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 ○ 五 年 第 二 、 三 期
专题二

搬家的故事
Text 熊少辉

家具

心思缜密，巧用“外脑”解困惑

文剑波，市场管理部部长，一个精神

帅气的小伙子。小文走路的速率很快，做

事风风火火。在搬家的一次筹备会议上，

当领导临时把家具采购的任务交付他时，

小文吃惊不小。“想必是公司领导看中了我

的另一面，作为男人少有的细腻吧？”小

文笑着说。

小文猜对了一半。领导把家具采购的

任务交付于他，除了考虑他的细腻，更多

的是考虑他勤于思考，遇事善于寻找解决

问题的最佳途径。家具采购，不同于其它

物品的采购，公司员工对这一领域熟悉的

人不多，而商家容易做“猫腻”的地方又

[编者按]  九月上中旬，公司新厂区的装修如火如荼地进行，二号厂房已经基本完工，“搬家”——正式开始！

搬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家”里大小物件要一样不落、一件不损地搬到新厂区，尤其是重型设备的整体

迁移难度很大；旧家具要盘点、新家具要采购；新、旧厂区的电话、网络需要拆迁、安装，等等。里面涉及的

“细小”事情很多，若处理不好，不仅影响整个搬家的进程，而且可能会对今后的生产、办公造成影响。

这些工作，公司分别指派专人专项负责，如文剑波负责家具，黄勤负责网络，雷铭善负责电话，曹建民负责设

备等，他们带领各自的团队，积极开动脑筋，冷静处理事情，出色地完成了承担的任务。

随着采访的深入，一些除了汗水之外的鲜为人知的故事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很多，比如漫天要价，偷工减料、以次充

好，稍不留神，就容易跌入价格或质量欺

诈的陷阱。

如何防止商家漫天要价？小文自己是

做市场的，他清楚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

——除了多方比价，还得二次报价。小文

笑称，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门道，也有合

理的利润空间，由于我们对家具行业不太

了解，只能采取二次报价的方式，来试探

出家具行业价格的“深浅”。

在家具购买时，小文货比三家，同时

选择了六七家家具公司进行报价。如第一

次报价时，同一种家具八家厂商中有七家

报价十万元，而有一家报价八万元，他就

会考虑真实的价格是否就是八万元？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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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商家进行第二次报价，商家在第二次

报价时，往往会比第一次报价降低约

15%-20%。在采购时，他又继续与商家谈

判，争取再打个折扣，这样基本上就能以

较低的价格采购到等质的家具。

采用二次报价的方式，大约为公司节省

了十万元左右，小文粗略地做了一下估算。

如果说价格方面的问题，小文还能利

用自己市场方面的经验啃一下老本的话，

那么，家具的质量问题怎么解决？家具行

业不同于印刷、文化行业，隔行如隔山，如

何甄别家具的质量优劣？如何防止商家以

次充好，或偷工减料？小文开始了冷静的

思考。这时，一位热心的大姐进入了他的

视线。

这是一家钢制家具公司的业务员，她

有十多年家具行业的从业经验，对各种家

具厂家的优势、规模，家具的种类、原产

地、质地、颜色、价位等如数家珍；而且

这位大姐非常热心，有较为广阔的人脉资

源。在采购家具时，小文就有意识地多请

教这位大姐，有不懂的问题就去问她。这

位大姐也会热心地向他推荐质量稳定、价

格合适的家具，并且会给他讲出市场上该

类产品的底价，由公司自己去定夺。在她

的“顾问”下，公司在购买家具中少走了

不少弯路。

在有空闲的时候，这位大姐还会引导

小文直接去厂家拿货，既能降低成本，又

能在质量上得到保证。如公司需要购买

120多把办公椅，看中了中山一个厂家的产

品，对方的报价是260元，通过两三次的谈

判，对方同意把价格降低到225元，就说这

是底价，再也不肯继续往下降了，而公司可

以承受的心理价位最高是160 元。当时小

文给厂家讲，如果答应160元的价格，可以

马上签订合同。但是厂家始终不肯再降，

维持225的价格。于是，小文就去请这位

大姐协调，大姐直接去找该厂的领导，最

终厂家同意以每把120元的价格出售。

仅这一项，就为公司节省了大约一万

元。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

家具采购，不仅体现了小文作为市场

从业人员的灵活的一面，而他的细腻的性

格，也在这次搬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

挥。如在新旧家具搭配的使用上，小文组

织员工对上步、南油区域的旧家具做了全

面统计，统计出了能够继续使用和需要报

废的家具，并逐一进行编号。在新厂区，也

对各家具的摆放位置做了相应标识，对号

入座，忙而不乱。

就这样，家具采购这道难题，在善于

开动脑筋的文剑波部长面前，变得迎韧

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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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络

