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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原因及过程的人，在市场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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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丽兹啤酒：“纯”的非凡意义

（长篇连载之二百零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未来十年玉

柴要在国际内燃机行业争成领军，要实现这一

战略目标当然必先拥有相适应的战略装备，必

先拥有一批门类齐全、效能适应、威力足够的

“利器”。动力大厦当属“利器”———外有风帆之

隐喻和楞角之刚毅；内有高速、通畅、智能化的

数字信息系统，是有助于经营决策和系统管理

上水平的效率工具。重机加工和二铸当然也是

“利器”，两个项目集中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的工艺技术和制造技术，它们的竣工投产宣

告了玉柴的主体装备已经开始了旨在全面领

先国际的连续换装。依照玉柴到 2014 年的十

年发展规划，本项战略换装的主体工程将在

2012 年前完成。

今天竣工的玉柴新世纪首批技改工程凝

聚了企业内外和国内外一大批从事产品研究

与开发、工程设计与施工、装备设计与制造、设

备安装与调试的机构和人员出类拔萃的创造

性劳动，在此我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

挚的谢意！

跨入新世纪以来玉柴的所有成就和建树

无一例外地得到了首含一切用户、一切潜在用

户、一切合作者在内的社会公众的扶持和帮

助，无一例外地得到了首含国家股股东在内的

诸多股东的支持和肯定，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

衷心地感谢！

英雄的玉柴建设者深深懂得只有最大限

度地发挥已有，只有特别超常地发挥现在才能

使得已有和现在希望不断、生机常在。我深信

光荣的玉柴铁军对今天竣工的三项工程一定

能够一如既往地尽功能发挥，一定能够创造前

所未有的辉煌成效！

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谢谢！

在玉柴工程机械基地建成投产
庆典会上的讲话
———2004年6月 8日于玉柴陆川工程

机械基地

尊敬的各位领导尧各位嘉宾

玉柴工程机械公司全体员工同志们院
玉柴工程机械基地于今天正式竣工并举

行投产庆典。值此喜庆之际请允许我代表玉柴

企业集团对玉柴工程机械公司的管理团队和

员工表示热烈地祝贺！对出席今天庆典活动的

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由衷地欢迎和衷心地感

谢！

跨入新世纪以来玉柴企业集团在产品品

种、营销规模、市场建设和资产质量方面均有

新的迅猛发展：

在主导产品方面增加了两个系列四百多

个变形品种的柴油机；增加了六个系列二十多

个变形品种的挖掘机；

在营销数量方面玉柴重、中型柴油机的年

产销量已自 2000 年的五万八千台扩大到

2003 年的十七万五千台；今年 1 至 5 月又累

计产销重、中型柴油机九万七千台同比增长

17%；玉柴工程机械的年产销量则自 2000 年

的二百余台增至 2003 年的一千一百台；今年

1 至 5 月又累计产销各型挖掘机 646 台，同比

增长 24%
在市场建设方面玉柴的营销物流计划已

经全面启动，本项计划的实施将为玉柴集团构

筑成功坚实的生存基础和极富特色的发展空

间；

在资产质量方面玉柴集团正在以已经竣

工的工程机械制造基地、动力大厦、重机加

工和二铸等四个项目和将在今秋竣工的营销

物流大厦项目为开端加速改善、迅速提高。

玉柴企业集团的营销收入则已从 2000 年的

16 亿元增至 2003 年的 73 亿元，今年 1 至 5
月又共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40.4 亿元，同比增

长 29%。

在玉柴建设者大军中，玉柴工程机械公司

的管理团队和员工是一支勇于攀登拓荒、善于

战胜逆境、懂得创造条件、能够快速发展的英

雄队伍。自 1990 年以来他们敢于叫板日本同

行，敢于挑战美国名家，累计向德国、英国、荷

兰、比利时、意大利、法国、芬兰、智利、澳大利

亚等国出口玉柴牌多功能、全液压小型挖掘机

数千台，这是中国制造业把技术密集型产品出

口到发达国家的成功，这是玉柴的光荣和骄

傲，更是中国制造业的光荣和骄傲！

在世界经济中国中心格局确定之机，在全

球制造中国中心气候成就之时玉柴工程机械

基地竣工投产意味着玉柴在商机碰撞和阵地

构筑两个方面已经俱占优势，怎么办？有商机

就要牢牢把握、就要无限拓展；对阵地则要及

时巩固、更要不断扩大。为了报答首含一切用

户、一切潜在用户、一切合作者在内的社会公

众的扶持和帮助，为了报答地方政府和人民对

玉柴事业的鼎力支持，为了企业集团的长治久

安和可持续发展玉柴工程机械建设者必须连

续创造更卓越、更辉煌的成效！必须争当玉柴

的头牌铁军！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谢谢！

在玉柴营销大楼落成庆典大会上
的讲话
———2004年10月16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尧各位嘉宾女士们尧先生们院
今天是玉柴营销大楼落成的喜庆之日，请

