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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销毁一些崭

新的商品会给我们带来

不小的损失，但这些损失

相比顾客对我们的信任

而言，简直就不值一提，

要知道，我们公司永远把

对顾客的信任放在第一

位！也只有充分取得顾客

的信任，我们的公司才会

走向良好的发展！”

绝不二次销售客户退回的商品
违
反
常
规
的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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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森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森邦装饰工程成立于 2019 年，主营室内

外装饰工程、安防工，施工、维护；建筑装潢技

术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水电安

装，门窗安装，公司专业的设计团队和严格的

管理制度，以及训练有素、紧密合作的劳务队

伍，使得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专

业、科学、工程服务。

杭州凤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凤铝装饰主营生产加工钢化玻璃、中空

玻璃、玻璃制品;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
铝合金门窗组装生产;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

料、铝合金型材铝合金门窗组装、铝型材品牌

有“凤铝”铝材、“中易”铝材，门窗加工、安装

加工销售，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公司拥有专

业的施工团队、健全的组织机构，完善的管理

制度、操作规程，及为各类客户提供卓越的门

窗加工品质的能力。竭诚为您提供质优价廉、

高性价比的产品、以质为根、以服务为宗旨，

力争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

杭州正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正典装饰成立于 2008 年，是一家集室内

家装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工程施工为一

体的装饰公司，专业为公寓、别墅、会所、地产

样板间项目提供系统化家具的创新生活模

式。正典装饰拥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完善的

质量保证体系，培养了一批资深设计师和专

业化施工队伍，严把设计关，质量关，从设计

到施工，进行标准化管理，让每一位客户都能

享受健康快乐的家居服务。

杭州珞颜国际化妆品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长，从事美业近 20 年，专注女

性问题性皮肤修复。主要从事修复类化妆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旗下拥有金肤无添

加、博肽金典、法国斯缇纳、铭肽、丽肽、御禧、

锦秘等品牌。珞颜国际以实现美丽永存，共建

美好，为使命秉承、勤奋务实的企业精神。坚

持多品牌，多渠道，多模式，强团队、强服务、

强销售的发展战略，以差异化的品牌来定位

满足不同的年龄，通过不断的科技创新产品

优化及营销创新，致力于成为修复类化妆品

行业的标杆。

杭州鹏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鹏泉装饰工程是一家有着经验丰富的团

队，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室内外装饰工程，幕

墙工程，门窗工程，钢结构工程，机电安装工

程，建筑智能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公司拥有

经验丰富，思维多样化的设计管理团队，拥有

装备先进，技术一流的施工团队，拥有环境优

良，加工质量过硬的门窗加工基地。公司秉承

“周密策划，科学管理，忠于设计，精心施工”

的服务宗旨，严格工艺纪律，确保工程优质。

“质量为根，安全为本”是公司人永记的信念。

杭州鸿诚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鸿诚装饰是一家集装饰设计、工程施工、

材料配送的一体化装饰企业。主要从事住宅、

公寓、办公、商业、酒店等场所的装饰设计和

施工。本着“崇尚自由，追求完美”的设计理

念，凭借超前的设计、合理的报价、精良的工

艺，优质的服务，真诚的为每一位顾客，量身

定制全新、优雅、舒适的居家生活、文化空间。

公司秉承“以信誉赢尊重，以品质求发展”的

经营理念，坚持以客户的需求和满意为核心，

为客户提供更大的价值回报。

义乌市析营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于国际小商品城义乌，是一家

专注于家居日用百货产品销售与服务为一体

的电子商务企业。析营贸易培养了一支百余

人的专业团队，并且不断为员工提供更好的

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历经 6 年不懈耕耘，

析营贸易已跻身天猫百货行业类目 Top5，与
多家实力雄厚企业和经销商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未来，析营贸易将以“成为居家

百货中国一流的电商品牌”为目标，不断自我

驱动，携手合作伙伴，共赢美好未来。

浙江惠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惠洁物业是一家集物业管理、绿化养护、

河道保洁、公路养护、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清运

等多元化经营为一体的综合性物业服务企

业。业务涉及商业办公园区，钢构及幕墙园林

化厂区、高端写字楼、商业综合体等物业管理

项目，起点高、涉足区域广、业务类型丰富多

样。在管理模式方面，惠洁物业制定了简洁灵

活的规范化流程，构建畅通高效的信息渠道。

公司坚持“用心做事，真诚服务”的服务理念，

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宁波源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源辉物业成立于 2017 年，公司以“质量

