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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如果

If you can keep your head when all about you,
Are losing theirs and blaming it on you;
如果所有人都失去理智，咒骂你，你仍能保持头脑清醒；
If you can trust yourself when all men doubt you,
But make allowance for their doubting too;
如果所有人都怀疑你，你仍能坚信自己，让所有的怀疑动摇；
If you can wait and not be tired by waiting,
如果你要等待，不要因此厌烦，
Or, being lied about, don't deal in lies,
为人所骗，不要因此骗人，
Or, being hated, don't give way to hating,
为人所恨，不要因此抱恨，
And yet don't look too good, nor talk too wise;
不要太乐观，不要自以为是；
If you can dream - and not make dreams your master;
如果你是个追梦人——不要被梦主宰；
If you can think - and not make thoughts your aim;
如果你是个爱思考的人——光想会达不到目标；
If you can meet with triumph and disaster
And treat those two impostors just the same;
如果你遇到骄傲和挫折,把两者当骗子看待；
If you can bear to hear the truth you've spoken
如果你能忍受，你曾讲过的事实
Twiseted by knaves to make a trap for fools,
被恶棍扭曲，用于蒙骗傻子；
Or watch the things you gave your life to broken,
看着你用毕生去看护的东西被破坏，
And stoop and build 'em up with wornout tools;
然后俯身，用破烂的工具把它修补；
If you can make one heap of all your winnings
如果在你赢得无数桂冠之后‘
And risk it on one turn of pitch-and-toss,
突遇颠峰下跌之险，
And lose, and start again at your beginnings
失败过后，东山再起，

总

信用证结算在国

国际结算方式主要有汇款、托收、信用证三大类。
1、汇款包括电汇（T/T)、信汇(M/T)、票汇(D/D)。
T/T是电汇，是汇出行应申请人的申请，通过报发加押电报、电传
货物SWIFT给其在国外的分行或代理行，指示其解付一定金额给收款人
的一种汇款方式。在银行，电汇的优先级最高，一般均在当天处理，差
错率低。但是收费较高。
2、托收：出口方委托银行根据其要求通过进口地银行向进口方提
示单据，收取货款的结算方式。包括跟单托收、光票托收和直接托收。
（1）D/P和D/A都属于跟单托收，
（2）D/P是付款交单，有即期和远期之分，就是说买方必须在向
卖方付款之后才能够获得提取货物的单据，这种交易方式使卖方能够及
时地收到货款；
（3）D/A是承兑交单，就是说只要买方在收到付款通知时向卖方
做出一定付款的承诺就可以得到提取货物的有关单据，因此D/A取决于
买方信用，存在很大的风险。况且，买家不付款的话银行不承担任何责
任，在实际贸易中较少采用。
3L/C即 信 用 证 ，这 个 是 在 国 际 贸 易 中 普 遍 运 用 的 一 种 交 易 方
式，由银行来作为中介，是一种银行信用。
（1）主要特点在于：L/C一旦开立，独立于合同之外，即L/C是银
行和信用证受益人之间的契约；仅以单据作为处理对象，不处理货
物；开证行付第一性的付款责任。
（2）交易双方向银行缴纳的费用很高，信用证欺诈的问题也比较
多，所以使用时也应该谨慎选择。
在实际贸易中，还需综合考虑买方平时履约情况、贸易便利性等。
如果能在发货前，通过T/T收回全部货款的话，这是最好的付款方式；
“超级信用证”
2016年10月阿里巴巴B2B事业群推出的“超级信用证”，为外贸
中小企业量身定做的一款产品，旨在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信用证基础
服务，省去企业对传统信用证结算过程中的重重担忧。

And never breathe a word about your loss;
不要抱怨你的失败；
If you can force your heart and nerve and sinew
如果你能迫使自己，鼓起勇气 ,加强精力
To serve your turn long after they are gone,
在别人走后，长久坚守阵地，
And so hold on when there is nothin in you
在你心中已空荡荡无一物’

用人，不看能力，
先看三点

Except the Will which says to them:"Hold on!";
只有意志告诉你“坚持！”；
If you can talk with crowds and keep your virtue,
如果你与人交谈，能保持风度，
Or walk with Kings -nor lose the common touch;
伴王行走，能保持距离；
If neither foes nor loving friends can hurt you;
如果仇敌和好友都不害你；
If all men count with you, but none too much;
如果所有人都指望你，却无人全心全意；
If you can fill the unforgiving minute
With sixty second' worth of distance run
-如果你花六十秒进行短程跑，填满那不可饶恕的一分钟——
Yours is the Earth and everything that's in it,
你就可以拥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你的，

人品第一是原则
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关键是利益诉求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有的人窜上跳下，钻天打洞，拉帮结派，两面三刀，玩弄权术，巧
言令色，无非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权力、金钱、地位等等），这样
的人可能能力比较强，善于迷惑人，有时似乎还是一副正人君子抑或是
仁义道德的嘴脸，实则内心肮脏毒辣得很。这样的人还是敬而远之比较
好，是切不可以成为朋友或合作伙伴的。
我们虽不可能做到如圣人般天下为公，无私奉献，但一个人有一颗
善良、仁爱和诚信之心，才可以与之一起同舟共济，共度难关。
态度第二是根本
做人做事，总有失败或困顿的时候，但能始终以敬业之心，以孜孜
不倦的态度顽强坚持者，才会有成功的可能。投机取巧者在顺利时是朋
友，逆境时会第一个弃你而去。