允许我代表全体玉柴建设者对大家的应邀到

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现在，玉柴营销大楼已经把自己沉稳、壮

观、尊贵、典雅的形象展现于世。

它是郑重的宣言。宣告了玉柴营销公司非

同寻常的成立宗旨和经营理念；宣告了玉柴把

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举发展的正式启动；宣告了

玉柴在二十一世纪跨越式大发展的正式奠基。

它是激情的诗篇。记载了当代玉柴建设者

为玉柴事业的能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所从事

的耕耘和探索；讴歌了广西玉林的一家普通企

业为中国制造业创新模式、拓新发展而付出的

卓绝和艰辛。

它是凝固的音乐。谱写了在改革开放的大

潮中崛起的玉柴人矢志不渝跻身国际内燃机

强手之林宏伟理想与抱负，也必然能够持续谱

写成功中国商用汽车强势发展的全新乐章。

它还是绚丽的景观。在桂林两江四湖的汇

合点上组合展现了中国最古老、最优美的山水

之景和既现代、又活跃的经济亮点。

玉柴营销大楼的竣工落成自始至终得到

了桂林、玉林两地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自

始至终得到了桂林市各有关部门的鼎力支持

和热情相助，还得到了首含玉柴上、下游合作

者在内的社会公众的关怀与支持，玉柴营销大

楼的设计施工者为今天的竣工落成付出了成

效显著的创造性劳动。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

意！一句老话，玉柴将以自身营销宗旨和理念

的完整实现报答诸位！

再次感谢各位前来参贺，谢谢大家！

玉柴新世纪的畅想与责任
———为玉柴网站作序

（2003年4月1日)

