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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埃弗电子九月展会全记录
适逢九月丰收之际，三埃弗电子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国际医疗
设备设计与技术展览会暨研讨会，本次展会是医疗设备制造商
找寻原材料、制造技术和外包服务的黄金机会，也是我公司合
同加工业务部门扩展业务，宣传自己的最佳契机。9 月 11 日，
以合同加工业务部门为主，国际市场部门为辅助的公司代表携
公司部分产品在展会上亮相，他们积极主动，耐心细致，为公
司业务的进一步开展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9 月 22 日，合同加工部门罗娟又再次代表公司远赴广州参加
了中韩中小企业博览会，为公司产品形象的建立，以及公司海
外业务的扩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详细请参见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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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医疗器械》杂志专访 3F 医疗

1. 九月三埃弗医疗展会全记录
2. 《世界医疗器械》杂志专访 3F 医疗

2008 年 9 月 19 日上午十点，陆总在会客厅接
受了《世界医疗器械》杂志的专访。
陆总重点就 3F 医疗当前发展的现状及公司未
来发展战略向记者做了详细的介绍，此次公司又传
喜讯，为充分响应了市场及临床的需求，在深入与
临床医生的充分沟通之后，结合急救应用领域的医
疗环境特点，公司精心打造了一款急救专用移动监
护信息系统（Ambulatory Monitoring System
in Emergency，AMSE）
。目前，上海浦东新区急
救中心已经正式实施 AMSE，网络内的 10 余家救
治医院可以享受到提前获知急救病人的生命体征
信息的优越性，使得急救医疗的实效性更强。
陆总表示：“AMSE 的成功研发不仅具有广泛
而深远的临床及社会意义，对 3F 医疗也具有十分
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的成功推向市场，标志着 3F
医疗从原先的设备提供商，转变为在急救领域和医
学的前沿领域的专业医疗解决方案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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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总表示，在过去 10 年多的发展历程中，3F 医疗凭借着诚信、睿智、执着的精神，提供着至臻完善的医
疗解决方案。3F 医疗作为一个不断进取的公司，未来，3F 产品将与医疗行业共同发展，并不断致力于急
救领域和慢性病领域，以降低疾病给人们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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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情九月 IRIS 新品上市开启礼遇之月
盛载着研发组同仁多月来的辛苦，第一台带有心电功能的
IRIS 生命体征监护仪，被正式售出发往云南昆明。3F 医疗 IRIS
新品上市联动活动，也正式面向国内市场宣告全面启动。
作为国内专业提供医用监护综合解决方案的高新企业，3F
医疗一直致力于新品研发与公司双赢理念的执行，本次新品上
市联动活动既是一次新品展示，同时也是 3F 医疗真挚回馈广大
经销商和老客户医院的一次实际行动。
公司决定，此次新品 IRIS 的市场推广专项经费，将通过“新
品推广即送现金”的形式，切实回馈于长久以来一直风雨同舟
的广大经销商伙伴老客户医院。
后记：
在本次市场活动中，也真实反映出一些市场上的真实现状，
比如已有经销商和潜在重点经销商的合作意向；近一段时期内
已有合作经销商的真实层次，更切实的评估了现有经销商和潜
在重点经销商的实际销售实力，并为国内市场销售部同仁评估
近一段时期经销商的拓展工作提供了现实依据，值得深思。

3F“盛装”出席国际医疗设备设计与技术展览会暨研讨会 MEDTECH
9 月 11 日，国际医疗设备设计与技术展览会暨研讨会在上海国际展览中心开幕，上海三埃弗电子有
限公司派出加工业务部、国际市场部以及部分研发人员参与本次展会。早在展会开始前两周，公司各部
门就积极待命，做好各项准备活动。尽管此次展会不是针对监护仪的专业展会，但大家都积极参与，做
了不少的功课，借此机会不但了解了医疗行业市场的最新动态、也了解了 3F 参展的整个流程，尤其对
于新同事而言，使他们更清楚了 3F 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和 3F 能带给客户怎样的服务等信息。公司总经理
还亲自针对本次展会对参展人员做了相关培训，使得大家都做到心中有数，对展会抱有很大的期待。
如以往一样，三埃弗的展台不论从外观上还是展台陈列的产品，都使人印象深刻，吸引了来自国内
外众多客户的关注。尤其是展会开始的第一天，展台前始终人头攒动，不断有人停下脚步询问。展台工

