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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亚东集团2016年度营销会议已顺利闭幕，会议开得较成功，对公司今后的发展意

义重大，希望大家认真学习会议内容，积极响应会议号召，传达好会议精神，努力落到实

处，携手一起实现亚东的转型目标。

亚东集团2016年度营销会议隆重召开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在这秋风送爽的日子里，亚东人从五湖四海汇聚在昆山锦溪，

迎来了集团2016年度营销会议，集团总部、子分公司、境外公司等逾130人参加，会议由亚

东集团副总经理王程主持。

会议伊始，劳总发

表了重要讲话。今天亚

东所有的营销精英和朗

升的同事们大家一起在

此探讨亚东未来的出路

、亚东的转型。

会议指导思想：亚

东已经有3-

4年没有召开营销会议，

营销会议到底怎么开？

原来一年一次营销会议

，一次工作年会，营销会议停了3-

4年，到底营销什么东西？传统的服务，单点单线的货代产品越来越不好销，越来越没有市

场，传统产品的结合度、含金量、技术含量越来越低，要发动整体推广推销货代、报关、

报检、订舱、航线，确实有很大的难度，所以停了一段时间，但一直在思考亚东的转型，

转型吆喝了好几年，打破传统货代界限、打破物流界限、打破行业跨界，提出将货代串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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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把物流串起来，做全程国际物流，要跨界与行业结合在一起，做行业的专业物流，提

出做综合口岸物流，打通货代，做“四国演义”，国际全程物流、国际工程物流、国际行

业物流、国际商贸物流，通过这些使产品有特色有特点，提倡“一村一品”，一家子分公

司有一个特色的、抢眼的、有一定市场占有率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吆喝了三四年，到底

做了怎样？经常让市场运营部根据分类统计产品打造情况，产品营业额，产品梳理情况，

产品化包括流程、质量、标准、价格、成本、细分市场、目标客户等一系列作为产品化的

特点，逐步明确起来。

今年班子提出召开营销会议，认为时机到了，三四年过程中思考传统服务如何转型打

造有价值含量的产品上，这是学习交流总结和检阅的机会，也是梳理产品的机会。从六月

份开始筹备到今天，产品从起初拿出模板一直梳理5-

6遍，通过梳理确实发现很多出彩的地方，但是在表达、总结、归纳、梳理、提高，特别在

ppt上的反映，做得比较差，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产品做得出彩，但如何吸引人？

如何用短短几分钟抓住客户的眼球，吸引客户的注意力，在这方面确实要下功夫。大家都

是做物流的，文字表达、版面美化、逻辑思维等有待提高。经过梳理后，确实感到好的东

西不少，有些确实做得很精彩。今天将呈现在大家面前，请大家来评判，到底好不好？有

哪些地方可以进一步修改？从零迈出了第一步，这是最大的难点也是最困难的，走出这一

步，已经有十个产品达到1.0，有八个案例，还没有达到产品的水准和要求，但是具有产品

的雏形，可以推广，不仅自己销售，可以联合子分公司一起推广市场，细分市场明确，目

标客户确定，有一定的流程、标准、操作的要求，专业的特点，这就是产品。这次呈现的

十个1.0的产品，还有一些初步的的产品案例，共同评判，一起提高，这样营销会议就有了

抓手，可以按照产品的细分市场寻找目标客户，共同营销，共同运营，通过这样一个学习

交流的过程，也是产品打造的过程，学习产品的过程，也是大家认可、接受，作为亚东开

发市场的抓手，通过推广市场、推广产品、共同得益，这是本次召开营销会议的指导思想

。

通过营销会议，通过产品的梳理，我们要改变思想，改变观念，其实，做什么事说什

么话都是观念驱使，只要想得到就会去做，想不到则永远不会做，所以要改变观念。目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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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建设上最大的阻碍的就是货代思维，不能从货代的横向联系和纵向深度去考虑，

