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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月刊

总第2期
总第6期

共5版
共3

本期导读

沃尔沃已经与英格索兰公司达成协议，收购该公司的道路开发部。英格索兰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重型道路建设及土壤压实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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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其2006年的营业额达到八亿六千四百万美元，公司业务还包括物料处理设备。这一收购的现金价格为13亿美元。

员工合理化建议表彰（1版）

随着世界各地对基础建设投资的增加，沃尔沃建筑设备公司对于这一领域扩大已有的市场份额愿望强烈。此次收购是对当前业务
的一个补充，它极大地加强了沃尔沃在道路建设设备市场中的地位。收购的业务包括所有类型的重型压实设备、沥青摊铺机，铣刨机等
，这些产品为沃尔沃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机遇，收购行为还加强了沃尔沃建筑设备公司在北美物料处理设备市场上的地位。
武汉中南公司一直都是沃尔沃和英格索兰的代理商，而此次沃尔沃将收购英格索兰公司的道路开发部，无疑为武汉中南公司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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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机械的发展上提供了更大的机遇。

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山推2007年度服务及配件代理商会议

2007年2月25日，公司总经理胡嘉慧将烟头丢在食堂门口的垃圾桶里，烟头未
熄，余烬在垃圾桶冒烟，幸好被宋仁义师傅及时发现并作了处理，不仅是这样，宋
师傅还主动寻找“肇事人”，当证实是胡总时，他十分严肃地对他讲了这样做的严重

2007年3月7日，配件部经理姚敏受邀参加了在山东举行的“2007年度山推服务
及配件代理商会议”。

后果。

此次会议中，山推产品支持部向各代理商宣布了2007年的工作目标：

胡总主动提出按照公司“仓库禁烟管理规定”对自己进行处罚：罚款100元，并

1、继续整合规范配件销售渠道

通报批评，并对宋仁义师傅这种主动维护公司利益的精神给予通报表彰，号召公司

2、加强对代理公司配件销售的管理和指导

全体员工向他学习。

3、推行配件包装品牌化

公司要加强各项制度的执行力度，必须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林

4、实现配件销售大幅度增长

莉（人事行政部)

从以上目标可以看出，山推致力于规范其销售渠道，并加大山东济宁地区配
件供应商的管理，杜绝配件串货的现象，使代理走向山推品牌专卖的方式。
山推的管理趋于现代化，从2007年开始实施ERP网上订单管理，今后我们的
配件采购均采用网上定购。
山推产品支持部在2007年将会加大代理的扶持力度，WHZN将会是今年的重
点之一，负责我司区域的业务经理及配件主管3月底将会来我司指导工作，协助我
们找出销售方面的症结。
此次会议如同一剂强心针，激励配件销售人员齐心协力，开展好山推配件的销

为提高公司整体的服务能力和水平，调动服务人员的积极性，公司从06年底起
就采取了一系列管理措施和制度，同时加大对服务人员和服务硬件的投入。
一、管理 实施了《服务人员绩效考核制度》，建立了服务监督体系，安装了服
务录音电话；
二、团队建设和培训 建立《服务培训计划》，编制《服务手册》，建立服务主
管、经理月度会议机制， 各分公司服务人员月度沟通和团队建设机制，扩充公司邮
箱，优先开通服务人员的邮箱，鼓励服务人员使用电子邮件进行沟通；
三、员工激励 出台《服务人员配件销售奖励办法》；
四、客户满意度 定期进行客户回访，服务规范，建立危机客户问题跟踪和解决
机制；
五、人员、工具和车辆的投入 近期公司为服务部新增了4辆车和10台数码相
机，订购了服务的工作装、工具、衣帽等；
我们相信在公司大力投入，服务人员不断努力和公司员工共同监督和支持下，
我们将建立一支专业的、高效的，以客户满意度为宗旨的服务团队。

售工作！
◆吴景佳（配件部)

