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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活动

1、注意防寒保暖：秋

季早晚气温变化较大，不

要贪凉，夜温低要盖好被

褥，以免受凉，日间衣着

不宜过厚，以不着凉为度。

适当少穿点，适当冻一下，

利于提高身体的御寒能

力。冬季注意衣着保暖，

室内温暖，预防寒冷侵袭，

尤其注重足的保暖 ; 但忌

暴暖、过度烘烤。外出时

注意手、足、头面部防寒

保温，预防冻疮。

2、环境舒适：室内温

度湿度要适宜 ; 室温保持

在 22-28 摄氏度之间，湿

度 在 50%-60% 左 右。保

持室内空气流通、新鲜，

室内燃煤取暖要注意防止

煤气中毒。

3、睡眠充足：秋季应

早睡早起，冬季早睡迟起。

一般 8-9 小时睡眠，老人

可以适当增加，如晚上睡

眠不足，可坚持午睡一小

时 ; 但睡眠不宜过多。睡

眠时注意防寒保暖，免受

寒冷风的侵袭，引发感冒、

呼吸系统等疾病。忌蒙头

入睡，应开小气窗通风。

4、皮肤保养：保持皮

肤滋润，科学洗浴 ; 秋初

湿热并重，注意皮肤清洁

防止感染，秋冬季气候干

燥气温低，忌洗浴过勤、

水过烫、揉搓过重，忌浴

液碱性太强，否则皮肤更

为干燥，易发痒、皲 裂。

浴后可涂擦甘油、止痒霜、

润肤露等，以保持皮肤湿

润，防止皮肤干燥、脱屑。

怡生坊商城有很多补水保

湿的产品，可以试试。

调养从清晨开始。秋

季气候干燥，但清晨却多

是天高气爽，空气清新，

是一日当中最为舒适的时

候。早睡早起是好习惯，

利于收敛神气，使肺不受

秋燥的损害，保持充沛的

活力。此 外，据有关专家

对脑血栓等缺血性疾病发

病时间进行的调查研 究

发现，此类疾病在秋季发

病率较高，而发病时间多

在长时间睡眠的后期。秋

冬季节适当早起，可缩短

或减少血栓形成的机会，

这对于预防脑血栓发病也

是有一定意义的。

秋季健康小常识：

调养起居

为提高经销商的专业知识水平，公司于 9 月 10-11 日举办了 2019 年第五

期经销商培训班。本次培训内容如下：

一、首先带领各经销商参会人员对工厂车间、实验室进行了参观，让其对

公司产品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流程以及产品检验优势等方面都有了系统化的

认识。

二、讲解了公司的企业文化，以及经销商营业管理等内容，让与会人员对

公司企业文化以及经销商的权利、义务与责任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向各位

经销商提出了一系列的营业推广建议。

三、讲解了公司各产品性能优势与产品销售通路，让参会人员深入了解公

司产品的优势所在，并引导经销商结合当地产业特色，扩大产品销售通路。

四、讲解公司成品仓储管理、受订及交运作业流程、WEB 营销互联网系统

各项功能以及推动的好处，引导经销商积极推动，不断提升经销商管理水平。

五、讲解行销概念的内容，通过说明让参会人员对行销的概念、组合、计划、

方法以及行销人员的养成和行销的目的有了深入的了解。

六、公司施工技术人员对 PVC、PE、PPR 产品如何规范施工，以及常见施

工问题进行说明，并让参会人员对各产品进行施工实操训练。

七、培训课程结束后，所有人员进行考试测验，验收培训成果。

通过本次培训，不仅让各参会人员对公司的企业文化、经销商营业管理、

产品优势、产品销售通路、行销的概念、管材正确施工操作及施工常见问题解

析等得到启发，并且获得不同能力的提升，受益匪浅。未來公司将会继续组织

培训会，使广大经销商及用户得到最实质的帮助。

PVC-U（部分厂家标示为 UPVC）：中文名称为硬质聚

氯乙烯管材，英文名称为 Unplasticizedpolyvinylchloride，意

为不加增塑剂的 PVC 管。PVC-U 管材于 1936 年最早在德