稻盛和夫《干法》
要想度过一个充实的人生，只有两种选择。一
种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另一种是“让自己
喜欢上工作”。能够碰上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几
率，恐怕不足几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与其寻找自
己喜欢的工作，不如先喜欢上自己已有的工作，从
这里开始。

“以前不敢接信用证大订单，担心信用证的操作繁琐，资金回笼
慢。”深圳市诚丰浩电子的张总说出了很多外贸中小企业的心声。长期
以来，许多外贸中小企业对于信用证结算都有着难言之隐。
根据阿里巴巴国际站数据显示，有55%的中小企业认为信用证操作
复杂而放弃了该种结算方式，另有40%及31%的企业认为收汇风险和公
司缺少相应人才是不接受信用证的核心因素。
熊益斌是阿里巴巴国际站有着多年服务中小外贸企业的高级金融产
品专家，据他介绍，在最近一年使用信用证的中国供应商会员占比仅不
到三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信用证操作复杂繁琐，非专业人员操作
难、自负风险高、以及远期信用证给资金周转造成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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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
亲尝之。
“身勤”，即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
复审阅。

据阿里巴巴一达通金融总监、“超级信用证”负责人曹流浪介绍，
一达通将投入近百人的信用证专家团队，与外贸企业直接对接，在信用
证草稿起草、正本审核、单据准备、银行对接等多重环节亲自操刀，提
供增值服务，在提高企业效率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结算风险。此
前，一达通的相关信用证服务已经帮助外贸中小企业处理过近百个国
家，上千家银行的数万份信用证，累积处理信用证金额超过50亿元。

曾国藩指派李鸿章训练淮军时，李鸿章带了三
个人求见，请曾国藩分配职务给他们。刚好曾国藩
散步归来，对李说无需召见，并说：“站在右边的
是个忠厚可靠的人，可委派后勤补给工作；站在中
间的是个阳奉险违之人，只能给他无足轻重的工
作；站在左边的人是个上上之材，应予重用。”

此外，“超级信用证”项目还将实现与银行信用证系统直连，从信
用证通知、交单到资料审核实现各环节电子化交互。据曹流浪透露，中
国银行、建设银行、平安银行等将相继在阿里巴巴驻点，设置专员与阿
里巴巴对接。同时，“超级信用证”的打包贷款服务，还可以让客户拿
到信用证正本后，就可申请高达70%的信用证金额备货款，帮助客户减
少备货期间资金压力，也可以拿着现金采购，从而提升议价能力。

“眼勤”，是从细微之处识人。

李惊问道：“您是如何看出来的呢？”

「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
神迹通。
卑，乃大将之材。”
曾国藩所指左边那位“大将之材”，就是后来担
任台湾巡抚鼎鼎有名的刘铭传。
曾国藩从细微之处识人，练就了他的一双慧眼，
曾府幕僚鼎盛一时，幕僚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军的过程
中出谋划策，立下了赫赫功勋。
「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
记载。
“手勤”，就是要养成好习惯。

第二个好习惯就是读书习惯：他规定自己每一天必须

据说曾国藩开始同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关系并不
好，咸丰三年，曾国藩在长沙初办团练时，骆秉章压
根儿就没把曾国藩放在眼里。当绿营与团练闹矛盾
时，他总是偏向绿营。

曾国藩不管是从科考还是在平定太平军时“屡
败屡战”，都有一种精诚所至的信念在支撑他。从
各方面下足工夫，功到自然成。
曾国藩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
致败。”以勤治惰，以勤治庸，不管是修身自律，
还是为人处世，一勤天下无难事。
2017年，对于WILLSTRONG来说，是关键且
重要的一年。为了能及时准确的落实品牌战略，公
司制定了“纪律、效率”的工作要求，相信，大家
在阅读和理解本文的“五勤”后，只有做到“五
勤”，我们才能做到有有纪律，有纪律才能保证出
效率。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当下做起，认真实践
“五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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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部 Kraven

鲁迅先生说：中国的脊梁是那些落后仍在奔跑，以及见了这样的运
动员肃然不笑的看客，很有道理。所以我们看人不要只看表面的形象怎
么样，而是要看他做人做事的态度。家境富裕者的孩子大部分从小就是
百般宠爱，一般能吃苦的不多，成事者很少。从小历经磨砺的人更能经
受住风雨的考验。判断一个人能否有发展的潜力，要结合他的个性、家
庭境况和思想状况。很多聪明人不能成事的关键，是缺乏认真刻 苦、深
入钻研的工作态度。
不是同路人终究是走不到一块的，要选择志同道合的朋友才会真正
交心。
能力第三是基础
看人始终不要只看能力，因为能力有的时候只是人的一个发展的基
础。有些人可能某方面的能力不很强，但对自己的帮助和支持却是很
大，同样可以成为良好的合作伙伴。有些自以为能力很强、水平很高的
人比较难以与人合作。而且能力具有互补性，彼此之间相互支持、理
解，就会共同进步和提高，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大家就会有
两个思想。
人不可能是全能型的，在合作中始终要把人品和态度放在更重要的
位置。
“以德为先”，“德才兼备”不仅是选用人才的标准，也是选择朋
友或者合作伙伴的标准，选择同行者或是同路人，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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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品在伊朗的昨天与今天