员工合理化建议表彰
近期，有员工针对公司的管理工作、服务工作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感谢大家
对公司的关心！从本刊起《武汉中南和我》将增设“员工合理化建议表彰”栏目，旨
在让广大员工积极参与到企业经营决策中来，鼓励员工关心公司， 献计献策， 群
策群力，为公司的发展提供合理化的建议。本期提供合理化建议表彰名单如下：
徐刚（武汉财务部）、易首权（宜昌分公司）、吴景佳（武汉配件部）、
蒋欣（武汉财务部）、潘建国（宜昌分公司）。

春天是新陈代谢最为活跃的时期，人们的生活规律在此季节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百草回生，百病易发”，人在这时候特别要做到起居劳作、精神调摄要顺应春天阳气
生发、万物萌生的特点，使精神、情志、气血也能像春天的气候那样，舒展畅达、生机勃发。
春天气温适中，人类机体产生的热量正好与体内外的环境相协调，这使皮肤和肌肉的微血管处于舒张的状态，血流缓慢，流入大脑的血液相应减少，如此一来，中枢神
经系统的兴奋性刺激信息自然减弱。另外，春天的气温、湿度都十分适合睡眠，加上春天比冬天夜短，故出现了“春眠不觉晓”的生理状态。因此，人们在春天也就有必要进行
调适。一是在起居方面，宜早睡早起，保持每天有一定的睡眠时间。午饭半小时后，应抓紧时间适当小憩（以3０分钟至4０分钟为宜），但要注意通风，始终保持室内空气
清新；三是要注意锻炼身体。要据根自己的年龄、体质选择适当锻炼项目。如散步、慢跑、做保健操、春游踏青等。
春天还要注意保持体内阳气。祖国医学认为，在养阳之中重在养肝。因此，春季保肝尤为重要。一是饮食均衡要多吃些新鲜蔬菜和低蛋白、低脂肪、高维生素、高矿物
质的食品，如葱、蒜、韭菜是益肝养阳的佳品，菠菜舒肝养血，都宜常吃。大枣性平味甘，养肝健脾，春天可常吃多吃。春季除保肝外，还要注意补充微量元素硒，多吃富
含硒的动、植物，如海鱼、海虾、牛肉、鹌鹑蛋、芝麻、杏仁、枸杞子、豇豆、黄花菜等，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少吃些酸、辣及油炸、烤、煎的食品；二是要勤喝水少
饮酒, 春季多风，蜂蜜是最理想的保健饮品。每天早晚各饮用一杯，既可润肠通便，又可预防感冒，清除体内毒素；三是要调理好情绪，始终保持每天有一个好心情。有利于
保健养生。
◆投稿热线：02763770601

刘姣芳

◆Email：jf.liu@whzn.com.cn

◆总编：林 莉

◆副编：刘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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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进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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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
鳄鱼怎么了

默
武汉中南：李
李

慧、杨太胜、包 捷、杨坤明、邓年峰、
军、牛 静、宋志新、廖

张春立、尹国亮、余

宏、周运忠、

莎、雷 波、吴

江西佳沃：徐文芳、辜学民、熊
姜

生到它嘴里去了后，已有半个小时没有出来了。”

串

杰

钓鱼

宜昌公司：刘章鸣、望运群、夏 勇
长沙佳沃：肖

刚、向

动物园的管理员站在张开血盆大嘴的鳄鱼面前，一个劲地往
里看。过路的游客问：“鳄鱼怎么了？”管理员道：“尚不清楚。医

清

伟、梁宏贵、曾绍平、

林

串

有个急性子在河边钓鱼。急性子先往钩上穿了个虫子做鱼饵
扔到水里，不一会儿，见鱼没有上钩，他又换了块面包，还是没
有鱼上钩。他赌气似的又往钩上换了火腿肠，等了一会儿，仍然

香

没有鱼上钩。一气之下，他掏出100元摔入水中，生气地说：“爱
吃什么，自己去买！”

十堰公司：李国强

口拙
某男口拙，一日约女友上动物园，不料他迟到了，动物园关
门了，于是他给她打了个电话：“小丽啊，我本来想看猴子的，
可动物园关门了，我去看你吧。”

■ After you.
你先请。 这是一句客套语，在进/出门、上/下车等场合都可以使用。

狗跑了

■Thanks anyway.