国开始使用，台塑集团自 1958 年开始生产 PVC-U 管材，

至今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华亚东营塑胶有限公司自 1996 年

开始生产 PVC-U 管材，生产历史也超过了 20 年。PVC-U

管材凭借其经久耐用（埋地使用寿命可超过 50 年）、卫生

环保等自身的优势，如今在自来水工程、园林绿化、农渔

业工程、建筑工程等通路中，皆广泛的使用，PVC-U 管材

已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管材。

PVC-U 管材产品之所以能够被广大用户所接受，是因

为具有以下优势：

1. 质轻，搬运装卸便利：PVC-U 管材质轻，密度约为

铁管的 1/5，故搬运、装卸、施工便利，可节省施工费用。

2. 耐腐蚀性、耐药品性优良：PVC-U 管材具有优异的

耐酸、耐碱、耐腐蚀性，对于化学工业、废水排水等用途，

非常适合。

3. 流体阻力小：PVC-U 管材之管壁非常光滑，流体阻

力小，其粗燥系数仅为 0.009，在同等口径条件下，PVC-U

管材流量比其他管材大，且不附着水垢。

4. 机械强度大：PVC-U 管材至耐水压强度、耐外压强度、

耐冲击强度等均良好，在常温下，适用于各种条件的配管

工程。

5. 电气绝缘性佳：PVC-U 管材具有优越的电气绝缘性，

适用于电线、电缆的导管，可广泛应用于电信、电力配管

与建筑电线配管等

6. 不影响水质：PVC-U 管由溶解实验之结果，证实不

影响水质，且绝无出“红水”的弊病，为目前自来水配管

之最佳管材。

7. 具有良好的水密性：PVC-U 管之接合，不论采用活

套承口或 TS 承口接合，均具有良好的水密性，供水管线虽

经年具有水压，但仍不会有漏水现象。

8. 施工简便：PVC-U 管材之接合施工迅速简易，故施

工工程费用低廉。

华亚东营塑胶有限公司所生产之 PVC-U 管材，自建厂

以来就沿用台塑集团生产工艺及环保有机锡无铅配方生产

管材，产品品质远超国家标准要求，更有部分检测指标达

到了 ISO 标准。通过多年的销售服务，在市场上华亚东营

塑胶有限公司产品已形成了高品质、高性价比的良好口碑。

未来，公司将秉承台塑集团“追根究底，止于至善“的精

神继续为社会奉献优质的产品与服务，为国家建设、全民

福祉而努力。同时亦希望在长远发展过程中，得到相关各

界鼎力支持与协助。

9 月 5 日，公司营业人员与东

营经销商一起至某公司建设项目工

地，对 PERTII 管的施工方法及施

工注意事项进行交流，参加本次施

工交流会的有该公司副总、采购部

经理、现场项目负责人、施工队等

6 人参加，施工交流指导内容如下 :

一、向现场人员讲解了公司

PERTII 生产所用的原料、设备、

生产质量控制以及产品耐热温度。

二、 与 现 场 人 员 交 流

PERTII 管施工过程中与 PE 管材的焊接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温度设定；PE 管材的焊接温度

220℃ ±10℃，而 PERTII 的焊接温度为 230℃ ±10℃，其余加热温度（管材壁厚 x10 秒）、冷

却时间（管材壁厚 x1 分钟）均相同，同时要求施工人员按规范施工。

三、向现场人员介绍了注意事项：焊接管材一定调整好水平，焊板上不要粘附杂物，焊接

完后要自然冷却。

四、与施工人员一同实际操作焊接管材，反复向施工人员讲解了施工要领，直到他们理解

并会操作。

五、通过本次交流，使该公司及施工人员了解正确的施工方法，保证了工程顺利进行。同时，

为公司的产品在该公司以后的使用奠定了基础。

在国庆 70 周年前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9

月 25 日正式启用，为国庆增添色彩。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于 2015 年 9 月份全面动工建设，历时