为先、信誉为重、管理为本、服务为诚”和“依

法管理、防治结合、关爱员工、持续改进”为质

量和职业健康安全方针，本着“专心专注，至

善至美”的企业精神，引进了先进的管理模

式。在多年的经营发展中，源辉物业始终秉承

“真诚服务、时时处处”的服务理念，以实现客

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推进智慧

城市建设，全力打造全生态化物业服务体系，

坚守卓越品质，树立行业标杆，同时以“共创、

共担、共享、共赢”的理念，同创亚新物业美好

未来。

杭竹君作文

“杭竹君作文”是杭州语商教育旗下品牌

之一，“杭竹君作文”品牌自注册之起就定下

了打造全国中小学生作文培训领军品牌的目

标。多年来，学校以专职专业专注为本，一步

步扎实前行，成为中小学生学作文和阅读的

最好帮手。随着品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下一

步，“杭竹君作文”品牌将面向全国，为全国 1
亿小学生服务！让更多中小学生享受到“杭竹

君作文”的优质教育资源。

杭州哈奇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哈奇乐教育是浙江点乔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旗下婴童教育品牌。2010 年由婴儿用品研

发生产转型投身婴幼儿教育产业，多年来始

终专注 0-3 岁婴幼儿教育领域的产品研发、

课程研发和品牌运营管理。哈奇乐教育首推

“2+N”日托+早教+家庭多元化“卫星”经营模

式，以儿童发展理论、RIE 育儿法、蒙特梭利

教育理念、台湾保姆系统以及融合国内外优

质早教理论，结合中国宝宝生长特点、文化背

景、全维度打造“医护、照料、教育、亲职”一站

式日托服务体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品质

托育品牌。

杭州新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新俊建筑劳务成立于 2008 年 3 月，公司

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主要承接建筑总承包和

专业承包企业分包的劳务作业。劳务分包一

级资质。公司与浙一水建、浙水建安、中铁三

局、浙江省交工集团、中铁大桥局、中铁二局

等一百余家建筑巨头达成战略合作，是杭州

实力最强的建筑劳务分包企业之一，连续多

年蝉联滨江区建筑劳务业务第一。2017 年 6
月，公司为拓展业务，成立了宁波分公司。

杭州润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润知教育是一家专业的专升本辅导机

构。始终坚持“心在高处”，坚守“教育就是责

任”的理念，摒弃过度商业化模式，以最好的

性价比服务同学。始终坚持“眼在远处”，在保

障教学质量与升学率的同时，还帮助同学们

养成良好的生活与学习习惯，指导同学们建

立个人战略规划，以更清晰的认识“自己的

路”。始终坚持“脚踏实地”，以教学、教务、生

活各方面给予同学们关怀，以全力以赴的态

度解决同学们的问题，深受同学们的喜爱与

信赖，创造了数年来“零吐槽”、“零投诉”的行

业奇迹。

杭州开源丝绸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公司主要发展丝绸艺术衍生品和文化礼

品定制，曾为中国文化消费节、中国《一带一路

汉字力量》艺术展、“金童星”全国少儿美术大

展、艺术西湖·国际水墨博览展等专门定制艺

术衍生品，并成功入围 2022年第 19界亚运会

棋类项目场馆文化用品特许供应商。2018年开

源丝绸董事长吕健元抱着“溯源文化，传述立

新”的理想创立“源述”品牌，致力于开发优秀

的本土文创产品，将文化艺术以贴近当代人们

生活方式的形式重新表达出来。

玉环管家婆保洁有限公司

管家婆保洁从事家庭定期保洁、开荒保

洁、工程保洁清洗等服务，有长期从事后勤服

务和保洁服务的经验，现有玉环、楚门、温岭

三家分店。公司服务的 60 多家企业、写字楼、

事业单位等，收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公司具

备强大的专业技术团队，所有工作人员都经

过专业的技术培训经培训，并且具有多年的

物业保洁管理经验。公司自成立以来，秉持专

业、标准、周到、细致的服务宗旨，致力于让每

一位客户都能够获得优质的保洁服务。

杭州午戌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午戌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自正式挂牌以来，企业始终奉行“努

