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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才井说，有了客运云平台
后，不管面对多复杂的定制客运场
景，都能通过平台的海量参数组顺利
实现在线化。

这是一位已经 50 余岁
的老大哥，在加入新华之前
就已是事业有成的成功男
士。说起加入新华的契机，
是因为爱情。张大哥的爱
人，也是他的推荐人——陈
素兰。曾经不相信保险的
他也因爱人的魅力加入新
华，从此与爱人在保险之路
上携手共进，创下佳话。

“她想让我和她有共同语言，反正
做自己事情的同时也可以做保险，两
不耽误”。入行之初，由于有人脉、有
圈子，只要张大哥开口，就能成交，这
让他觉得做保险没那么难。2013 年
四季度，因为业绩优秀和组织架构的
扩大，张大哥晋升了主任，2014 年
1-6 月张大哥是公司的持续绩优人
员，更因为3月业绩突出获得了“保费
王”称号。

转折发生在张大哥自身事业遭遇
滑铁卢之后，曾经轻而易举完成的事
情也变得困难起来。祸不单行，做保
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举步维艰，2014
年三季度，他从业务主任掉至普通业
务人员。

幸好爱人不离不弃、一路相随。
内勤老师的辅导训练也从不落下，尽
心尽力。他每天雷打不动在朋友圈宣
传最新的公司动态，每天固定三访客
户。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见证到张大

哥的专业与努力后，主动咨
询保险的人越来越多，他也
始终以客户为中心，尽心尽
力把客户咨询的内容讲明
白、讲透彻。逐渐地，签单
对张大哥而言变成了水到
渠成的事情，业务做上去
了，晋升也变成了自然而然
的事情。2020年二季度，张
大哥再次晋升为业务主任。

此次晋升后，张大哥为了和爱人
放松身心，终于将计划已久的旅行提
上了日程，在游山玩水的旅途中，张大
哥在业务方面不免松懈了一些，因此，
在今年一季度的考核中，张大哥再次
从业务主任掉至普通业务人员。值得
一提的是，张大哥一心只想为客户提
供专业、优质的服务。在他心中，是不
是业务主任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
锦上添花的事情张大哥也来者不拒，
这不，张大哥又重燃雄心壮志，今年
1-4月累计新增了7名新伙伴。

两起两落不言败，从兼职保险
到坚持做保险是张大哥的真实写
照。张大哥畅言：“任何时候从头开
始都不怕，只要行动就会有机会，但
最感谢的，还是公司给予的平台，这
是我能继续发光发热的基石，我能将
保险作为终身的事业坚持下去，是我
的幸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董天刚

□新华保险系列人物宣传

张荣华：从兼职到坚持两起两落不言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珠

互联网浪潮下，每个行业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作为扎根成都的连续创业者，
70后欧阳才井从未停止过脚步。

从计算机专业到金融行业，从咨询管
理服务到客运SaaS平台（一种企业服务平
台），欧阳才井一直在寻找新的机会，并通
过读书和运动不断地完善自己。

几年前，欧阳才井偶然间了解到客运
服务行业，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被改变的
传统行业，于是和团队成立了成都效力科
技有限公司。

选赛道
发现客运行业有门槛

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欧阳才井在金融
行业摸爬滚打了10年，逐渐对商业有了深
入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他目睹了互联网
浪潮的袭来，也感受到传统行业在互联网
化的过程中，蕴藏着巨大机会。

想抓住机遇创业，选哪个赛道？
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欧阳才井和团

队发现，客运行业相对特殊，一方面，经
营者思维相对保守和滞后，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另一方面，因为行业的特殊性，
大型互联网企业一般很难进入。因为有
咨询管理服务经验，欧阳才井和团队可以
站在更高的维度去洞察整个行业。

与此同时，客运平台主要还是以交
易工具的形式服务企业，简单地把乘客
从线下转到线上。欧阳才井认为，客运
平台应该以数字化经营平台的角度，来
满足客运企业更深层次的需求。于是，
他和团队一起研发了客运 SaaS 云平台，
想从本质上赋能传统客运行业，帮助客
运企业夯实业务根基，实现结构性增长。

搭架构
跳出交易工具成为经营平台

不久，云平台正式上线，从基础功能
到最顶层的服务，每个细节都不落下。

单从用户交互层面来看，云平台分成
三端，乘客端可以完成查询、订票、交易等
过程；司机端有接单、结算等功能，司机还

能完成管理性工作；企业端后台可以完成
生产、管理、调度、财务、数据运营等工作。

不过，对于欧阳才井来说，帮助企业
更高效地获得增长才是核心所在。在服
务湖南的一家客运公司时，云平台的核心
功能显著提升了线路的营收和利润水
平。此外，团队发现，虽然这家客运公司
对互联网有了充分认识，但他们每个月都
会花近10天的时间，每个分公司派一两名
财务人员来专门整理和汇集数据，而这些
简单的工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针对这样的痛点和需求，我们及时
进行相关功能的研发，通过两个月的时
间，定制出相应功能模块。如今，这些繁
琐的工作自动就解决了，除了节省人力
外，也提高了质量。”欧阳才井说。