近 4 年时间投入运营，总占地 4.1 万亩，总投资

800 亿元，是国家重点工程，被英国媒体评为“新

世界七大奇迹”。

华亚东营塑胶有限公司生产的 PVC,PE 产品

很荣幸在机场雨水收集管道系统、绿化管道系

统、供水管道系统中应用。

一个机场的建设，会采用大量的管道产品，

机场建设的给排水、采暖、排污、绿化、雨水收集、

消防、电力等方面均需要管道产品。塑胶管道

凭借其产品造价低、性能优、施工便捷等优势，

在机场建设中被广泛应用。我公司可为机场建

设提供的塑胶管道有 PVC 给排水、电工、PE 给

水、燃气、PPR 冷热水、PE-RT 地暖、MPP 电

力管等。

公司除参与建设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外，

还参与过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青岛流亭国际机

场、济南遥墙国际机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宁波栎社机场等机场的建设工作。随着国家国

力的强盛，未来很多城市都会争取增设机场的

机会，机场建设作为民生工程，不仅政府关注

度高，普通民众也关注度高，故在建设中，工

程方都会选择品质过硬的产品。此类工程对于

像华亚东营塑胶有限公司这样重视产品品质的

企业来说，是非常优质的一个销售通路。公司

亦希望在以后能够参与到更多机场建设工程中，

助力国家发展。

PVC-U 管材产品介绍

公司组织2019年第五期经销商培训班

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华亚东营塑胶有限公司

祝各用户单位、广大经销商及社会各界人士节日愉快，

阖家幸福 !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华亚东营塑胶有限公司，是台湾台塑集团于 1994

年在山东东营投资兴建的大型合资企业，主要生产

PVC、PE、PP-R、PE-RT 管材管件，产品广泛应用于

自来水、建筑、绿化、燃气、化工、地暖及市政工程等。

公司建厂 25 年以来，凭借品质优良、规格齐全、交货

迅速、服务完善等优势，深获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顾客满意是我们不懈的追求，公司将以更优质的

产品回馈广大用户。

华亚东营塑胶有限公司助力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

公司至东营某工地施工指导
为丰富员工的文体生活，

充分发挥员工的团队协作精

神，公司于 9 月份组织了第

七届篮球赛。大家虽然在场

下是亲密无间的同事，但在

球场上却是你争我赶，不放

过任何一个得分的机会。此

次篮球比赛不仅丰富了员工

的业余文体生活，更加燃

起了广大员工投身体育运

动的热情和信心。今后，

公司将继续本着丰富员工

的文体生活为目的，从促

进员工身心健康角度出发，

更多更好地举办丰富多彩

的文体活动。

公司组织员工第七届篮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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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R 管材新国标【GB/T18742.2-2017】于 2018 年 5 月 1 日正

式实施后，标准规定对于 PPR 透光率 >0.2% 的管道产品，必须标

注“不可明装”字样。但是市场上有一些用户仍对“不可明装”