“我的好邻居，我的狗跑掉了，为这事我简直伤心死了。”“请

无论如何我还是得谢谢你。当别人尽力要帮助你却没帮成时，你就可以用这个短语表示谢意。

原谅，要知道你的妻子出走时，你并没有大惊小怪，为什么你现

■ I never liked it anyway.
我一直不太喜欢这东西。当朋友不小心摔坏你的东西时就可以用上这句话给他一个台 阶下。
■I‘m broke.
我身无分文。

的奖牌啊。”

默

自助餐厅，一位衣着华丽的少妇站在桌边，用夹子夹起一块

我支持你。

串

鸡肉拿到眼前审视半天，然后放回盘中；接着又夹起第二块鸡

■You are a great help.

肉，重复刚才的动作；当她夹起第三块鸡肉时，排在她后面的男

你帮了大忙。
■I couldn’t be more sure.
我再也肯定不过。

◆投稿热线：02763770601 刘姣芳

在这样激动呢？”“那时因为，我妻子脖子上并没有3枚国际展览会

鸡肉

■ I‘m behind you.

幽

串

士再也忍不住了，问她：“现在，您该能确定这只鸡的死因了
吧？”

◆Email：jf.liu@whzn.com.cn

香
◆总编：林 莉

◆副编：刘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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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照耀生活

越战的时候，好莱坞为前线战士举行过一次募捐活动。当时正值全美的反战示威游行，募捐活动以一美元的尴尬局面收场。尽管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拍卖会，
但苏富比拍卖行年轻的拍卖师卡赛尔却名声大噪。那天的拍卖现场有点冷清，情急之中的卡赛尔让大家选出一位最漂亮的姑娘，然后由他来拍卖这位姑娘的亲吻。
当好莱坞将这难得的一美元寄往越南前线时，美国各大媒体都将这个创意的策划者――――年轻的拍卖师作为重点报道对象。后来德国的一家猎头公司把他挖了
去，介绍给一家濒临倒闭的啤酒厂做顾问，他异想天开发明美容和沐浴用的啤酒，深受女性消费者的青睐，这家啤酒厂迅速蹿升为欧洲销量最大的啤酒厂家。再后
来的1990年，卡赛尔以德国政府顾问的身份主持了柏林墙的拆除，这一次，他让每一块普普通通的砖头成为人们竞相争购的收藏品。
卡赛尔说，那是因为他不断地去追逐梦想的缘故。梦想改变了卡赛尔的生活，梦想也可以改变历史。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人，你可以安于现状，但永远不要嘲
笑有梦想的人。

前段时间看了电视里介绍猫科动物的一个节目，狮子的精神令人佩服。
狮子的目标是一只年轻力壮的成年雄性长颈鹿。这选择也许是个错误，五头狮子站在长颈鹿跟前简直有点滑稽。

