合出击，共同打击各

类违法行为，形成共治共管合力，

切实营造良好通航环境。

据悉，此次“利剑”行动为期

五天，整治范围为杭嘉湖三地交

界区域的通航水上运输行业。执

法人员将重点检查港口码头企业

经营资质、安全生产、污染防治

等，严厉打击船舶超载运输、配员

不足、污染水体、不规范使用“船e

行”等行为，同时取缔水上非法渣

土（泥浆）卸泥点。

此次行动中，三地执法部门

各司其职、分工明确，截至目前已

累计查处违法船舶6艘。同时，执

法人员还将联合加强宣传教育，

进一步强化从业人员安全生产、

生态环保、规范运输意识，共同促

进水运行业可持续发展。

三地联动执法 共促水运发展

| 记者 陆彦伶

6月 20日，德清县文物局联

合德清县消防大队，组织全县16

家木质结构的文物保护单位负责

人、使用人和文物保护员等30余

人参加文物消防安全培训。

此次培训采用消防知识授课

和现场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就如何

开展消防隐患排查、平时用火、用

电如何管控、发现火灾如何正确报

警、如何组织疏散被困人员等内容

进行了详细讲解。理论培训结束

后，培训人员还组织全体参训人员

开展灭火实操演练，现场讲解灭火

器的扑救原理和正确使用方法。

为了让参训人员在实操中增加

“真实感”，培训人员手把手地对利

用灭火器扑灭油盆火进行指导，并

及时纠正演练过程中的错误动作。

同时，德清县文物局排定文物古建

筑现场演练计划，将定期在云岫寺、

文治藏书楼、蠡山戏台、县儒学等文

物古建筑单位开展实操演练。

我县举办文物消防安全培训

近日，康乾街道的河道保洁员正在横家滩清理渔网及河面垃圾。该街道每条

河道都配备了相应的河长和专职的保洁队伍，积极落实“管、治、保”三位一体职

责，真正做到长效管控不放松，共建宜居美丽家园。

记者 赵宁

炎夏治水不松懈

受委托，本公司于2022年6月30日9：00至11:00止（延时
除外）在诚拍网网络拍卖平台（www.chengpw.com）上进行公开
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电脑、空调、吸顶机等办公设备及物品一批，起
拍价31414元。详情请登录诚拍网www.chengpw.com查看。

二、看货时间及竞拍办法：2022年6月28日下午5时前与拍
卖公司联系看样事宜。并可在2022年6月29日17时前登录诚拍
网网络拍卖平台上完成实名注册登记，并按诚拍网系统提示报名
交纳保证金。

三、联系电话：15906627640，地址：宁波市鄞州区百丈东路
28弄2号嘉汇国贸B座907室。

浙江金诚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拍卖公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