标识不够了解。现就“不可明装”标识具体说明如下：

一、“不可明装”标识是指对 PPR 管材透光率 >0.2%、非明

装管材（一般针对白色管材）进行规定的。其规定目的在于：如

果明装，水质中的微生物在光的作用下容易繁殖，滋生更多细菌，

对管中水质造成二次污染，影响饮水卫生。

二、管材上的“不可明装”标识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透光率指

标来执行的，因此对于深颜色的透光率≤ 0.2% 的 PPR 管材颜色（如

灰色管材等）则无需标注“不可明装”字样。

三、 依据标准相关规定，标有 “不可明装”字样的 PPR 管材、

管件安装方式通过暗敷或对管材进行遮光保护后可明装使用。

     近期营业人员走访工地，与 PPR 管材施工人员

进行交流：管线安装完后经试压在管材与管件插

接处易渗水，经分析，现将渗水出现的原因及防

范措施总结如下：

一、PP-R 管材与管件插接处出现渗水的原

因如下：

（1）焊接时插入深度未做标识，出现插入深

度不够，造成熔融层连接强度达不到要求，管材

试压时易脱层，造成渗水。

（2）插接前没有将管材及管件接触面擦拭干

净，存在灰尘、土等杂质，造成熔融层不能充分

连接，易出现缝隙而渗水。

（3）热熔及插接的过程中如果存在 PP-R 旋

转现象，易造成熔融层空鼓，连接不牢而渗水。

(4）裁剪刀不锋利，在裁剪管材用力过度易

造成管材内壁出现隐形伤口，不易被发现，管材

试压时出现渗水。

二、为避免 PP-R 管材管件焊接后在插接处

出现渗水现象，应做好以下预防措施：

（1）依施工需要量取所需管材长度，用专用

切管器切断，并标识好插入的深度。

（2）插接前要将管材与管件接触的地方用干

净抹布擦拭清洁。

（3）管材管件加热到标准温度后，迅速无旋

转地插入到标识的插入深度。

（4）用锋利切刀管器进行切割，避免出现隐

形伤口。

PE-RT Ⅱ型热力管是一种直埋供热管材，适

用于集中供热埋地二次热力管网、建筑冷热水供

应管道系统、工业管道系统等。主要有以下几大

优势：

1、是唯一可用于热水输送的大口径塑料管。

2、优异的耐高温性能 ( 长期使用温度可达

80℃ )。

3、比其他热水管道具有良好的抗低温冲击性

能 ( 可达 -40℃ )。

4、较高的承压能力 ( 同温同压下，PE-RT Ⅱ

型管用料更少 )。

5、具有极高的耐应力开裂性能。

6、多样的施工方式 ( 可热熔、电熔 )。

7、施工简单、维修便利等。

    华亚东营塑胶有限公司現已上市 PE-RT Ⅱ型热

力管，可生产规格为 Φ20-Φ315，为使广大用户

更放心的使用公司 PE-RT Ⅱ型热力管，现将相关

施工方法及注意事项进行告知：

一、PE-RT Ⅱ型热力管施工方法：

1、检查焊机各个部件是否运行正常。

2、清洁管材外表面及内外端口。

3、将两管材固定在焊机夹具上，测试拖动压

力，并检查管材错口率，错口率以不超过管材壁

厚的 10% 为宜。

4、放入铣刀，铣削两管材管端，整平两管管

端并削除管材端面氧化层。

5、再次将两管管端对齐，检查错口率，错口

率不宜超过管材壁厚的 10%。

6、放入加热板按照规定的加热温度和时间进

行加热（加热温度为 225℃ -230℃，加热时间根

据管材壁厚进行计算，为管材壁厚 x10S）。

7、放入加热板后，待管材端面有均匀翻边时，

将液压系统卸压，进行加热时间计时。

8、加热完成后，迅速取出加热板，快速对接，

两管连接完成后形成均匀凸缘，翻边高度一致、

宽度一致，同时保持焊机液压系统压力，进入冷

却时间（冷却时间亦根据管材壁厚进行计算，为

管材壁厚 x1min）。

二、PE-RT Ⅱ型热力管施工注意事项：

1、两管材焊接时，注意对管材端面的清洁，

避免管材端面有油污、尘土等，造成焊接不牢固

或焊接时出现麻点等情况。

2、管材加热为卸压加热，加热计时时间为管

材两端面均出现均匀翻边后，卸掉压力进入加热

计时。

3、管材冷却为保压冷却，讲究自然冷却，不

得采用风冷、水冷等强制冷却措施，以免造成管

材虚焊。

关于 PPR 管“不可明装”的标识说明

PP-R 管材与管件插接处渗水原因分析

PE-RT Ⅱ型热力管的施工方法及注意事项

9 月 21 日，公司人员

至龙口某厂区改造项目进

行施工指导与交流，该项

目使用了 DN20-160 的 PE

管材。公司营业人员向施

工人员讲解了公司 PE 给

水管生产所用的原料、设

备、生产质量控制及辨别优劣管材的方法。发现了一些现场存在的问题及改

善对策如下 :

