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紧抓海外市场风口，助力海

外经营目标达成，泵送机械分公司

重点关注提升海外销服队伍能力，

加强海外人才激励与管理，培养一

支会打仗、能打仗、打胜仗的销服

团队。

2022年，泵送机械分公司进一

步完善了海外销服人员学习地图，

并根据地图对关键紧要课程进行

了开发和培训。为进一步对人才进

行定位，泵送机械分公司启动了销

服人员人才盘点，并以季度为单位

定期进行复盘，为识别人才、培养

人才提供了数据基础。同时，将学

习地图和实际业务相结合，开展了

面向全体销服人员的群狼训练营。

对于新入职员工，共开展了 6期新

员工入职培训、7期新员工实战演

练，采用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方式

引导新员工快速掌握岗位必备技

能，提升工作效率。对于老员工，通

过开展线下专题岗位技能提升培

训，有针对性地解决工作中面临的

重复性问题或新的挑战。

泵送机械分公司加强
海外销服人才培养
□泵送机械分公司 刘晓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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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凌云Ⅱ”70米泵车交付中山客户

海外展会

近日，2022年新西兰 FIELD

DAYS展会如期而至，中联重科

携土方机械和高空作业机械等高

端设备参展。智能化、绿色化、高

端化的“极光绿”产品在展区备受

关注，吸引了络绎不绝的人流前

来体验和咨询，展现出全球工程

机械龙头企业的强大魅力。

作为大洋洲规模最大、最具

影响力的综合性国际盛会之一，

新西兰 FIELD DAYS展会在新

西 兰 北 岛 第 三大城市哈密尔顿

举行，一年一届，此次展会吸引参

展商四千余家，参展观众达十万

余人。

本次展会，中联重科展示了

ZE18GU、ZE75E-10及 ZE135E-10

三款市场热销土方机械机型，其中

最 新 发 布 的 1.8吨 微 挖 产 品

ZE18GU引发诸多参展观众的兴

趣。性能卓越的 ZE18GU 挖 掘

机，具有灵活、轻便、耐用、舒适、

安全可靠和维护方便等显著优

势，吸引了大批业内人士前来观

展与体验。

此外，ZE18GU 挖掘机一些

巧妙的结构设计也让现场客户称

赞不已。例如，ZE18GU挖掘机动

臂后置油缸完美地避免了拆除工

作中对油缸的损坏，伸缩履带很

好地解决了狭窄工况问题等。

据了解，此次展会有多家新

西兰当地大型建筑公司和设备租

赁公司负责人亲临中联重科展区

进行产品观摩及技术交流，并在

详细了解和亲身体验之后，当即

签下了订单。

客户的认可，来源于中联重

科对每一款产品的细心雕琢。以

土方机械产品为例，中联重科土

方机械产品拥有“高配置、高效

率、高可靠、低油耗、低故障、低维

护”等性能特点，对动力匹配、液

压控制、工作装置、驾驶室等关键

部件和零部件都进行了综合性能

优化，各项产品性能均达到行业

先进水平。

随着全球疫情防控形势逐步

好转，新西兰政府将加大对基础

设施建设的投入，工程机械市场

可持续发展潜力十足。中联重科

将不断发力新西兰等为代表的海

外市场，以高端系列精品积极融

入当地、服务当地，与全球客户紧

密合作，让中联重科“极光绿”更

加闪耀全球。

“G”高一筹！中联重科G系列
旋挖钻机力掀热潮

近日，在山东省重点工程———

京台高速公路齐河至济南段改扩

建项目工地上，两台身披“极光绿”

的中联重科旋挖钻机 ZR400G正

贡献出澎湃力量，服务齐鲁大地基

础设施建设。自 2022年下半年以

来，中联重科 G系列旋挖钻机加

速交付全国各地，迅速担当施工主

力，代表卓越的“大 G新时代”正

快步走来。

“ZR400G旋 挖 钻 机 是 获 得

‘2022中国桩工机械市场年度产

品奖’的 ZR420G-II的衍生机型，

市场反响一直很好。这个项目是土

层地质，桩径为 2米，桩深为 60

米，ZR400G从去年 12月初开始

陆续进场，动力强劲，同时稳定性

高，平均 7小时能打一根桩，得到

客户高度认可。”中联重科服务工

程师彭武介绍说。

近年来，中联重科基础施工机

械公司在技术创新、研发制造、市

场规模等方面奋力攀登，于 2022

年全新推出 G系列旋挖钻机。G

系列产品采用全新外观，性能配置

全面升级，全系产品均经历 1年以

上、数千个小时的验证，具有稳定

高效、厚重扎实的特点，赢得了市

场的广泛认可。

目前，G系 列 旋 挖 钻 机 已 经

拥有了较为完善的产品型谱，包

括 适 合 土 层 的 小 机 型 ZR180G、

ZR240G，房 建 桩 桥 梁 桩 全 能 的

ZR360G，以大桩施工能力强劲为

代表的大型旋挖钻机 ZR420G-II、

ZR420GP、ZR550G等。G系列旋挖

钻机正陆续交付各地客户，在各类

工程中充分展现自身的卓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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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值高实力强，中联重科“极光绿”亮相新西兰FIELDDAYS展