只知道单点单线模式，要从货代的整体去打通货代的各个环节，可以将单点、传统的货代

模式串起来，变成整体综合性口岸物流，总部做了戴姆勒项目，就是多点多模式，围绕一

个客户，按照汽车零部件的特点，涉及两万多个零部件，大量涉证商品，报关报检时间要

求非常高，而且与陆运结合、与仓储结合、与不同线路结合，形成由一个口子签约、客服

、运营、结算，多点操作，这样一个综合口岸物流模式，就是将口岸物流把各个单模式打

通，形成整体模式，在量、质上加以提高，精细化运作，提供客户一站式服务，这就是提

升和转型。这个转变就是整体思维，综合思维，精细思维，内部要协调整合，要掌控运营

，所有沟通机制，汇报机制，信息掌控机制和异常处理机制，要非常灵敏，如果思维不改

变，仅仅自扫门前雪，永远做不好综合口岸物流，在奔驰项目过程中，也是一波三折，与

客户谈判营销是亚东盛物流和亚东朗升，被戴姆勒公司的人骂，说忽悠他们，营销是一波

人，操作是一波人，运营又是一波人，找不到统管的人，最后这个项目是被客户打出来的

，华总自告奋勇，亲自坐镇，整合海进、空进报关、陆运，形成统一管理的项目组，每天

汇总数据上报，出现问题不断检讨、分析，梳理，反复与客户沟通，在客户的鞭策下，逐

步将这个项目做好，取得客户认同，这是一个复杂的自我修正自我改变自我提高的过程，

也是改变观念的过程，在这里面，不是各干各的，都是围绕客户需求的目标，统一运作，

统一指挥，不断提升。所以，在改变观念中，特别提出货代思维是单点单线的思维，是直

线型的思维，而不是综合性的整体的变化的思维，根据客观变化、客户需求、项目需求来

不断改变、调整，货代思维在货代市场中应该讲是有用的，但是随着市场变化，客户需求

的变化，竞争的变化，不能老是用同质化的产品，低价竞争，必须改变观念，提高自身的

能力和水平，创造出能够给客户提供更大价值的产品，这样才能为市场接受。改变观念需

要有大视野，大格局，要有宏观思维，看到整个国际、国内市场，看到行业变化，才能打

通货代、打通物流、打通跨界，否则老是守着单点单线的东西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大视野

、大格局，才能构造大平台，接触大客户，找到大项目，不这样做永远做不大，永远在做

现有的重复的简单的传统的事情，永远不会前进，不会提高，就等着市场淘汰的份。

亚东盛进出口前年开始打造服务产品，物流外贸服务产品，“四通六宝”，这次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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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六宝”2.0版。政府也在不断提升，想在外贸行业中找服务产品给予奖励，找遍外贸

企业，唯有亚东盛进出口的“四通六宝”，市商委认可“四通六宝”可以跨行业、打通外

贸各环节，与行业结合的服务产品，这些产品做得很精致，有汽车、食品、电子产品、工

程项目等等。最近，亚东盛进出口又梳理了“保理通”产品，与保理结合在一起，保理的

业务是终端业主确认应收款付给保理方，才能融资介入，业务前期是不介入的，通过与保

理公司接触，在业务一开始就让保理公司了解业务全过程，而且简化质押手续，保理很感

兴趣，主动到公司洽谈，昨天，保理董事开会讨论，认为非常好，不仅跟保理结合又将我

们推荐给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和金融资产交易结合，具体怎么做有待进一步探讨。我们有

很好的平台和服务产品，就可以见到大客户、大项目，否则永远在底层，永远是做单票业

务，只能见到业务员，做项目可能会见到客户的经理，最多见到负责物流的高管。只有做

大平台才能见到大客户，才能见到客户的老板。正因为亚东盛进出口这几年不断构建大平

台，现在才能与很多上市公司，大的工程项目，有所接触，有的还主动找上门，央企、外

企，如印尼的几十万千瓦的电站，放弃其他公司，让我们做全程外贸物流。如果仅仅维持

货代角色，永远做不大，永远做不了大客户，做不了大项目。所以，要改变观念，开拓思

路，扩大视野，在亚东的基础上构架大平台，用大平台服务大项目，服务更高的需求。只

要想得到，把资源、内部资源、外部资源整合在一起，创造和策划新的商业模式，才能提

升到新的层面。要知道，物流的价值，不仅是货物的移动，由甲地-

乙地的运输过程，物流新的最高价值就是物流与商贸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硬件、软件，