世纪是什么？是不可思议的梦幻向现实的

转变，是人类文明从已有向无法预测的发达的

大跨度飞跃。

新世纪动力制造业的责任是在为人类巧

借或制造足够用途、足够舒适、足够可靠、足够

强劲的动力源的同时，还要把排放对空气的污

染降低趋零。

巧借是指对各类自然能成熟、大量地利

用。

足够用途———大至能够趋动人造岛屿，能

使人类移民太空；小至能够驱动个人空间移

位。

足够舒适———先使噪声排放趋零，再依生

理需求设定；还要实现操纵的智能化。

足够可靠———只有时限，没有维修，没有

配件。

足够强劲———动力性足够，持续力足够。

总之，新世纪动力制造业是想像力、创造

力和几乎所有领域、所有门类高新技术的集

合。玉柴新世纪之责是物化上述畅想，持续增

长地满足公众对动力产品领先一步适用性的

需要。

玉柴集团的核心企业玉柴机器股份有限

公司是国际化的公众公司。颁布上述畅想和责

任是为造就既有支持、更有监督的企业自律。

自律什么？一是坚持发展，二是必须规范。依据

原有的自律，玉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成型

了自己“人为本、争第一、零起点”的文化；成型

了自己“借贷与还债、投资与回报、真实与对

接、承诺与践诺”的诚信；造就了自 1984 年至

2004 年销售额从一千万增至一百零七亿、发

动机产销量从一千台增至二十一万台的巨大

增长。

“安然事件”之后在全球范围加速了旨在

保护所有投资者权益的公司透明行事和民主

治理的进程。玉柴此时通过网站向公众寻求更

多地了解、监督和支持是为了使得原有的自律

更自觉、更成熟、更富有人本文化和基础管理

的底蕴；以使玉柴能够在新世纪物化畅想、恪

守责任。

渊此文系本报整理袁待续冤

王建明：动力大王的传奇故事

■ 佚名

20 世纪 20 年代，在美国有 10 家大的啤

酒商在竞争。当时施丽兹啤酒的业绩并不

佳，在市场竞争中排名第八。

当时，大部分的啤酒商都向顾客传达同

样的信息：“我们的啤酒最纯。”但他们并没

有解释“纯”是什么意思。

于是，施丽兹啤酒专门邀请了一位市场

营销专家做顾问，希望通过他能改变销售状

况。

这名顾问亲自到啤酒厂跑了一趟，清楚

地知道了施丽兹是如何制造啤酒的。施丽兹

啤酒制造厂设在密西根湖畔，湖水很清澈，但

即使有清澈干净的湖水，他们还是打了两个

200米深的水井。原来，他们要钻到足够深，才

能找到最好的水质，并将其中的矿物质调到

最完美的地步，以酿造出最好的啤酒。

他们在 5 年之内进行了 1623 次实验，

以开发出最好的酵母，酿造最丰富的酒感及

香味。他们的酿制程序也相当讲究，水被加

热到 100 摄氏度后进行冷却凝结，然后再加

热到 100 摄氏度，再冷却，这样的做法要重

复三次。

他们的装瓶程序也有严格的标准，每一

个瓶子都用 600 摄氏度的蒸汽杀死微生物

及所有细菌，以免它们污染啤酒的风味。每

一批啤酒在出厂前都经过严格的测试，以确

定啤酒既纯又醇，然后才装瓶送出。

这位顾问对啤酒的酿制过程深为叹服，

他告诉施丽兹的管理阶层，应该将这些不同

寻常的酿制啤酒方法告诉顾客。而施丽兹的

管理阶层的反应则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么

做？所有的啤酒商都是做一样的事啊！”

但这位顾问了解先发制人的市场营销

概念，他说：“这个行业还没有人这样提出

过。第一个说出故事，并且解释原因及过程

的人，在市场上将会得到明显的领先地位。

这就是营销学所谓的领先法则。”