第23届全国铝门窗幕墙行业年会暨铝门窗幕墙新产品博览
会将于2017年3月11日-13日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开幕
始创于1995年的铝门窗幕墙新产品博览会（简称门窗幕墙展WindoorExpo）由中国建筑
金属结构协会铝门窗幕墙委员会主办，今年已是第23届，本届门窗幕墙展进一步提升了展会品
质，将建筑外立面和门窗幕墙的关联题材进行了融合，全面升级整合为7大类别与展区，精准的
展区布局将进一步引领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潮流。
1）幕墙门窗系统主题展区；

建筑物：Musee de Confluences
地点：法国

摄

介绍：
2016年度建筑摄影比赛Arc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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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制造逐渐走出国
门，遍布世界。伊朗也不例外，大大小小的生产生活用品
带着中国制造的标签出现在伊朗各大市场。由于伊朗的消
费水平限制，这些商品往往质量不高。伊朗人对这些低价
的中国商品可谓是又爱又恨呐~
千百年前，当街头巷尾响起来自远方商队的驼铃
声，伊朗的老百姓们总是在第一时间奔走相告，争先目睹
那些他们平生都未曾见过的稀奇宝贝。在这些外来的货物
中，最受欢迎的始终是来自中国的商品。那些巧夺天工的
丝织品、瓷器和玉器令人目不暇接。
伊朗的商人们用手中的波斯地毯、金属器皿和同样
精致的琉璃器具换回了这些令人爱不释手的中国商品，再
目送商队继续向西前行。中国的丝绸进入伊朗之后收到了
人们的追捧，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需求，一些伊朗的北部
城市的农民开始投身养蚕业，而中部的一些城市比如卡尚
和伊斯法罕则等则开始生产以伊朗当地生产的蚕丝来制作
丝绸及相关制品。丝绸之路的开辟不仅让几千年前的伊朗
和中国有了贸易的往来及相互的了解，更推动了伊朗在农
业以及手工制作业领域的发展。

2）门窗、建筑外立面主题展区；
3） 铝型材、隔热条主题展区；
4） 幕墙门窗设备主题展区；
5） 五金配件主题展区；
6） 建筑结构胶主题展区；

即使到了今天，中国的瓷器在伊朗仍有着为数众多
的爱好者与追捧者。许多古老的中国瓷器被当作“传家
宝”世代相传，而其中最珍贵、最受喜爱的就是著名的元
明两代的“青花瓷”。今天，在伊朗北部城市阿尔达比勒
的谢赫苏菲博物馆里，当时的中国皇帝赠送给伊朗国王的
瓷器还作为“镇馆之宝”被珍藏。可以说在丝绸之路贸易
盛行的年代，“中国商品”是世界最高工艺水准和质量最
好商品的代名词。

组别：Building in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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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
导。

“心勤”，即坚定的意志品质。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高企业资金周转，阿里巴巴还在“超级信用
证”中提供“买断收汇风险”的服务。“只要信用证通过我们测评不存
在风险，那么企业可以选择买断收汇风险，提前拿到由阿里垫资的
100%货款。”在曹流浪眼中，超级信用证的推出是帮助外贸中小企业
解决了贸易结算流程的后顾之忧。

摄影师：Fabrice Fouil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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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好习惯就是写家书：据说曾国藩仅在
1861年就写了不下253封家书，通过写家书不断训导
教育弟弟和子女，在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之下，曾家后
人人才辈出。

曾国藩认为同僚相处“两虎相斗，胜者也哀”。

一是反省的习惯：曾国藩每一天都写日记，曾国
藩通过写日记进行修身，反思自己在为人处世等方面
存在的不足。

WILLSTRONG 欢迎各位客人朋友莅临广州，共商幕墙发展。

建

坚持看历史不下十页，饭后写字不下半小时。曾国藩
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
变其气质。”

“口勤”，是他与人的相处之道。

曾国藩一生养成了三个好习惯：

曾笑道：“刚才我散步回来，走过三人的面前
时，右边那人垂首不敢仰视，可见他恭谨厚重，故
可委派补给工作。中间那人表面上必恭必敬，但我
一走过，立刻左顾右盼，可见他阳奉阴违，故不可
用。左边那人始终挺直站立，双目正视，不亢不

“己预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曾国藩口
勤不仅仅是对同僚和上级，对下属也会耐心地训
导，曾国藩秉持的这种为人处世之道，不仅让他成
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刘铭传、胡林翼等名臣，实现了清末短暂的中兴。