1、施工人员焊接 PE 管材时，凭经验进行加热、冷却，导致对时间掌握

不准。现场告知施工人员正确的管材加热温度为 220±10℃、加热时间为壁

厚 ×10s 及冷却时间为壁厚 ×1 分钟。

2、管材在焊接时未进行铣削，与施工人员沟通了焊接前铣削能够提升

焊接效果，保证管材焊口牢固。 

3、通过本次交流，使施工人员了解正确的施工方法，改正了施工不规

范操作，保证了工程顺利进行。

 9 月 5 日，公司营业人员与经

销商共同组织淄博某建筑公司

产品技术交流会，本次会议内

容有：

1、会议开始首先播放公司

宣传片，让客户对我公司的规

模、生产能力、产品种类、品

质控制、企业文化、管理服务

等内容有了进一步认识。

2、向客户介绍了公司 PVC、PE、PPR、PERT 产品的生产工艺、性能

优势以及施工方法，让客户对公司产品优势和施工规范有了更好的认知。

3、与客户重点针对 PVC 排水、PPR、PERT 产品在施工中注意事项进

行说明与交流，保证后续工程的顺利进行。

通过本次交流会，客户对公司产品优势、施工规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保证了施工的规范性。

9 月 18 日，公司与经销商共同组织太原热力项目 PPR 产

品施工交流会，本次交流会共计 10 人参加，具体交流内容如

下：

1、首先播放公司宣传片，让客户对我公司的规模、生产

能力、产品种类、品质控制、企业文化、管理服务等内容有了

进一步认识。

2、营业人员向客户介绍了公司 PPR 产品的生产工艺、性

能优势以及施工方法，让客户对公司产品优势和施工规范有了

更好的认知。

3、针对 PPR 产品在施工中注意事项进行重点说明与交流，

并对施工人员在施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纠正，保证后续工程

的顺利进行。

通过本次交流会，客户对公司产品优势、施工规范及注意

事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保证了施工的规范性。

公司人员至龙口某厂区施工指导

公司至淄博某建筑公司组织产品施工交流会

公司人员至淄博某PE工地施工指导

公司组织太原热力产品施工交流会

9 月 4 日， 公 司 营 业

人员与淄博经销商至某 PE

供水管线改造项目工地就

PE 给水管进行施工指导和

交流，本次施工指导共计

3 人参加，具体指导内容

如下：

一、对施工人员现场

操作中出现的问题包括：

使用不规范焊机、加热时间过长、保压加热等错误的施工操作进行纠正。

二、营业人员通过多次标准施工操作和讲解，让施工人员认识到自己

在操作中的问题，并对正确的施工规范有了认知。

三、通过本次交流减少因操作不当导致的施工问题，保证后续工程的

顺利进行。

9 月 21 日，烟台威海地区经销商会议在莱阳召开，

会议内容如下 :