看未来
想成为客运产业数字化基础设施

创业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刚进入客
运行业时，欧阳才井和团队也经历了非常
难的时刻。“客户需要信任，我们在没有信
任背书的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要冒着风险
用你的产品？”欧阳才井说。

“近来年，客运企业慢慢意识到，线下流量
变少了，合作伙伴变成了竞争对手，开始尝试
互联网化的改变。我们也花了大量的时间
去调研，去推荐自己的产品。”欧阳才井说。

去年9月1日，交通运输部颁布的“新
客规”正式实施，从政策上正式提出支持
和规范“定制客运”互联网业务形态，也鼓
励客运企业搭乘互联网的东风。这对于
客运服务从业者来讲是一件好事。

欧阳才井说，有了客运云平台后，不
管面对多复杂的定制客运场景，都能通过
平台的海量参数组顺利实现在线化。他
希望，用一至两年的时间，公司能做到服
务全国100个客运企业，并帮助他们取得
突破和增长。未来，他更希望能为中国客
运出行的数字化建设出一份力。

成都效力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欧阳才井：

数字化技术赋能 重构客运出行

人气
问：周四沪指低开，盘中冲高震

荡，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继续震荡回升，创业板

指收涨2.43%领涨各股指，盘面上，
鸿蒙、光伏、锂电、汽车等板块涨幅
居前，北上资金净买入68亿元。截
至收盘，两市涨停67只，跌停3只。
技术上看，沪深股指均收复5日、10
日均线，两市成交达10022亿元，环
比明显增加；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
不仅收复5小时、60小时均线，60分
钟MACD指标也全面金叉；从形态来
看，市场如预期出现转机，盘中各股
指均出现上涨，特别是两市合计成
交重回万亿，更是标志着短期技术
信号全面修复，后市有望快速刷新
近期新高。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
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各合约负溢
价水平整体有所缩减。综合来看，
尽管券商股表现较弱，但科技股却
持续带动人气，“支持浙江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的消息也有望刺激场
内做多热情。

资产：周四按计划持股。目前持
有泽达易盛（688555）8万股，华创阳
安（600155）40 万 股 ，浙 江 龙 盛
（600352）16 万 股 ，浪 潮 信 息
（000977）12 万 股 ，康 芝 药 业
（300086）38万股，海峡创新（300300）
50 万股，会稽山（601579）30 万股。
资金余额 1743295.88 元，总净值
23344295.88元，盈利11572.15%。

周五操作计划：会稽山、康芝药
业、华创阳安、海峡创新、浙江龙盛、
浪潮信息、泽达易盛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成都效力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欧阳才井

5月四川CPI同比涨0.9%
猪肉价格下降超两成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熊英英）6月10日，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获悉，5月，
四川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9%，连
续3个月温和上涨，环比下降0.3%。

从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变动情况
来看，5月，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下降0.6%。
食品中，畜肉类价格下降14.2%，其中猪肉价
格下降27%；禽肉类价格下降3.9%；食用动物
油价格下降13.2%；水产品价格上涨17.5%，
其中淡水鱼价格上涨31.4%；鲜果价格上涨
2.2%；奶类价格上涨4.3%。

其他七大类价格均上涨，衣着、居住、生活
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

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分别涨0.1%、
0.5%、0.7%、5.6%、0.1%、1.7%和0.9%。

从环比来看，5月四川CPI下降0.3%。
其中，城市下降0.3%，农村下降0.5%；食品
价格下降 2.3%，非食品价格上涨 0.1%；消
费品价格下降0.6%，服务价格上涨0.1%。

同时公布的数据显示，四川PPI同比创
下 40 个月新高。5 月份，四川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6.1%，涨幅比
上月扩大1.8个百分点，创下自2018年2月
以来的新高；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
大0.6个百分点，去年11月到今年5月PPI
环比已连续上涨7个月。

强监管态势下，年内已有多家上市公
司实控人遭到处罚。据统计，截至 6 月 9
日，共有44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遭受违
规处罚，6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遭到证监
会立案调查，此外还有多家公司披露实控
人刑事处罚公告，原因包括涉嫌短线交易、
内幕交易、信披违规等。

今年以来，监管频繁提及打击市场违
法违规行为，对于上市公司实控人的监管
成为重中之重。

5月22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中国证券
业协会第七次会员大会上表示，要在前期工作
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厘清股东资质，

规范股东行为，做到股东不缺位、不错位、不越
位。监管部门将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强
化股东穿透管理，加强对实际控制人监管。

5月16日，证监会发文称，对恶性操纵
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保持“零容忍”态
度，重拳打击肆意妄为、逃避监管的各类操
纵市场行为，对于上市公司及实控人、私募
基金、公募基金等相关机构和个人从事或
参与的，将会同公安机关依法彻查严处。

业内人士指出，实控人对上市公司影
响巨大，加强对实控人的监管，会对公司治
理状况、规范程度等方面形成撬动作用，同
时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据新华社

严打违法违规 多家上市公司实控人被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