所有操作过程，整个供应链过程全覆盖，单证、货物、运输、资金、信息全覆盖的操作系

统，上家、下家、供应商、服务商、参与方、资金方，各方都在我们手里捏着，所以，如

果成为一个精细化的、精益化的、风控一流的、操作细致的物流公司，完成的不仅仅是位

移，还构建了这个生态链的信用体系，本来大家互相不信任，就好像计算机操作系统Windo

ws、手机的安卓，硬件app模块和所有的通讯渠道离开了Windows、安卓，完全无法运作，

我们就是通过物流的运作，单证、货物、信息、资金，将供应链的上家、下家、参与方、

资金方、供应商、服务方，形成小的生态，这个小的生态原来是彼此互相信任度不够，我

们将其圈在一起，提供信用服务，形成新的信用体系，所以，在本次会上将会给大家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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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金融物流信用服务，由于我们的参与，资金参与方愿意支持上家、下家，润滑小的

供应链，引入资金，促进上家下家各方顺利运营，这是物流公司新的价值体现，不是单纯

库存质押，而是供应链过程管控，这些做法是需要改变思维，改变传统货代思维，站在一

个更高的角度，更宏观，国际、国内，行业、产业的角度，打通货代，打通物流，打通行

业，打通跨界，才能够搭建大的平台，提供高端服务。

第二个改变就是亚东一直存在的弊病，改变集而不团的状况，有时自称亚东集团，还

是分散居多，集中偏少，甚至没有一个总纲将大家粘起来，如何打通几十家子分公司，关

键是不仅仅在功能上打通，架构上打通，信息上打通，资源上打通，客户上打通，而是在

产品上打通。通过产品营销，通过打造好的产品，大家认可的产品，这些产品在各地区都

有细分市场，有目标客户，共同营销，共同推广，共同运营，在此基础上，共享利润，产

品将大家集合成一个整体，所以想用产品来打通分散在全国、甚至境外公司，共同打造大

家感兴趣的产品，学习现有产品，更好地打造锻炼，形成精华产品，共同营销，产品打造

好，共同营销，共同开发，大家共同分享产品的收益，这也是通过产品的辐射力将大家拧

在一起，亚东更有吸引力，相互支撑，相互营销，专业操作，产品培训，共同配合，形成

互相认同，了解，合作的整体。

通过会议，大家能进一步认知产品，形成产品合作群，改变原来集而不团、独自为战

、分散的状态，形成整体战斗力。

第三，要改变传统的营销方式，传统营销就是靠销售员个人、靠关系，一个箱子、几

个箱子、一票货，最多是这些，另外就是靠关系，这种靠回扣，靠个人作用，这种方式营

销已经落后了，现在要靠整体、靠产品、靠公司品牌，靠整体实力，靠方案，做方案去招

投标，根据客户的需求，无论是否招投标，都要会做方案，要了解客户需求，了解客户的

痛点和难点，方案是能够解决你的痛点和难点，降低成本，提高时效，保证安全，方便简

捷。目前，多数销售员还不会做方案，仍然在传统的销售模式上，所以这次开营销会议，

让各地子分公司都能拿出方案，统一出了个投标题目，现在看来很可惜，只收到八份方案

，有的根本不会做方案。总部在梳理组织架构、功能、任务、岗位、岗位的职责和要求，

还要梳理销售员岗位，销售员的职业技能，销售员分一、二、三、四档次，每档都有相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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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要求，关键要会做方案，要会项目销售，当然项目有项目经理，有整体项目运作，这

是一整套的体系，但是从销售来讲，不能停留在关系销售、回扣销售上，如果仍然再靠低

价，低价中还有挤出一块回扣，这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所以，营销会议就是要改变传统的

营销方式，所以此次营销会议不仅仅是介绍

产品，产品要成为产品群，互相认可的产品

就结对子，签署协议，联合营销、联合运营

，产品方主导方要有责任，要有共同营销，

参与方可以寻找建立渠道，在本地找细分市

场和目标客户，然后与产品主导方共同营销

，共同做方案，由参与方参与共同运营，共

同操作，销售员的能力、素质、水平都有待

学习、有待提升，不能简单说就是完成几个箱子，今后要看销售部门能做几个项目，有多

少大客户，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更重要是将亚东的子分公司结合在一起，发挥整体的作用

，提升整体的功能，整体的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希望通过营销会议，能够做到三个改变