□品牌宣传部

晏禹：用优秀服务诠释中联重科志诚担当

□泵送机械分公司 王凌凯

2022年 12月 21日，中联重

科“凌云系列”二代产品最长臂

架泵车交付中山市欣动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

此次交付的中联重科五桥

70米重汽国六泵车，为行业首款

突破 70米并能控制在 55吨重量

范围内的法规产品，集多种新技

术于一身，含一键展收臂、一键

布料、任意支撑整车防倾翻、混

凝土料况 AI识别等，是混凝土

泵车领域最先进技术的集大成

者，具备稳如泰山、极限最长、

快人一步、省油省心、智能便

捷、数字运营六大绝技。产品通

过动力与负载功率的最佳匹配，

实现综合油耗比同行低 15%，一

箱油可多打 100方，油耗年节省

3万元。同时，搭载功能独立双

油箱，换油周期增 1倍，年节省

约 10000元，大幅缩短客户投资

回报周期。

交付现场，客户代表表示，公

司时刻关注中联重科新推出的产

品，尤其是 70米泵车一上市，看

到同行们使用称心、反馈良好，

甚是心动。从过往购买产品的使

用感受来看，中联重科产品性能

稳定、品质可靠，售后服务也十

分及时和贴心，更是坚定了公司

再次购买中联产品的决心。

以 70米泵车为代表的“凌云

系列”二代产品凭借其实力，自

上市以来在全国各地掀起抢购

潮，该“顶流”产品定会助力客户

在事业上再铸辉煌。

晏禹，从一位英姿飒爽的退

伍军人，成长为中联重科工程起

重机维修服务保障的全能型人

才，时间跨度是 20年。

晏禹言语质朴，笑容灿烂，浑

身充满干劲，透着一股遇到困难

永不放弃、绝不退缩的倔劲与韧

劲。作为一名服务工程师，晏禹

是 20年来以持之以恒的坚守和

锲而不舍的求索，为客户排忧解

难，为设备保驾护航，用真心、诚

意和行动将服务做到极致，为客

户创造更大价值。

服务多面手

成为一名优秀的服务工程

师，必须具备出色的服务技能。

对于工程起重机，从机械部件到

电气元件，从智能系统到备件供

应，从加工组装到工程应用，从

日常操作到保养维护，上百吨的

庞大工程装备，需要服务工程师

将全方位的知识与技能融为一

身，方可在服务一线超越客户的

期望，树立服务标杆。

晏禹于 2002年进入工程起

重机分公司，先后在产品装配调

试线和售后服务线工作。多次参

与新机型产品试制的宝贵经验，

结合常年在服务一线参与疑难紧

急故障排除、提供技术支持和施

救处理的丰富实践，使得晏禹不

仅能够为客户排忧解难，更能够

细心观察设备工作状态，实时收

集信息，预判故障可能发生的原

因，最大程度降低设备故障对客

户造成的影响。

对于晏禹来说，一名优秀服

务工程师的职责是保障客户设备

维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同时也要

倾听一线客户的真实反馈，为市

场产品和服务改善提升做好积

累。在日常服务工作中，晏禹注

重了解工程起重机发展方向，积

极收集客户反馈意见，为技术研

发部门采集数据，结合产品生产

工艺，分析总结产品改进意见。

同时，晏禹还主动参与编写服务

案例，业余时间主动学习，提升

综合知识技能，实现从单一型服

务向多面手型优秀服务工程师的

职业转变。

一诺千金重

近几年来，履带起重机呈现

井喷式发展，市场销售供不应

求，优秀服务工程师往往处于超

负荷的工作状态。根据工单统

计，晏禹 2021年平均每月有 27

天在外全天候的服务，足迹遍布

17个省份，服务出差行程每月平

均超过 5000公里。“中联重科产

品服务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

去！”晏禹用实际行动践行“诚服

务·心关爱”服务品牌理念。

有一次，ZCC5800在内蒙古

锡林浩特出现故障，工地停工任

务紧急。接到通知后，晏禹立刻

从浙江动身赶往内蒙古，内蒙古

接近零下 30摄氏度的极寒低温

没能阻挡晏禹的脚步，疫情交通

管控在高速公路上下不来，晏禹

就在原地等待通行绿码符合防疫

政策后继续前进，一波三折克服

重重困难终于抵达工程现场。顾

不上吃口热乎饭，晏禹连夜对设

备进行全面检测和故障排查，终

于 在 第 二 天 早 上 确 定 故 障 原

因，是由于极寒天气和司机操

作不当。故障很快被晏禹排除，

设备在他的手里迅速恢复正常运

转施工。

“晏禹技术精湛，服务一丝不

苟，必须要给中联重科的产品和

服务点赞！”客户对于晏禹所展

现的志诚担当高度认可。

中联重科携土方机械和高空作业机械等高端设备参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