曾国藩，中国历史上最牛的人物之一。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其实都是因为一句“以勤治事”，
勤有五解，曰：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

言传不如身教，曾国藩就是这样影响手下的幕
僚、将领的。不管是个人修行还是管理团队，这一
点至关重要，要给周围的人和下属做一个好榜样。

但是，信用证又有着其他结算方式难以比拟的好处。信用证可以保
护买卖双方利益，开证银行以其信用做担保，只要卖家提供的单据相
符，开证行就应无条件付款。此外，通过信用证结算的客单价较高，通
常在6万美金以上，有的甚至动辄达到上百万美金。据业内人士透露，中
国信用证市场预估达1000亿美元，市场份额巨大。

但曾国藩并没有逞口舌之勇，而是采取曲意忍
让的态度，在他为父守孝后第二次出山之时，还特
意拜访了骆秉章。这让骆秉章大感意外，当场表
态，以后湘军有什么困难，我们湖南当倾力相助。

一勤天下无难事

曾国藩在军中要求自己早起，不论是什么样的
天气，不论是什么样的环境，他一定“闻鸡起
舞”，练兵督训，办理各项事务。曾国藩对军中将
士说：“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
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

7） 星品汇展区。

And - which is more - you'll be a Man my son!
更重要的是，孩子，你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国际事业部 Amanada

统一刊号：WL1702-181

际贸易中的应用
国际贸易中L/C、D/P、D/A、T/T结算方式结汇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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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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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

评审之一的建筑师 Ulrich Müller指
出，这次收到的摄影作品让他意识
到建筑摄影的广阔度其实非常大、
参赛者都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帮助大
家观看到以前并没发现的事情。
我形我塑

近年来伊朗因为政治原因长期受到西方乃至国际社
会的经济制裁，欧洲和美国商品的进口被禁止，俄罗斯、
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成为了伊朗主要的商贸伙伴。和欧美国
家的商品相比，这些国家的商品在价格和运输成本上有着
极大的优势。得益于上世纪80、90年代和21世纪初其低
廉的人工成本，中国因为以低廉的价格完成了各式各样的
制造业订单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而中国商品低廉
的价格也吸引了许多伊朗商人的目光。今天，更多的中国
商品经由航空、铁路来到了伊朗，可以说无论是在高大上
的商场也或是平民最常光顾的市场及路边摊，中国商品在
伊朗可随处可见。
然而随之而来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在伊朗，中国商
品的故事却朝着其曾经“高大上”的历史地位相反的方向
在人们口中流传。很关键的一点是，虽然中国的商品在价
格上非常低廉，但是在质量上和西方国家的商品仍然无法
抗衡，加上伊朗的民众五十年前那种对老牌欧美精品固有
的崇拜和喜爱，他们对于中国商品更多地是追求其价格上
的实惠。

另一方面，由于里亚尔兑人民币和美元汇率的下
跌，伊朗商人购买力大幅下降，而中国的制造商们根据伊
朗的市场情况及进口商所给的价格也不断降低其销往伊朗
的商品质量，这加剧了伊朗民众的中国商品质量的报怨。
再加上少量有关汽车零部件不好导致发生车祸，不符合生
产标准的服装和鞋子引发皮肤疾病、山寨的手机易坏等负
面报道的流传。一时间，伊朗国内对中国商品的负面报道
及情绪可谓前所未有。
同时伊朗民众也纷纷指责那些只进口没有质量保障
的中国商品的伊朗进口商人，认为他们耗费了国家的资金
却没人给人们带来满意的商品。
值得一提的是，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知道，
其实在中国不乏高质量商品的存在，那些质量上乘和价格
不菲的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备受瞩目，中国制造的一级
商品在欧洲市场广受青睐，世界各大工业的著名品牌都在
中国开设了零部件生产和安装分布，希望利用中国人工市
场价格低廉和合格的技术标准降低产品成本，增强国际竞
争力。但是，这些商品却不能以良性的方式进入伊朗市
场，大多数进口商仍主要关注价格上的优势、成本上的低
廉以及商品是否在适时间内卖掉等因素从中国进口质量低
下的产品。从而使得中国商品在伊朗市场上出现了“好商
品不被接受，不好的商品更不被认可”的现象。
所幸，今天无论是伊朗或是中国，双方的官方、商
界以及民众都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不可持续性，并开始
以一定的举措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双方正在制定并更加
标准化的进出口规范，中国至伊朗的货运专列正式开通，
报关手续更加简便等等。
目前一些中国的优秀生产企业已经开始与伊朗方面
信誉较好的商家进行合作，开始向伊朗出口一些真正质量
好且有售后保障的商品比如乐器、布匹、石油化工原料产
品等。随着两国相关政策规定的出台与实施及国际社会对
伊朗制裁的逐步取消，未来会有更多质量上乘的中国商品
将能够以更加合理的价格及便利的途径进入伊朗市场。这
不仅对于对伊朗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更有利于两国
贸易领域的良性发展与扩大。相信这些商品的进入会逐渐
改变了伊朗民众对中国商品的印象，丝绸之路的复兴指日
可待。