一、介绍了 PVC-U 排水管国家标准变更内容。重

点对新国标管材断裂伸长率、落锤冲击试验、密度等

试验方法和检验指标进行了详细讲解。引导经销商借

助公司产品优势拓展更多的建筑领域客户。介绍了经

销商应具备的六大资源，现场重点对参会经销商现有

人力资源、营销资源进行分析并建议经销商根据自身

实力进行改善。

二、报告上次会议执行情况、经销商 2019 年 1-8

月份销售业绩及产品别销量情况并分析。针对经销商

现在还没有销售的产品要做出分析，了解未销售原因，

制定推广计划。

  三、介绍公司产品七大销售通路，结合参会经销商供

货七大通路的实际工程案例分享各自的成功经验。会

议要求针对经销商目前供货的房地产项目，制作产品

展板，放置于售楼处与工地项目部。其次建议经销商

在最擅长的通路内继续挖掘优质客户，提升销售业绩。

同时建议经销商要利用好《工程信息表》掌握工程的

洽谈及供货进度；使用公司 WEB 营销互联网客户信息

管理功能，建立客户档案，整合客户资源，以便于了

解客户经营动态、对其销售业绩进行分析、追踪和拜访。

四、向参会经销商介绍公司近期发布的通知，建

议经销商每天上班都要登录公司 WEB 营销互联网系统

查看公司发布之信息，该系统为公司唯一的官方发布

平台。

烟台威海地区经销商会议

淄博博兴地区经销商会议

潍坊地区经销商会议

9 月 24 日淄博、博兴地区经销商会议在高青召开，

会议内容如下 :

一、介绍了 PVC-U 排水管国家标准变更内容。通

过新标准对环保性、抗冲击性、柔韧性要求的提高，

充分增强了我公司产品的优势，有利于经销商市场推

广和业绩的提升。

二、对六大资源进行了分析说明。通过经销商资

源配置检核表对各经销商的现状进行分析，将不足之

处做出说明，同时提出建议引导经销商加以改善。

三、报告上次会议执行情况、经销商 2019 年 1-8

月份销售业绩及产品别销量情况并分析，并提出改善

意见，争取继续增加销量。

四、向经销商介绍公司近期发布的通知，让经销

商及时掌握营销互联网系统发布的信息。

9 月 25 日潍坊地区经销商会议在临朐召开，本次会议

内容如下 :