，改变观念，改变集而不团的状态，改变传统落后的营销方式，有新的提高。

张正良副总详细介绍了集团2016年营销情况。来自八家单位向大家详细介绍了十个产

品，分别是1）物流+包装；2）华东-

西南集拼定时达；3）进口保理融资通；4）进口二手机械设备一站式服务；5）风电设备进

出口一站式服务；6）中俄欧铁路一站通；7）日化原料供应链管理；8）精密设备物流；9

）汽车磨具全球通；10）“四通六宝”2.0。

八个案例分享：1）口岸综合物流——

戴姆勒项目案例分析；2）DC战略新构想；

3）东南亚冻品航线物流；4）跨境电商运

作模式分享；5）供应链物流金融信用服务

；6）药品冷链物流；7）长江经济区域通

关一体化；8）张家港亚东上线oTMS系统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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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

综合口岸物流案例投标竞演：亚东盛物流、国联部、天津亚东、广州亚东、深圳亚东

、亚东物流、张家港亚东、货代三部分别作了竞演。

会议最后半天，张正良副总作了题为了解亚东营销亚东的发言，亚东朗升张孙围绕销

售团队建设作了经验分享，王程副总围绕联合运营、联合营销与与会人员作了探讨。

会议对产品、案例、团队进行了评比，结果如下：最具人气产品奖：第一名——

物流+包装；第二名——进口二手机械设备一站式服务；第三名——华东-

西南集拼定时达。最佳案例分享奖：药品冷链物流。综合口岸物流竞演：第一名——

张家港亚东；第二名——国联部；第三名——

亚东盛物流。会上还评选了最佳团队协作奖和最佳演讲奖，分别花落张挺为队长的团队及

张家港亚东董本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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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劳总作了总结讲话。他说，本来

很忐忑的心，今天看到大家如此热烈，对会

议评价那么高，组织会议者将吊着的心、悬

着的心终于落地了，大家评价这次会议内容

很充实，交流很充分，形式很生动，强度很

大，会议的准备做了大量工作，各地来的与

会销售员、亚东朗升，大家一起充分参与讨

论，从早到晚，会上到会下，线上到线下，

也非常感谢大家！

因为营销会议原来一直不敢开，好久年没敢开，一是没有新内容，二是没有新产品，

没有一个办法能将大家串起来，比如成都报关和上海报关，没有转关关系，本地化意识就

非常强，无法将大家串联在一起，所以，开过几次营销会议，会风不好，停顿了3-

4年，这次王程提出要召开营销会议，我心里还打鼓，另外，转型，“一村一品”，到底怎

么样？心里没数，这次通过会议，从准备、梳理、上台报告，最后得到大家认可，终于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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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了。这是会议取得的成效，大家期待明年继续召开，今后上半年召开营销会议，下半年

召开工作年会，要形成惯例，但是营销会议要有新东西，要有产品战略，要有营销战略，

要有阶段性的计划、进展、落实，也要有阶梯性的提升和发展，会议开得很好，希望大家

把成果带回去，遗憾的是有些子分公司的领导因时未参加，希望大家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全

体人员，让大家把这次会议的产品思路、营销思路、联合营销联合运营，亚东一盘棋的思

路，整体的协作、配合，整体的效益能够充分提升。

这几年，特别是去年以来，中央提出要供给侧改革，物流公司是供给侧的一方，客户

是需求的一方，物流供给侧也需要用高端的产品，高端的服务，给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的

、专业的产品。转型，实际上也是围绕着按照中央、国家部署，经济改革的部署，从供给

侧改革的高度，来看待物流企业的转型，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才能看到转型的必要性、重

要性，改革产品能够给客户、给物流市场需求方提供差异性的、独特的、行业特点的新的

产品，我想我们要按照国家的部署，国家的要求，将亚东的转型、亚东的产品提升、产品

打造提到重要的位置，这是大势所趋，不仅是制造业、服务业、物流业，同样如此，要改

革，需要产品提升，升级满足客户更高端的需要，亚东如何“变”？一直倡导亚东转型，

亚东要改变，从总部来讲，已经喊了7-

8年口号，本次会上展现的产品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冒出一个头，有那么一些迹象，像那么