营销中心 Jack

T2

T3

市场 MARKET

文化 CULTURE
管齐下同时擀出十二张饺子皮，可以轻松做出一桌全面宴，更令人啧
啧称奇的是，他可以把拉面拉到在一根针眼里穿过20根。
凭着这个独门绝技，他成为了迪拜的一名高级面点师傅，并由
此接触到了世界各国的王室成员、政要以及体育和娱乐界的顶级人
物。

WILLSTRONG ®钛锌复合板

他曾得到俄罗斯首富、石油大王罗曼·阿布拉莫维奇的亲身召
见，也曾获得华裔丹麦王妃文雅丽的青睐，连顶级足球明星贝克汉姆
甚至带了十多位朋友，也特意从英国赶到迪拜来品尝他做的小吃。
他还曾亲手教会泰国总理夫妇做饺子，教会美军驻海湾地区前
总司令施瓦茨普夫做兰州拉面，为好莱坞闻名导演斯皮尔伯格表演拉
面绝活。

为什么选择钛锌复合板?
Why to choose Zinc Composite Product?

加工方法

工作是一种修行。

Processing method

这是日本韬盛和夫在他的著作《活法》中的主要观点。
他说：“人哪里需要远离凡尘？工作场所就是修炼精神的最佳
场所，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只要每天确实努力工作，培养崇高的
人格，美好人生也将唾手可得。”

采用铝复合板及胶合木板的加工设备或工具便可轻易实现对锌复合板
的加工。可切割、冲孔、镂空、开槽折弯、弯弧等。
铝复合板的安装系统也适合于锌复合板。

这是WILLSTRONG®参展印度新德里Pragmatic Maiden展馆
所举办的印度（新德里）国际建筑建材展时，在我们回国后，我们的
印度客人发来了他亲自设计的我们的品牌，好感动。

当价格谈判陷入僵局，
销售高手怎么破？

一种耐久的材料
使用寿命可达70-100年
耐久的材料，具有天然的抗腐蚀性

当销售员和客户在价格上出现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时，谈判就
会陷入僵局，很可能以失败告终。此时，销售员该如何应对呢？

表面形成深灰色的致密钝化层
根据环境的不同，钝化层的形成要6个月到2年的时间

面对谈判价格的僵局时，销售员一定要沉稳冷静，坦然面对来
自客户的各方面压力，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尽快扭转不利局面，争
取销售的成功。
价格是决定交易成败的关键问题，在谈判场上，需要销售员慎
之又慎。
一名电脑销售员去拜访一位公司经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洽谈之
后，经理对他的产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为他也很想为公司添置一
些新的设备，但是在价格上双方都不想让步。
6个月到2年

客户：“你们的价格太高，我们承受不了，而且我们的电脑虽
然旧一点，但还是能用的。”

2年到3年

锌是一款可持续发展的材料

无独有偶，日本实业家铃木正三说：“工作坊就是道场。”基
于对禅宗智慧的深刻体会，他希望人们能够吸取禅宗的智慧，把劳动
看作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和提升精神境界的需求，在工作中锻炼自己的
能力，磨练心性，借助劳动来证悟自身的价值，并通过工作使自己的
思想境界得到升华。

有一回，他给美国国务卿赖斯表演拉面穿针，一个针眼穿入
20根拉面，让赖斯看得目瞪口呆，给了他１万美元的天价小费!
他就是冯三峰。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工作没有高低贵贱，
只要你认真对待，它就是你修行的所在。
我们与其抱怨生活，不如试着全神贯注于一件事，然后在日复
一日的劳作中锻炼自己的灵魂，进而培养具有深度的人格。
一只油腻腻的盘子在你的洗刷下变得光亮如新，一块脏兮兮的
地板在你的擦拭下变得清爽干燥，一件小小的工艺品在你的打磨下发
出柔和的光，这些，都是你的功德。

他们所说的，都是一种在日本倍受推崇的“工匠精神”。

工作是一种修行。你对待工作的态度，会实实在在影响你的人
格和气质。

乍听“工匠”一词，有人觉得它专指一种机械重复的工作者。
其实，工匠精神有着更深远的意思。他代表着一个人对工作执着，忠
诚，精益求精的精神。

长久地做下来，没有一份工作不是枯燥的。然而，有些人退了
休还抱怨不止，一脸的疲惫不堪，而另一些则表现得精神十足，意犹
未尽。这是因为他们在同样的工作中走向了不同的人生境界。

其实这种精神，我们不必去向日本学习。翻一翻文史书，我们
会看到屠夫庖丁怎样游刃有余地杀牛，驼背老人怎样那些竹竿告诉孔
子粘捕知了的诀窍，也会看到卖油翁怎样地让油从钱眼里穿过而不溅
出一滴。

不要总打算用业余时间发展兴趣，休闲娱乐，不要把工作当成
一件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把眼前的小事做好，是对自己，也是对生活
的一种忠诚。