一、介绍 PVC-U 排水管国家标准变更说明，重点对管

材断裂伸长率、落锤冲击试验、密度等指标讲解其检测目

的及意义。介绍经销商六大资源，现场重点对参会经销商

现有人力资源、营销资源进行分析并提出改善建议。

二、报告上次会议执行情况、经销商 2019.1-8 月份业

绩及产品别销量情况并分析各经销商存在不足，引导经销

商增加产品别通路，提升销售业绩。

三、介绍公司产品七大通路，讲解参会经销商供货七

大通路工程案例并分享成功经验，让各经销商相互借鉴。

建议经销商首先在自己最擅长的通路继续挖掘优质客户，

在优势通路推广的基础上，找与此通路相关联的客户。经

销商目前对客户信息的管理还不够，一些潜在的客户不能

准确把握，经销商可借助公司目前推动的 WEB 系统来管理，

将客户资料进行建档汇总，后期跟进联系拜访。

四、对营销互联网系统再次讲解说明。让经销商真正

了解营销互联网系统的意义，引导经销商积极配合公司营

销互联网的推动，方便每位经销商加快公司化管理推动。

建议经销商每天上下班前都登录营销互联网系统查看信息

发布、审核未核销资料等事项，将该系统全面推动。

秋冬季节天气特点是

干燥、寒冷，饮食宜遵循“秋

冬养阴”的原则。

1、多食些滋阴、润肺、

补液生津的蔬菜、水果、

豆类等食品，如梨、西红柿、

柑桔、葡萄、大枣、萝卜、

芝麻、莲子、银耳、蜂蜜、

红豆等。少食辛辣食品，

以改善脏腑功能，增加抗

病能力。

2、注意补充水份，每

日 不 少 于 2000-3000 毫

升。

3、冬 季宜食 富含 维

生素 A 的食物如禽蛋、猪

肝、芝麻、黄豆、花生等。

4、冬天为 增 加御寒

能力，其营养应以增加热

能为主，可适当多摄入含

糖、脂肪的食物，多食富

含维生素的食物。但要注

意秋冬时食欲增加，饮食

过量，运动减少，热能消

耗量少而致肥胖，需要多

食低热量减肥食品。同时

注意不要过量进补，否则

有害无益。

5、适当用保健食品，

可选择增健口服液和灵芝

皇胶囊，以提高免疫力，

预防感冒及呼吸道感染。

“民以食 为天”，饮

食 调理 对身体的保 健 功

效同样不可忽视。遵循季

节变换的规律，科学进食，

由内而外地调养，这就是

“食疗”的功效。皮肤与

口角干燥、口舌生疮、咳

嗽、毛发脱落等被称为“秋

燥”现象。当出现此种状

况时，可适当选服些滋阴

润肺的补品或药粥。如沙

参、百合、银耳、芝麻加粳

米、冰糖适量煮粥，早晚

服食，润肺生津，养阴清燥。

多补充水分及水溶性维生

素 B 和 C，多吃水果与绿

叶蔬菜 ; 不要过量吃瓜果，

因为容易损伤脾胃 ; 少用

葱、姜、蒜、韭菜、辣椒等

的温燥热性食物，以防燥

热内郁。

秋季健康小常识：

调节饮食

9 月 20 日，青岛日照地区经销商会议在青岛东华平经销商召开，

会议内容如下 :

一、介绍 PVC-U 排水管国家标准变更说明，重点对管材断裂伸长

率、落锤冲击试验、密度等指标讲解其检测目的及意义，结合样品展示，

并观看断裂伸长率、落锤冲击试验视频。介绍经销商六大资源，现场

重点对参会经销商现有人力资源、营销资源进行分析并提出改善建议。

二、报告上次会议执行情况、经销商 2019.1-8 月份业绩及产品别

销量情况并分析，针对经销商现在还没有销售的公司产品做出分析，

了解未销售原因，做出改善。报告经销商现有库存情况，增加产品库

存量。

三、介绍公司产品七大通路，讲解参会经销商供货七大通路工程

案例并分享成功经验，让各经销商相互借鉴。建议经销商首先在自己

最擅长的通路继续挖掘优质客户，在优势通路推广的基础上，找与此

通路相关联的客户。经销商目前对客户信息的管理还不够，一些潜在

的客户不能准确把握。建议关注主力大客户，工程信息、人员等变动

情况，及时做出改善；关注小客户信息，建档汇总，联系拜访。

四、建议经销商加强对客户信息的管理，公司推出的营销互联网

系统对客户信息的管理功能非常好，可以对所有交易出单的客户信息

进行分类汇总。除此之外，该系统还可将经销商反映的客诉及建议向

公司反馈，提高工作效率。

五、向参会经销商介绍公司近期发布的通知，建议经销商每天上

下班前都登录营销互联网系统查看信息发布，该系统为公司唯一官方

发布平台。

青岛日照地区经销商会议

9 月 4 日， 公 司 营

业 人 员 与 经 销 商 至 东

北某养猪场建设项目对

PVC、PE 给 水 管 的 施 工

方法及施工注意事项进

行 交 流， 本 次 施 工 交 流

会 共 计 4 人 参 加， 施 工

交流内容如下 :

一、讲解管材规范的

施工步骤。在讲解过程中

向施工人员介绍管材正确的施工方法，使其了解规范施工的重要性。

二、讲解在施工过程中常出现的不规范操作行为。如 PVC 管材锯断后再次进行

粘接时，需要进行削角，避免插接时出现胶合剂堆积的现象；PE 管材的焊接温度

（220℃ ±10℃）、加热温度（管材壁厚 x10 秒）、冷却时间（管材壁厚 x1 分钟）进

行宣导，要求施工人员按规范施工。

三、通过本次交流，使施工人员了解正确的施工方法，纠正不规范操作行为，保

证施工质量。

公司至东北某养殖场组织施工交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