一点样子了，但是还不能说转型成功了。

“三三制”——

传统服务占比1/3，主要是同行客户；特色服务是在传统服务基础上加上一些特色服务，也

是占了1/3，主要也是同行客户，直客相对传统服务要多一些，专业产品相反主要是直接客

户，同行占比极小，从中可以看到直接客户的要求，在高端产品上的市场需求。所以，“

三三制”可以看出，特色产品仅占30%，如果说亚东在自己产品所占份额50%以上，甚至60%

，才可以讲转型差不多有一点眉目了，现在仅仅是30%份额，也就是说刚刚起步，还没落地

，总部一些单位已经动起来了，一些大的子公司动起来了，有很多子分公司还没动，所以

今年年会一个主题就是，大家都来谈自己的一至三年计划、转型目标、产品打造、功能建

设，怎么做？每家单位一把手向年会作报告，否则都是总部唱“独角戏”，也是督促各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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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要转型，都要有自己的产品，否则都是吃别人的产品饭，每家单位都要有“一村一

品”。在转型上，从总部到子分公司，都要变，要快变，要深度转变，不能停留在被动式

的，不是社会要我变，形势要我变，总部要我变，而是要主动变，要通过转型改变目前有

的无产品、无项目、无平台、无管理的“四无”状态，摆脱萎靡不振状态，走向奋发有为

，第二次创业之路。如何策划提高应变能力，策划产品、项目的能力。

会上，上海朗升介绍DC仓库，他们是如何发现市场商机？从问题开始，发现需求，制

定方案，形成产品，在产品基础上精细化。如何发现问题？这家大客户原先在外高桥拉箱

子进来，一个箱子有3C认证部件，也有很多非3C认证部件，但外高桥海关只要箱子内含3C

认证部件，整箱封存，要将其中3C部件办证完毕，整箱才能放行，大大拖延了客户的报关

通关时间。最后，上海朗升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箱子拉到洋山，洋山自贸区将整箱拉到仓库

，仓库输入舱单给海关，不涉及3C认证的可以立即通关放行，涉及3C认证的按正常流程办

，大大提高了时效，这就是从发现问题，寻找解决方案，通过解决方案制定产品给客户，

客户试单后，肯定了此方案的可行性，经过客户美国方面咨询公司、会计公司论证后，同

意将到洋山方案，并交朗升来做。

第二个案例从问题入手，研究产品，策划项目，是亚东盛进出口做了上海嘉定垃圾焚

烧项目，这是政府项目，但是中标是一家民营企业，这家企业有一定资质，也有一定资金

，亚东盛做了外贸进口后，其内贸采购资金断链，工程拖延，业主拒付，供应商讨债，此

时再找保理公司，因为政府项目，政府买单，信用度高，保理愿意出资，但是保理公司要

求手续繁琐，国有业主不愿承受，建造商就遇到麻烦，求保理方支付，最后，亚东盛进出

口发现了机会，制定了解决方案，与保理方交流，事先参与，将所有的事前审查、供应链

管理全覆盖、付款方确认，全部完成，做了一个保理通产品，拿到其董事会过会，大家都

很赞成，总经理来了很多次，觉得物流公司在供应链过程中全程风险掌控是其远远做不到

的，两家结合在一起，互相补充，这就产生了新的产品，所以不要老停在货代基础上，一

定要发现问题，从问题中看到商机，看到市场的需求，策划解决方案，整合各方资源，而

不是我们单方面，而不是动用自己资金，将相关参与方整合一起解决客户的痛点、难点，

最后形成“保理通”产品。在上海物流企业家协会上很受好评，一位交大教授感到非常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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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向创业企业、中小企业经理人推广。我们要学会从问题中看到商机，看到需求，学会

整合资源，把各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创造新的模式，通过这个模式形成解决方案，最终