产品经理 Williams

原来，早在瑞士手表和日本马桶之前，中国是“工匠精神”的
时候发源地。

生产钛锌复合板的能耗很少，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

曾经，对于工匠精神，我们也是津津乐道的。
所谓工匠精神，就是尊重你手中的工作，并把它做到极致。

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平凡的你将变得不平凡。
有个河南的小伙子，高考落榜了，只好去做一个打工仔，好几
年都一事无成。他对人生没有很宏伟的计划，也没有什么出色的技
能，除了喜欢做点面食。

销售员：“不是我不降，而是公司制定了这个价格，我也没有
办法改变啊。”

一年下来，他已经将手中的面团玩到得出神入化，可以双手双

由此，谈判陷入了僵局，如果销售员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很有
可能使客户连购买的欲望都没有了。对于价格的僵局，我们不如这样
来打破。
客户：“你们的价格，使我们购买产品的欲望大大降低。”
销售员：“现在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对于高科技的产品，
当然是越新越好了，它可不同于桌子上的这杯清茶，时间越久味道越
香浓的。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很多关于产品和市场的信息，我想我没
有必要多说吧。这个价格确实是市场上最低的了，真的不能再降
了。”

体。这样，色、香、味俱全的肇庆裹蒸便可以上桌食用了。据说，
这种传统已经沿袭了近2000年，体现了裹蒸原汁原味的特点。

肇庆春节习俗
春节是中国最重大的传统节日，肇庆的春节也
是颇具自己的地方特色的。例如从农历十二月中旬
开始置办年货；除夕前，“行花街”、在大门上或
厅堂里挂上“福”字或对联，有的人家还将“福”
字倒挂，意即“福”到；除夕夜，一家人一起吃团
圆饭；初一至十五，亲友或相识的人互相拜年时，
已婚或年长者要未婚者或小孩封“利是”……

客户：“这样吧，每台降价100元，我就订购100台。”

维护成本极低

销售员：“您真是个市场的行家，报价也这么有水准。好吧，
您要的也很多，我们就退一步，这回我们权当照顾老客户了，以后希
望我们能长期合作。”

对于表面划痕具有自我修复功能
表面钝化层与板材融为一体，不会剥离、脱落，雨水冲刷即可实
现表面自洁

客户：“好的。”

安 装 系 统
幕墙系统

室内系统

适用于永久性建筑外墙体：博物馆、艺术剧院、图书馆、书画院、宗
教庙宇、大型商业中心。

适用于办公、住宅等各种建筑物内部装饰：墙面和吊顶。

(1)把尊重客户放在第一位
无论在销售中发生什么矛盾，首先要把尊重客户放在第一位，
这是化解价格谈判僵局的基本条件。在谈判中无论客户持什么态度，
作为销售员都要以微笑待之，始终让客户有受尊重的感觉。这是对待
客户的基本要求，同时这样做你也会受到客户的尊重。
(2)用幽默打破尴尬场面
在谈判僵局中，除了尊重客户之外，还要为谈判环境营造和谐
的氛围。这样才有利于消除双方的紧张感，而幽默正是维护这种氛围
的润滑剂。当然，幽默也需要一定的技巧。幽默的话题一定要和谈判
的话题相吻合，目的是为了打破尴尬的场面，让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下
去。
(3)选择适当让步
当价格谈判陷入僵局后，能否扫除障碍获得最后的成功，完全
取决于销售员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你可以与客户耐心商谈，认真地分
析双方的利弊得失，推动谈判的顺利进行。万不得已时，在双赢的基
础上，销售员可以选择适当地让步。
(4)调换谈判人员
在谈判僵局中，轮番调换销售员也可以推动谈判的进行。价格
僵局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也许就是因为某位销售员的登场，才把
顺利的谈判带入了冷场期。所以，几个销售员协同合作，问题也许就
会迎刃而解。
谈判是一个相互合作、最终实现共赢的过程，因此，在与客户
的谈判中出现僵局是很正常的事情。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时，逃避退
缩是毫无用处的，只有勇敢地去面对，想方设法走出困境，才能有效
地推动销售进程。