沉着冷静，平稳过渡促升级

“公司网络、电话加起来有近1000个

落点位，其中网络有200个千兆点位，360

个百兆点位，电话点位有360多个，从目前

的运作来看，没有使用中的不良反映和抱

怨。”看到公司迁址后网络、电话第一时间

正常运作，电脑部部长黄勤充满了欣慰。

熟悉黄勤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做事

细致的人，早在六月份，黄勤就带领电脑

部的李兴权、张万春等人来到新厂区现场

查看，确定需要安装网络、电话的点位，随

后又多次实地勘察，对新厂区的网络点位

分布了然于胸。

“如果按照普通做法，完成这样的工

程至少需要增加十台以上的交换机，我们

只添置了三台。仅这一项目工程，我们就

为公司节省成本约五六万元。”黄勤解释

说，公司新厂区的网络点位有700多个，一

台交换机控制24个点位，如果按照这样的

比例，至少需要25-30台交换机，但实际

没有配置这么多，因为在实地勘察中，他

发现有些点位现在是不需要的，这样就节

省了不少成本。

在电脑部的努力下，现在公司使用的

网络已经有了很大的升级：一号厂房、二

号厂房、宿舍楼之间全部采用光纤连接；

即使是楼上、楼下垂直连接也是采用光纤，

两个机房的连接也是光纤。采用光纤连接，

既保证了网络速度，又避免了信号衰减，

在成本上也没有大的增加。

电脑设备的搬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搬迁时，电脑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他们把所有的显示器都用塑料布包裹起来，

对显示器、主机统一编号，对号落位。10

月1日凌晨三点，在对服务器进行调试时，

发现主机不能启动！这下子，大家的心弦

立刻紧崩起来：若是硬盘坏了，后果可是

不堪设想，不仅投资50多万的硬盘可能损

坏，更重要的是，公司十多年来保存的宝

贵资料可能会丢失；即使能够恢复，那也

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工作——服务器硬

盘 里 的 文 件 资 料 太 多 了 ， 有 2 T

（1T=1024G）！而且在当时，制版部的工

作等着要做。

深圳公司王岩总经理得知情况后，第

一时间从家里赶来查看情况。幸运的是，

在仔细检查过后，发现服务器只是主机里

的一根内存条出现了松动，大家虚惊一场。

一直忙到早上五点多钟，问题才得到圆满

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负责施工的网络公司

非常配合公司的搬家工作。“网络公司是8

月份进入新厂区的，应该是进厂的施工队

中较晚的一家，当时我们都非常紧张，担

心无法按时完工而影响到营业、生产和办

公。”黄勤说，“好在施工方的员工非常敬

①

① 雅昌艺术网员工普遍感觉网速比以前快多了

② 网络升级使制版部的数据传输速度提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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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搬家期间，他们的领导和工人节假

日都没有休息，其中一个项目经理连续奋

战达到两周，每天晚上睡觉都不超过四个

小时，真的是非常辛苦。”

通过与施工方的共同努力，公司的网

络实现了平稳过渡和升级。

电话

服务至上，贴近需求人性化

和网络施工同步进行的，是电话施工，

负责电话搬迁工作的是行政部的雷铭善。

长期和移动、电信部门的人员打交道，小

雷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不少的熏陶。这不，

在电话搬迁中，他也把提高服务质量摆在

压倒一切的位置，竭尽所能地提供周到的

服务。

大家都还记得，搬家之前，如果用公

司的电话拨打自己的手机，显示的会是总

机的号码，到底是哪部分机打出的，就无

从知晓了。这种情况，给公司的营业、生

产造成了诸多不便：客户接到电话，如果

不能在第一时间接听，就无法进行回拨，

因为不知道是谁打来的。搬家后这种状况

必须要改变，小雷暗暗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通过与电信部门多次沟通，小雷对多

种方案进行了比较，最终“汇线通”成为

了他的首选。汇线通，每个分机实际就是

一条独立的直线，拨出后显示的是分机的

号码，外部可以直接拨打分机号码，内部

电话可以直接拨打后四位，而整个公司的

电话则构成了一个虚拟的群。使用汇线通，

不需要投资机房及相关设备、机线，也不

需要进行设备的升级和维护，而且解决了

中继线对同时通话电话数量的限制而造成

的小总机电话呼入、呼出打不通的问题，

全部电话可在同一时间通话。

不仅仅如此，汇线通在费用上也比较

实惠，使用汇线通打长途电话，即使不加

IP，计费也会自动以IP 电话计算，但要比

IP电话的通话质量好。此外，还有缩位拨

号、呼出限制、呼叫转移等特色服务，员

工普遍反映：使用新厂区的电话以来，感

觉比以前方便多了。

谈起未来的打算，小雷显然胸有成

竹。他说，他时刻关注着电信行业新的运

营模式和发展动向，力争第一时间把最大

的优惠和最方便的服务带给大家。最近，

中国电信开通了新业务，通过建造公司内

部的短信平台，可以向用户群发短信，每

分钟可发100多条，平时几天的工作量，现

在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完成。他说，他打

算向公司提出报告，申请参加该业务，他

还打算把公司的内部电话、手机、市话通

等进行“捆绑”，做成“内部集群网”，设

置短号直拨，以此提高工作效率，方便员

工的工作。

看得出，小雷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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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械