力超越、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靠着多年摸

索形成的慎“引”、优“培”、尚“争”、活“用”、厚

“待”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造就了一支结构

合理、业务精通、技术精湛、勇于开拓创新且

忠诚度高的人才队伍，也使公司成长为行业

的一个实力派“小巨人”。杭州午戌不断创新，

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优异成绩，

荣获多项荣誉称号，企业综合素质不断提升。

余姚市丹苑保洁有限公司

丹苑保洁专业从事道路保洁、河道保洁、

绿化养护和垃圾清运等服务。丹苑保洁依托

高科技手段和环保技术，以全新的理念从事

物业管理服务，并结合本地的现实情况，形成

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物业管理服务体系。丹苑

保洁拥有一支庞大的高素质的保洁队伍及丰

富管理经验的企业管理人员，所有上岗人员

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核。公司坚持“以人为

本”的建司之道，以忠诚服务业主为事业，以

真情关爱员工为根本，以科技创新为成长之

路，努力为业主提供更优质的物业服务。

杭州大境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境界是一家专注于为成长型企业提供

股权激励整体解决方案培训及落地咨询服务

的专业咨询机构。公司秉承“帮助中国企业做

强做大，引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舞台”的宗旨

和“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家学习平台”的愿

景，专业为成长型企业提供绩效管控、公司治

理、股权激励、股权融资、资本运作、企业上市

等全方位的整体解决方案。公司成立 4 年时

间，从 3 个人的创业团队发展至超过 200 人

的精英团队，从 1 家公司发展至全国拥有 10
家分子公司，成为教育咨询行业一匹黑马。

杭州怡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怡明物业是一家集物业管理、保洁服务、

企业管理、餐饮管理、酒店管理、园林绿化养

护、家政服务等多元化经营为一体的综合性

物业服务企业。业务涉及企事业单位、写字

楼、商业综合体、工厂园区等物业管理项目，

起点高、涉足区域广、业务类型丰富多样。在

管理模式方面，怡明物业制定了简洁高效的

办事流程，构建起了畅通的信息渠道，有利于

高效快捷的解决项目中存在的问题，为客户

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湖州维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维诚物业一家专业性强、人力资源充足、

清洁设备齐全、管理经验丰富的专业企业。维

诚物业将以高效、优质、便捷、经济的专业秩

序维护防范服务，使物业管理发挥最大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维诚物业以“诚实经营，