产品经理 Link

1.包裹蒸 吃裹蒸
一直以来，裹蒸是肇庆地区春节的传统食物，当春节将至，肇庆
的女人们就开始忙碌了。她们一大清早就上菜市场挑选冬叶，冬叶是本
地特产，据说长在鼎湖深山，承天地之精华，吸天然之雨露，因而格外
肥大，具色绿、叶香、柔韧、防腐等特点，比苇叶、竹叶更胜一筹。
而实际上，乡间很多人通常都会自己找地方种植一些冬叶，冬叶
是非常粗生的植物，房后屋边、田边地头均可以种植，也不用费神，等
年尾需要包裹蒸的时候就可以采割收集，自给自足；而大规模种植的，
则算得上是怀集地区，市场上销售的，多是怀集出产的冬叶。
包裹蒸的冬叶最好选用老叶，冬叶在使用之前需要用热水烧煮一
番，既可以让叶片变韧变软易于包裹，又可以除去冬叶的苦涩味。糯
米、绿豆都以当年产的为佳，糯米淘洗后浸泡，绿豆去豆衣，对半磨
开，筛去瘪豆；做馅的猪肉相当讲究，以肥瘦相间又偏肥的为五花肉上
乘；制作“五香”调味料是一个关键步骤，直接影响到裹蒸的味道，裹
蒸是传统的民间食品，每家都有自己的秘方来调制，跟市面所卖的五香
粉的味道有所不同，所以肇庆人有“裹蒸世家，秘方无价”的说法，调
味料大体说来要用到适量的精盐、曲酒、花生油、白芝麻、五香粉等，
制作好调味料之后，要提前将肉馅腌制一晚，使之入味；在包制之前还
要将肉馅炒干水，一可增加香味，二可防止肥油散失。
各种材料都准备妥当后，女人们便围坐在装有糯米、绿豆、肉馅
的大木盆旁，开始包制裹蒸。包裹蒸需要模具，传统用尖顶木斗，将三
张冬叶依次铺放在斗的中间，按特定的比例先后放上糯米、绿豆和肥猪
肉，依照冬叶包糯米，糯米包绿豆，绿豆包肥猪肉的顺序包裹，然后在
顶端（其实这是成品裹蒸的底部）覆上一到两张冬叶，接着用水草或者
席草捆扎。用模具包出来的裹蒸大小相同，只只都有一斤左右，呈枕头
状或四角山包形，这和普通棕子相比，简直称得上是庞然大物了。
传统烧煮裹蒸的器具是大甑或铁桶，民间一般用大油桶改装，在
烧煮之前用黄泥巴涂抹外壁，可防止熏黑铁桶。将包制好的裹蒸一层层
放置在桶内，加入清水猛火烧煮，在烧煮过程中桶内热水会溢出和蒸
发，则需要不断补充热水，以水面盖过最顶的裹蒸为标准，经过八至十
个小时的连续煲煮，冬叶内的糯米、绿豆和肥猪肉会互相融化，混为一
体。这样，色、香、味俱全的肇庆裹蒸便可以上桌食用了。据说，这种
传统已经沿袭了近2000年，体现了裹蒸原汁原味的特点。

2016年是值得回味的一年，G20杭州峰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等，都将会在史书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即将过去的2016年，哪
些人和书值得珍藏？哪些人和书影响中国？
杨绛：优雅而高贵的灵魂
2016年是文坛告别之年。2月剧作家、词作家阎肃，4月作家陈忠
实，5月作家、翻译家杨绛先后离世。杨绛是丈夫钱钟书口中“是最贤
的妻，最才的女”，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翻译过《唐·吉诃
德》等作品。她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博学多才，治学严谨；无私奉
献，用千万稿费资助寒门学子……杨绛的文人风骨、治学态度与社会担
当，是当代人身上所稀缺的闪光点。
杨绛最喜欢的名言是：“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
境界。”在把钱钟书数量惊人的手稿整理出来交付出版后，她写了《我
们仨》，写尽了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
96岁时她又推出《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
103岁时，九卷本《杨绛全集》问世，其中就有她为《洗澡》创作的续
作《洗澡之后》。如今她安然离去，只留下身后一段令国人唏嘘不已的
中国百年史。
钱理群：坚守并传承着人文关怀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钱理群逐渐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
者之一。这几年他不断与青年人以各种方式交流对话，从校园到社会，
从书斋到企业，从大陆到台湾，每次登台演讲，都融合了专业发现与现
实省思，震撼了无数的听众。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思考与批判，诸如批
判“北大正在培育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言论，至今还时常被人提起。

贾平凹：记录时代命运的悲悯
贾平凹是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有
长篇问世。他的《秦腔》、《古炉》、《带灯》、《老生》，总能从中
感到一个时代的命运。2016年4月出版《极花》，写被拐卖的女子胡
蝶，也是写作家内心的恐惧与无奈，更是写作家对乡村沦落的担忧。这
里，贾平凹守望着八百里秦川的心灵故事，用真情的文字记录着乡土中
国的世纪变迁。

干脆他就去学习做面食，到专业学校拜师学艺。无论别人怎么
说，他只管埋头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客户：“我们要订购几十台，你还出那么高的价格。以你们的
价格，我们最多只能买几台，不能团购了。”

使用钛锌板，在申请LEED认证时可以在3个方面加分

这些人、这些书

钱理群深情地关注着民族与人民的命运，他坚守并传承着人文关
怀。2月出版《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7月《一路走来——
钱理群自述》与《风雨故人来》。8月《岁月沧桑》，以生命体验写知
识分子精神史。即使他隐入养老院，即使他说自己已经逐渐放弃了“教
育”，退出了学术界，但他还是放不下青年。这个时代的老理想主义
者，曾多次说：“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后，将我的祝福送给
年轻的朋友。”

销售员：“我们的电脑现在在做促销活动，价格已经降得很低
了，真的没有降价余地了。”