小心谨慎，安全防护闯难关

在公司的整体乔迁中，大型印刷设备

的搬迁是重头戏，也是难度最大的一环。怎

样把设备完好无损地搬迁到新厂区，如何

协调搬迁与生产同步进行，生产部的领导

展开了讨论。

进入九月，生产部进入了“一级战备”

状态：所有员工不再设有夜班，白天正常上

班，晚上随叫随到。他们把搬家的队伍分成

两组：一组由杨立望副总担任总指挥，带领

设备部曹建民部长，负责新厂区机械的安

装工作；另一组由王小斌总助担任指挥，带

领钟宗伟主管，负责旧厂区机械的拆卸工

作。9月13日，北京雅昌设备部王文杰部

长也赶到深圳支援设备搬迁。

大家都只有一个目标：既要尽可能快

地完成搬迁，又要按时完成生产！他们对

所有机械的搬迁做了统筹规划，安排得井

井有条。第一台印刷设备从拆卸到恢复生

产，只用了六天时间；第二台，只用了四

天时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森四色机的

搬迁，从拆机到恢复生产，只用了三天时

间！正常情况下，完成这些工作至少也需

要五天时间。在安装海德堡四色机的时候，

有着十多年操作经验的海德堡技术专家王

芳由衷地赞叹说：“我自参加海德堡装机十

多年来，从来没有这么快地搬迁过，也从

来没有感觉这么轻松过！”

是啊，这么快地完成设备的搬迁工

作，这可是与全体员工众志成城地奋战分

不开的。他们从天气预报上得知第二天有

台风。到了次日一早，发现天气时阴时晴，

为了赶进度，现场的总指挥杨立望副总、

王小斌总助还是一致决定：搬！但要做好

防护措施！为了防止电机、电柜被雨淋湿，

他们用多种保护膜把设备一层层包裹起

来；到新厂区时，又第一时间用叉车转移

到车间里。

设备的搬迁，不仅进程要快，而且安

全系数要高。有些设备是高精度的，比如

板房的CTP，是不能有任何碰撞的。搬迁

时，设备部就用碎布严严实实地包裹；装

上汽车后，又用碎布把设备与车厢的缝隙

填满。有些小件的设备容易丢失、脱落，设

备部就要求：所有螺丝能够装上机台的，

尽可能地固定在机台上。在运送的过程中，

每辆运送设备的卡车后面，都有领导的专

车押运。

曹建民部长介绍说，“设备能够按时

搬迁完成，还得感谢搬家公司。他们把三

批次搬完的计划调整为六次，一次只搬一

台设备，极大地配合了公司的生产进程，

尽管增加了他们的人力、物力成本，但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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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实行外包，在先后洽谈了十多家餐饮

公司并实地考察了四家后，才最终确定了

这家外包公司，此举使员工就餐的环境大

大改善。

今后，公司还将对环境进行局部的调

整和修补，并将增设有线电视、乒乓球、羽

毛球、阅览室等娱乐和服务设施，以改善

员工生活的环境。

公司处处为员工着想，力所能及地为

员工解决实际困难，员工也以自己的方式

表达着对公司的感激之情：搬家前，员工

一批批地过来新厂区参观，了解周边的住

宿、租房、交通等情况，以最短的时间做

好了在新厂区生产、生活的各项准备工作。

搬家时，他们主动放弃了国庆的休息时间，

充满激情地搬家。而在搬家后，更有一些

事情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由于公司战略性调整，雅昌、中轻的

们没有丝毫抱怨。”

曹部长说的很对，这次公司整体乔迁

之所以能够按期、高效地完成，不仅有雅

昌员工的功劳，也是与各支施工队、搬家

公司的努力分不开的。

后勤

保障有力，关怀备至显真情

公司迁入新址后，员工有一个适应的

过程。对此，公司领导多次表示，不能因

工作环境的改善而使员工的生活质量下降，

要尽量从公司层面解决员工的实际困难。

公司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切实

解决员工在新厂区遇到的实际问题。

交通方面，出行没有以前方便，公司

专门租了班车，每天上下班免费接送员工，

解决员工出行难的问题。

饮食方面，公司食堂改变了经营方

食堂将统一进行改制并实行外包，这样，

原食堂的几名员工将不得不离开公司。公

司搬家期间，中轻食堂的三名员工仍然任

劳任怨地工作，没有丝毫的不满，三人不

仅满足了印刷部400多名员工的就餐，而

且满足了方大城这边100多份客餐盒饭的

任务。新食堂于9月28日中午正式供餐，

他们一直把中轻食堂运营到27 号晚上12

点夜宵结束，站好了最后一班岗！9月28

日上午，他们担心新食堂忙不过来，又一

起赶到新食堂帮忙！在办理离职手续时，

他们积极配合，称充分理解公司的决策；

临行前，他们对公司表示，如果公司有需

要，他们随时可以回来。

语言是苍白的，而感动，却是永恒

的⋯⋯

④

⑤

① 杨立望副总亲自在现场指挥重型机械搬迁

② 王小斌总助负责机械的拆卸工作

③ 重型吊车在机械搬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④ 宽敞洁净的员工食堂

⑤ 接送员工的班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