优质服务”为宗旨，以诚信、公平、互惠互利、

尽善尽美为原则，依托丰富的人才优势，专业

的技术支持，本着“用心做事、诚实做人”的理

念，为每一个客户营造安全、清洁、优美的环

境。

杭州德高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德高保洁是一家是专业的服务型企业，

主营物业日常保洁和开荒保洁。公司成立以

来，竭诚为杭州的大型工厂、宾馆、商场、写字

楼等提供高标准保洁服务。在管理上，本公司

注重人才素质培养，员工统一着装，举止得

体，工作一丝不苟、尽职尽责，受到广大客户

的一致好评。目前，公司已参与万科集采战

略，与新城控股集团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

金地、旭辉、金辉、景瑞和昌府等地产项目也

有相关合作。

杭州文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文雅物业是一家具有三级管理资质的物

业公司，主营物业管理、秩序维护、绿化养护、

石材养护、室内外保洁、家政服务、物业顾问

咨询等业务。专业丰富的物业管理经验，高起

点地介入物业管理行业，逐步走向良性发展

的轨道。公司坚持“全心全意为您服务”的宗

旨，奉行“服务至诚、精益求精、管理规范、进

取创新”的质量方针，“以人为本，业主至上，

服务为先”的服务理念，为业主提供人性化的

服务, 优质服务赢得业主满意及社会各界的

认可！

浙江峰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峰硕物业公司实施“立足杭州、面向浙

江、走向全国”的发展战略，坚持“物业无小

事、只怕有心人”的服务宗旨，通过科学的管

理、优质的服务、亲和力的创建，为广大业主

提供了长期的专业化物业服务。优秀的管理

与服务水平，多次获得省级、市级各类荣誉与

行业好评。目前，公司正在全面发展，在各个

领域开展业务，并不断创新、不断学习，为行

业培育一批优秀的管理入才，解决更多的人

员就业，为新形式下的中国梦贡献企业的力

量。

浙江斌锐保洁有限公司

斌锐保洁是集保洁服务、外墙清洗、外墙

防水工程、水电维修、物业管理等于一体的保

洁公司。以规范的管理，专业的技术，优质、完

善、及时的服务，赢得服务对象的认可，在行

业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与声誉。公司员工均

经过专业培训的员工，不仅具有优异的作业

技能，还具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力争在行业

中处于领先位置。斌锐保洁的原则就是用高

质量的服务为您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

贝尔科教集团

贝尔科教集团成立于 2011 年，企业使命

培养人工智能时代的原住民，企业愿景将成

为全球顶级创意科教公司，核心价值观为科

技改变教育，培养人工智能时代的原住民。经

营业务围绕 AIQ 核心理念，自主研发课程内

容体系、开发智能硬件产品及游戏化学习系

统，并通过线上线下教育平台体系，打造矩阵

式、全产业链发展的科教平台。贝尔科教集团

现有机器人编程中心 1000+，核心课程

2000+，丰富师资力量 6000+，覆盖城市 200+，
累计参训儿童 80 万+，主营产品系列 6+，产
品套装 50+，专利 100+，生态链产业 12 家，产

品进入国家 33 个。

杭州莲初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莲初保洁是一家专业承接物业环境保洁

服务的企业，为各大商务写字楼、娱乐场所、

大型工厂企业、综合商厦等单位提供各种日

常环境工程服务，还提供外墙、室内玻璃清

洗；大理石、花岗岩地面翻新以及室内空气污

染治理等服务。我们一如既往的遵循“诚信为

本、优质取胜”的经营理念，以专业的眼光和

市场洞察力收集市场信息，认真倾客户意见

和建议，以感恩的心回报社会。

浙江省诚信经营示范单位 专栏主持人院魏东 电话 13858158920

姻 张朝元

最近，纽约电视台记者凯特申请到了

一个采访亚马逊公司 CEO 杰夫·贝索斯的

机会。那天，在按原计划采访结束后，凯特

向贝索斯提出了一个私人问题：“亚马逊

公司是如何获得巨大成功的？”

贝索斯笑而不答，而是打开电脑让凯

特看一个一些人在捣毁商品的视频。看完

视频，凯特更加不解的问贝索斯：“他们为

什么要捣毁这些商品啊？”

“我们公司有一个制度，凡是客户退

回来的商品，不管有没有质量问题，我们

绝不再二次销售，哪怕这是一个全新的，

价值并不低廉的商品，我们都会销毁！你

刚才看到的视频，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在

捣毁客户退回来的商品。”

贝索斯这么一说，凯特的脑袋还是没

有转过弯来，他想：这不是浪费吗！一些全

新的产品被捣毁，那不是给公司带来不小

的损失吗？

当凯特再次说出自己的疑惑时，贝索

斯微笑着解释说：“虽然销毁一些崭新的

商品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损失，但这些损

失相比顾客对我们的信任而言，简直就不

值一提，要知道，我们公司永远把对顾客

的信任放在第一位！也只有充分取得顾客

的信任，我们的公司才会走向良好的发

展！”

杰夫·贝索斯的一番话，深深地震撼

了凯特的心，他总算明白了贝索斯为什么

能成为全球亿万富翁的真正原因了———

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企业都要将顾

客的信任放在首要位置！亚马逊这种绝不

二次销售客户退回商品的做法看似很傻，

但它折射出的却是一种大智若愚的经营

智慧！

盛田昭夫创建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

初期，首批收音机投放市场后反应良好，订

货商也纷至沓来。一个客户要订购一大批收

音机，谈判时，客户让盛田昭夫分别报出

5000、1 万、3 万、5 万和 10 万台收音机的单

价。

盛田昭夫从容不迫地报了价，分别是：订

购 5000 台按常规价计算，订购 1 万台可以适

当打折，订购 3 万台价格则开始上升，订购 5
万台价格全部高于常规价，订购 10 万，则是

常规价格的一倍。

这让客户迷惑不解，盛田昭夫解释道：“我

这样报价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与您签订了 10
万台的产销合同，按照我们现有的条件，生产

能力暂时还达不到，这样就不但需要建设新工

厂，还要增添设备和招聘新工人。”

“但如果在第二年因市场变化或其他因素

续签不下产销合同，公司就一定会陷人困境，

这样一来，新招员工就面临被裁减的危险。换

句话说，公司不能按订货的上升数量和下降数

量而招聘和解雇员工，这是对员工人格的不尊

重，这样不负责任的事情我们坚决不干！”盛田

昭夫的解释，让客户心服口服。

看似违反常规的报价，却蕴含了盛田昭

夫对员工的一片爱心，用他的话说：我们给

员工什么态度，员工便会回报我们什么态

度。只有把每个员工当成真正放心的优秀同

事，才能让员工时时刻刻感受到幸福和快

乐。而我们也会每天处在一个明媚和温馨的

团队里，人人齐心协力，事业还会不成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