100%可回收再利用的

印象2016年：

2.布置张贴
节前各地习惯布置厅堂，张贴门神、门钱、对联、字幅、年
画。其中“福”字有倒贴的，寓意“褔到”。端州区人家在厨房悬
挂串扎生菜、蒜苗，一则备用，一则寓意。建国后，对联、字幅已
注入新时代健康向上的意义。厅堂上时兴布置盆桔、鲜花和彩灯，
端州区人家习惯装点吊钟花。城镇机关单位县挂“欢度春节”横额
灯笼。装占彩旗、彩灯，增添节日气氛。
3.吃团年饭
家家户户的住宅打扮得焕然一新后，除夕将至。于是，主妇们
便忙着准备做一年之中最丰盛、最富意义的团年饭。团年饭，顾名
思义，是一家在过年时欢聚在一起吃饭。这个时候都是欢声笑语。
用过晚餐，家中主妇就忙着收拾饭桌，于是，一场大清扫活动
便开始了。这一次清扫不用很讲究，纯粹是为了清洁卫生而已，不
像年底的那一场，必须用松枝掇草扫刷。然后便生炉起火，开始准
备明天祭神的供品--斋菜。斋菜的种类很多，有芋头做的，有番薯
做的，也有用枣子做的，有的则是用花生米、芋头与番薯合起来做
的。做斋菜的料都应该在下午时就准备完毕，让其晾干。炸斋菜
时，等炉火生好的时候，放上一口铁锅，注上大量花生油。等油沸
时，用这些料子拌以粉浆往锅里一放，它就在油锅里吱吱地冒气
泡。熟时，黄澄澄、香喷喷地格外诱人。这时，家中若有客人，女
主人就会献上新炸斋菜一盘，再泡上香醇的工夫茶，让你尝尝遐迩
闻名的肇庆小食美味。
4.送压岁钱
送压岁钱是肇庆春节习俗中重要的一项，长辈要分钱给后辈，
能挣钱的后辈也要送钱给长辈。这些钱不能直愣愣地送，而要很讲
究地装在一个利是包中，或者用一块红纸包看。这俗称为“压肚
腰”，意谓一年从头到尾，腰包里都会满满实实、富富裕裕。特别
有趣的是，小孩临睡前，父母必将一张大面值的钞票放在小孩的肚
兜中，睡醒后即将钞票取回。

客服中心 Canny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成就斐然，散文创作也毫不逊色。5月《自在独
行》，11月《愿人生从容》，他从孤独、行走、生死、慈悲、玩物、天
地、人事等角度，给内心孤独焦躁者以安宁的抚慰。在前几年的“世纪
文学60家”的评选活动中，贾平凹仅居鲁迅、张爱玲、沈从文、老舍、
茅盾之后，为第六名，在至今健在的作家中名列第一，足见贾平凹的影
响深远。

中国建材报

奥克斯的精品战略
早在5年前，奥克斯这家空调巨头已经意识到用现有的产品和品
质，无法适应快速增长的人均GDP，一场全面互联网化接轨的品质升级
势在必行。
今天大众消费者的核心诉求升级了。80后、90后是新一代消费
者，不同于50后、60后、70后那一代，他们对品质有更高的要求，他
们需要“更时尚、更年轻、更个性化”的产品和品牌，而不只是关注于
产品的低价格。
因此，奥克斯在《空调成本白皮书》发布20年后，提出了“精品
战略”。这个战略被奥克斯董事长郑坚江用一句话解读为：品质是基
础，创新是灵魂。如果用一句大白话来解释，就是“做一台好空调”。
这意味着奥克斯这家靠着价格白皮书和各种吸引眼球的营销手段
起家的空调市场破局者，在成功上位之后要主动回归产业和商业竞争的
本位，那就是产品。因为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时代下，好产品就是好营
销，好产品自己会跑路。
从强调健康的“舒睡系列”空调，一举打破家用空调的制热瓶颈
的“热霸”空调，能效比达6.5的“壹系列”变频空调，到依据“苹
果”设计理念所研发出来的“镜界”空调，奥克斯每推出一个核心爆
点，轮番造势，逐渐将“品质”这一关键元素，注入奥克斯品牌灵魂。
在这些产品的宣传中，你已经看不见“一分钱血洗京广线”的硝
烟，取而代之的是“节能”“健康”“时尚”“人性化”“高科技”
“极简主义”这样高大上的品质卖点，与2003年奥克斯发布《空调技
术白皮书》与《空调健康红皮书》抨击业内用技术和健康炒作提价，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一对比看似矛盾，背后却是自2013年奥克斯实施转型升级以来
累计10亿多元在设备、原料、研发生产、生产自动化、厂房改造、来料
检验、工人薪资、产能扩张等方面的升级改造，目的只有一个：提升产
品技术和品质创新能力。
从2014年主打品质的“自由系列”“雪龙系列”，到2015年的贴
近年轻人的“儿童系列”“极客系列”，再到今年最新推出的“AYA系
列”，每一款空调的诞生都是奥克斯空调创新履历上了一个标志。
这就是为什么奥克斯在几年前就提出要品牌升级。因为奥克斯很
早就注意到，消费档次的中位数必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快速上移，
未来的低端产品，都将是现在的中端水平。

产品经理 Hu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