狮子的退却

四头母狮在一头公狮的率领下慢慢靠近了长颈鹿。公狮身先士卒，率先发起冲锋，刚一靠近就被长颈鹿的后腿一脚踢飞。
被甩开几米开外的公狮抖了抖身子后，并没有退缩，再次靠近。这次得到了母狮的配合，同时进攻……
随后的场面前所未见：身高不及膝盖的四头母狮各自抱住了长颈鹿的一条腿，公狮从后面跃起扑向它的尾部。这回长颈
鹿恐怕凶多吉少。可结果却出人意料，长颈鹿一边小跑一边不停地蹬踏。不一会儿功夫，五头狮子全被它甩开。
看来，狮子并不是长颈鹿的对手，也该放弃了。它们却毫无退却之意，又一次发起了进攻……最终，长颈鹿成功地摆脱
了狮子，以胜利者的姿态“悠然”地昂首漫步。喘着粗气伤痕累累的狮子终于放弃了。
可故事并没有结束。几天来狮子一直跟随着鹿群。那只勇敢无比的长颈鹿遇到了致命的困难：每天必须在河边低下长长
的脖子饮水的它，现在无法将前腿迈成八字形――――在嘶咬过程中，它的腿被狮子弄伤了。
日渐虚弱的长颈鹿只能靠吃一点树叶来补充水分。又是几天过去了，那几头狮子又一次靠近了它。这回没费多大劲儿就
将这只可怜的长颈鹿撂倒在地，享受了一顿草原上最大的盛宴。
狮子前几轮的进攻只是为了咬伤长颈鹿，中间的放弃也是暂时的，只是一种假象――――狮子的聪明可见：暂时的退却
是这百兽之王的一种智慧。

之

山路行车驾驶技巧

Word中快速切换单词大小写
如果想改变文档中所有英文单词的大小写，只须选中全文，按下“Shift+F3”组合
键，每按一次F3键，就可以看到文档中的单词会在全部大写、全部小写和首字母大写

保持视线，不可空挡，学会挡位控制。

三种状态之间切换了。

在山路上驾车大部分人的感觉是没有像长时间在平直的公路上行驶那么
疲劳。这时的驾驶员基本上是在不停地做着全身动作。上下左右不断变化的

删除百度搜索框中的记录

路面，形形色色不断改变的路边环境一般都会使驾驶者处于相对兴奋的状态。

使用百度或其他搜索引擎后，在网站的搜索下拉框中就能看到我们搜索过的文字
信息，这些文字信息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删除。

特别是在一个既陌生又景色优美的环境中就更是如此。此时的驾驶者应该控
制一下自己的状态，集中精力驾驶汽车，同车人也应注意提醒其适当减速。

打开IE，依次单击“工具→Internet选项→内容→自动完成→清除表单→完成”，这

在山路上行驶首要的问题是要尽可能地保持良好的视线，视点要远且要

样就能完全删除搜索框中的文字。如果想要浏览器以后不再记录搜索框中输入的信
尽量看清路面情况和路边环境。要尽量利用路面的宽度选择行驶路线，视线

息，只要在“自动完成”里把“表单”前面的勾去掉即可。
还有一种简便、实用的方法：单击“搜索”空白栏处，将鼠标移到搜索过的标题
上，当整行变成蓝色时按Delete键，就清除掉了一个文字信息。此方法可以有选择地

不好时应鸣号。打开车窗以便听到车外的声音，面临有可能落石的崖壁应关
闭车窗。注意查看仪表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水温和油压。
上坡时应让发动机保持足够的动力，提前选择好合适的挡位，随时作好

清除搜索栏中的信息，不至于连有用的也清除掉。

避让下行车的准备。下坡时不可空挡滑行，长时间使用刹车要考虑防止刹车
更换自己的屏保图片

鼓或盘过热，可利用挡位控制车速，放入低速挡。尽量避免在山路上停车，

Windows有一些自带的屏幕保护图片，我们完全可以设置自己喜欢的屏保图案，
比如自己的相片集。步骤如下：

必要时应选择相对平直、视线好的安全地段。
另外，还有一点可供驾驶者在急于赶路时使用，即入弯减速，出弯加

打开“控制面板”，双击“显示”，在弹出的窗口中双击“屏幕保护程序”。在下拉菜单
中选择“图片收藏幻灯片”。然后单击“设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浏览”按钮设定图
片存放的目录。根据个人爱好设定换图片的速度、图片的大小等，然后保存。此时，

油，但驾驶的乐趣很多，且车速可提高。只是乘坐者恐怕会不太“稳当”，前后
左右晃动是不可避免的。

系统进入屏保时就会播放设定的相片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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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可保证车辆安全而快速地在蜿蜒的山路上奔跑。这样驾驶虽然有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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