于是，管理层采纳了他的意见，在广告

宣传中，他们突出强调了啤酒的酿造过程。

顾客在看到有关施丽兹啤酒酿造及装瓶的

过程后，认识到“纯”这个字对于啤酒的非凡

意义，从而对施丽兹啤酒产生了信赖的感

觉。

由于丽兹啤酒使用了这种先发制人的

营销策略，在短短的 6 个月内，从啤酒市场

的第 8名跃升为第 1 名。

人们的头脑中总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

念。施丽兹是第一，也是惟一强调自己的啤

酒是如何酿造的啤酒商，结果这就变成了他

们的独特卖点，在短期内顺利扩大了市场占

有率，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 曹庆荣

每个人都是“人生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

长，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公司，如何经营你的

“人生公司”？

关于理想

把自己当做公司经营。想像力比知识更

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是无限的。成

功的人生和失败的人生之间只是“一念之

差”，这“一念之差”实际上是想像力的差异。

我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我是在为自

己的想像力打工，为自己的梦想和未来打工。

我要用业绩证明自己，用业绩创造机遇，

为公司就是为了自己。

没有不完美的工作，只有糟糕的自己，既

然选择了工作，就要坚持到底。

把每天当成世界末日来执行，把每次机

会当成最后一次机会来把握。

视工作为一种乐趣，人生就是天堂，视工

作为一种义务，人生就是地狱。

关于薪水

不让薪水束缚自己，一等员工看机会，二

等员工求工作，三等员工为薪水。

如果我们只是为薪水而工作，我们只能

领取微薄的薪水，如果我们为自己而工作，我

们将拥有未来。

总在计较薪水的人，一生只能在平庸中

度过，总想着通过自己的工作为公司创造价

值的人，才会创造奇迹。

公司是员工成长和发展的平台，优秀员

工从来不将薪水视为唯一的标准。

关于执行

假如某件事情做错了，那是我做的，某件

事情做得一半好，那是我们做的，某件事情做

得非常好，那是你们做的。

谁也不比谁傻，优秀的员工一定会高调

做事，低调做人。

老板的一句话顶不了一万句，但一句是一

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就在执行中理解。

我们之所以做得更好，不是因为比别人

聪明，而是因为比别人更会执行。

员工要练就执行力，只要记住两点，第

一，闭嘴；第二，干活。

不该问的别问，不该说的别说，主动比被

动好，沟通比沉默好，多提建议，少说问题。

关于沟通

和老板交流的黄金法则：A、要学会在适

当的时机，说合理的话，做合理的事；B、永远

站在老板一边。

依靠自己的力量，大多数目标都不可能

实现，团结合作，我们就可以创造奇迹。

能力固然重要，但人品更为重要，证明人

品的最好尺度是忠诚。

沟通要记住三句话：敢于沟通，勤于沟

通，善于沟通。沟通要记住 16 个字：欣赏、尊

重、宽容、平等、信任、负责、诚信、热心。

关于员工

带着一双感恩的眼睛，老板会变得慈善，

同事会变得友善，客户会变得默契，成功会变

得容易。感恩是人生的大智慧。

企业都在实施导向式的管理，只有努力工

作已经远远不够了，员工必须进入聪明而又快

乐的工作状态，因此，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

既然是打工，就别想当“皇帝”，职业经理

人即使年薪上千万也还是普通的一名员工。

在企业中，员工分为五种：人财，人才，人

材，人在，人灾。“人财”是为公司创造财富的

人，“人才”是有特殊才能的人，“人材”是有发

展潜力的人，“人在”是人在心不在，对公司来

说可有可无的人，“人灾”是给公司带来麻烦

和灾难的人。你是属于哪一种人？

一位出差的公司职员搭乘了

一辆出租车前去联系一项业务，

上了车，他发现这辆车外观光鲜

清洁，司机服装整洁，车内的布置

亦十分典雅。

车子一发动，司机很热心地

问车内的温度是否适合，又问他

要不要听音乐或是收音机。车上

还有早报及最新一期杂志，前面

是一个小冰箱，如果需要，冰箱中

的果汁及可乐可以自行取用，如

果想喝热饮，保温瓶内有热咖啡。

这些特殊的服务让这位上班族很

意外，他不禁望了一下这位司机，

司机愉悦的表情就像车窗外和煦

的阳光。

不一会儿，司机对乘客说：

“前面的路段可能会塞车，这个时

候高速公路反而不会塞车，我们

走高速公路好吗?”
在乘客同意后，这位司机又

体贴地说：“我是一个无所不聊的

人，如果您想聊天，除了政治及宗

教外，我什么都可以聊。如果您想

休息或看风景，那我就会静静地

开车，不打扰您了。”

从一上车起，这位常搭乘出

租车的职员就充满了好奇，他不

禁问这位司机：“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这种服务方式的?”
这位专业的司机说：“从我觉

醒的那一刻开始。”

司机接着讲了他那段觉醒的

过程：他以前也经常抱怨工作辛

苦、人生没有意义。但在不经意

间，他听到广播节目里正在谈一

些人生的态度，大意是你相信什

么，就会得到什么。如果你觉得日

子不顺心，那么所有发生的事都

会让你觉得倒霉；相反，如果你觉

得今天是幸运的一天，那么你所

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你的贵

人。就从那一刻起，他开始了一种

全新的生活方式。

目的地到了，司机下了车，绕

到后面帮乘客开车门，并递上名

片，说：“希望下次有机会再为您

服务。”

从此以后，这位出租车司机

的生意再没有受到经济不景气的

影响，他很少会空车在这座城市

里兜转，他的客人总是会事先预

定好他的车。他的改变，不仅创

造了更好的收入，而且更从工作

中得到了自尊。正是他这种积极

的工作态度创造了最大的价值。

不要让消极的思想来统治自

己，不要总是看到消极的一面，消

极的心态会在愚昧无知的基础上

不断地生长，直到侵占你的思想，

腐蚀你的灵魂。要想有所成就，有

所收获，首先就得对消极的思想

说“不”。

更聪明的回馈

■ 辛唐米娜

某服装店送了我一张 1000 元的抵用券，

售货小姐很开心地告诉我：“可以任意挑选店

里衣物。”真是大方的回馈！但是，使用抵用券

就不可以使用 VIP 折扣，于是，一件衣服 700
来元，余下 200 来元不管买什么，都需要再添

些钱。再挑第二件的过程成了考验算术水平

的过程，购物的愉悦丧失一半，收到礼物的小

快乐也丧失一半。

另一家商店也在做回馈。他们的回馈比

较简单，没有什么券没有什么条款，只是售货

小姐笑眯眯地说：“米娜姐，我们主管说，您可

以随便挑一件喜欢的衣服。”收礼物的感觉

太美妙，于是，忍不住在店里多转转，又挑了

数件衣服，心里还自我安慰：“反正最贵的那

件商家可以送，其余的再使用 VIP 折扣，真

是完美的购物。”

看上去，仿佛第一个商家的回馈手段比

较聪明———看似白送了一件商品，但是却在

另一件商品上赚回了本钱。但是事实上，第

二个商家才是真聪明———省了印刷抵用券的

钱，省了向客户和员工解释抵用券使用法则

的时间，让客户有“白捡”的错觉，利用人收到

礼物时的良心负担使客户多逗留在店中，以

多购买来感谢商家的馈赠……

如何经营你的“人生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