精细化形成产品，将流程、相关单证、时效、成本全部核算清楚，各方都能得益，所以这

是我们在产品中要策划和提高产品的能力，提升发现商机的敏感性，这点在梳理产品过程

中，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包括下一步产品如何上升到2.0。

如昨天和潘琪交流，一段一段给客户计费，从包装、装箱、提箱、拉箱、报关、报检

等，客户也讨厌，为何不是统包价，规定一个SKU中一个单位5吨以下，从头到尾一共多少

钱，因为收货人比较集中，不是很分散的，相对集中，航线集中，港口所有费率都基本固

定，而且统包价格，如5吨以下，从头到尾多少钱，5-

10吨从头到尾多少钱，这样做才是将物流全程计价与客户的商品计价结合在一起，方便客

户，同时抬高模具物流技术、专业门槛。

上次讨论青岛冷链运输，能否将1-2-3-4-

5所有费用平摊到每个单位成本中去，比如帮潍坊运胡萝卜、大蒜，如一箱胡萝卜、一袋大

蒜20公斤，运到马来西亚巴生港，清关交到门，一共多少钱，不要分段计算，总体计算可

以将很多竞争对手推到门外，他们没法报整体价格，而且我们的空间也相对大了，当然也

要承担风险，1-2、4-

5相对稳定，第3段波动较大，只有这样才真正有利于客户，这才是商贸物流，市场已经形

成了这种状态，但是我们要改变规则，引领市场，这么做了才有特点、特色。

我很期待亚东的未来，亚东就是一个平台，大家立足传统的货代，拿着物流的工具，

耕耘供应链的土壤，种植行业的花朵。希望类似十个产品，八个案例，今后会有更多结合

行业的产品，产品应该是精细化的，应该是拉长服务链的，应该是跨界的。三个特点，精

细、拉长、跨界，这样就形成新的，与行业结合的，百花园，各种奇花异葩竞相绽放，五

颜六色，灿烂纷纭，所有的花工、员工，园林工程师，专业人才都会从中涌现，成为物流

行业的翘楚，行业中的尖子人才，希望有很多新人在未来3-

5年都会发展成这方面的专才。现在社会缺乏融合人才，有特色产品的专才，希望像我们这

些产品，整合在一起，像二手设备，如果广州与亚东盛进出口，把项目做大，将各参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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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分公司整合做大，达到一定量，以该项目为主成立项目公司，类似的模具项目可以成立

专业的模具物流公司，专业化运作，药品冷链，可以发起单位为主，参与单位一起，整合

各方资源，给你空间，可以走向规模化、公司化，亚东就要扶持大家，在亚东的平台上既

就业又能创业，创业就创出有特色的项目，特色的产品，再扶持将特色产品做大，做成规

模，形成公司化运作，让创业者持股经营。

刚才与李俊讨论，原来亚东是细胞分裂的扩张模式，重复做大，让骨干有自己的空间

，就是地域分割，或者是模块分割，都是低质量的重复，不是提升，传统货代是红海，这

种重复已经没有意义，在苦海中挣扎，所以要创造一片新的蓝海，新的蓝海就是“精细，

拉长，跨界”，形成行业物流新特点的物流产品，行业供应链新产品，希望在这个空间中

，会开出很多奇花异草，会成为各种特殊的专才，特殊的人才，翘楚社会，笑傲江湖的人

才，这才是我们的贡献和价值所在，社会认可度将会大大提升。亚东今后3-

5年，就应该是这样，所以一定要有胸怀，一定要有眼光，一定要打开思想，看得长远，跨

行业，走出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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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会议后，营销战略，产品战略上要深入研究，如产品一定要精细化，要1.0、2.0

…不断打造、提升，形成核心竞争力，同时，要求打造更多的产品，没有产品的子分公司

要好好考虑，打造什么产品？怎么改变“四无”状态，要自己变革，主动变革，奉劝不要

等别人来变，我们已将宁波公司调整了，就是冥顽不改。没有产品的单位不能眼睁睁看着

别人，营销别人的产品，不行！空白的要填空，所有单位都要有产品，都要有目标，起码

“一村一品”。不能享受别人的产品，享受别人的菜肴，我们是大家庭，我们聚会是每人

带着各自特色的菜肴，不能光吃别人的，自己拿不出东西，惭愧不惭愧！

1）明年上半年仍然要召开营销会议，仍然要打造产品，仍然要梳理；2）从营销战略

上将，产品要很好地培训，刚才大家也反映，很多人对彼此的产品不熟悉，产品的培育、

认可、认知、培训，要主导单位编制教材，原本打算将十大产品编成书，有人说容易将商

业机密透露出去，那么不行也可编成插页，要通过营销培训，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

是什么？特点是什么？优势是什么？竞争力是什么？操作要点是什么？要加大整合，联合

营销，产品的主办单位和营销单位要很好地结合起来，要在各子分公司所在地发现细分市

场，目标客户，共同营销。十个产品不见得子分公司周围都没市场，都没目标客户，可能

吗？所以，要动脑筋，这些要作为营销战略，很好地推广，一是培养人，二是对现有产品

如何推广，如何营销，要继续做工作，大家都期待阶段性的进展，阶梯式提高，有赖于营

销战略、营销管理、产品战略、产品管理，抓紧落实和提高，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做好产品

建设和产品营销，在亚东的平台上能够有所收益，有所提高，而且最终实现个人梦想！

上海亚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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