作人员也是耐心细致，保持微笑，将公司的特色，产品一一呈现给我们的潜在客户，为公司加工业务的
发展奠定了更加深厚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三埃弗公司深圳厂 I-Medical 也首次亮相 Medtech，对于过去一直致力于汽车模具开
发的深圳易拓来说，医疗行业对于他们还是一块有待开发之地，因此本次展会对于他们来说，就显得更
为重要。尽管深圳方面展台人员对医疗行业还不很了解，但大家依然积极主动与客户交谈，在找寻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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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的同时加深了行业了解，并收获了不小的潜在合作机会。
3F 广州中韩中小企业博览会见闻 （加工业务部罗娟供稿）
9 月 22 号到 9 月 24 号，加工业务部罗娟代表上海三埃弗电子有限公司参加了中韩中小企业博览会，
一去到广州国际展览中心，即琶洲展馆，感觉好大好气派噢，建筑风格也很独特，人也特多，觉得这个
展会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收获！
进到展馆里面，展台的搭建各有风格，各式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真是名符其实的博览会啊！布置
好我们的展厅后，我就满心欢喜地等待客人的询问，我发现很多客人对我们的 IRIS 监护仪很感兴趣，他
们觉得这个东西这么小巧又很方便使用，买一台放到公司或者家里，起到建康管家的作用真是太好了！
也有的客人很有趣，他们会问，你这是打卡机吗？或者直接问道，请问你们这打卡机怎么卖的，这时候
我会耐心地给他们解释我们的监护仪，我们的公司和我们的业务模块，经常他们会让我帮他们量下血压
什么的，量完之后他们都说还蛮准的，会考虑买一台。
虽然这次展会经销商不多，但是我感觉普通老百姓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了，监护仪的普通化，家用
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我们的产品外观很受欢迎，这更增加我对公司产品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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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人 29 岁前变富翁的秘诀
你是否想在 29 岁前成为富翁呢，学会下面的“人脉理财法”也许会给你带来奇迹般的效果。
内修工夫＋外营人脉
所谓，只能靠钱赚钱？尽管市面上理财书籍教的致富方法，大多是以投资工具为媒介，但积累资产
的方法不只一种，有人懂得善用投资工具，大赚机会财；有人则专营人脉圈，年轻时愿意多付点交际费
当学费，先蹲后跳，随之而来的是职位、薪水的提升以及见识的增广，已经不是可以用报酬率这类数字
来衡量的了。
外营：深耕职场关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投资的李雨，对于理财工具的知识比一般人还要强，却没有用于自己的资
产规划，“我没有很刻意存钱或寻求投资，我认为投资自己最重要！”他说:李雨对自我的投资，包含了
进修与人脉两项。他曾在上海一家最高级的休闲俱乐部待了 7 年，做到市场总监，举办过数十场的大型
休闲运动赛事，招待过阿加西、张德培等世界运动名将。
有些俱乐部是达官贵人的汇聚之所，在那里可以接触到很多优秀的人。李雨从一个小专员开始，只
有一千多元的薪水，他却舍得请客吃饭、多结交朋友，而非存起来。“你知道吗？光听他们讲话就觉得
收获颇丰！”他觉得这交际费花得太值了。他的专业是市场营销，深耕人脉的作用很快便“发酵”般扩
散，各方人士大力赞助并参与他所举办的活动。不过三年，他便跻身年薪百万一族了。
李雨实行的就是“人脉理财法”：藉由结识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才，协助事业或眼界的拓展。
理财专家也认为：投资在理财的时间愈长就表示投资在自己身上的时间愈短，而增加自己这个“人
力资本”，如增加学历、才能、提升工作技能与人际关系，比投资所得的利息更多。这个建议特别适合
初入社会三五年的青年，正逢职涯起步，最重要的是积累专业知识与建立职场关系，与其算计一些蝇头
小利，倒不如将时间成本花在经营本业，工作表现好，升官加薪也不远了。
内修：打响自我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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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脉理财，需要真才实学相辅相成，指的是专业知识与敬业态度。在工作上肯下苦工是第一步，博
得客户、上司、同事的信任，先有工作表现为基础，人脉的加分效果才明显。
27 岁的杨庆，前一份工作是精品公关公司的专员，如今，则是国内某知名钟表代理公司的公关经理。
当初尚未正式上班，公司就送来一支市价 20 万的名表当作员工福利。不少人欣羡她能得到这个好职位，
杨庆则说获得职涯攀升的机会连自己都觉得意外，因为是老板主动找上她的。
原来现在的老板曾经是她的客户，认同杨庆的办事能力；当底下有缺，便将她列为候选人之一。而
之所以被公司选中，“后来我才知道，老板曾问过几位媒体记者的意见，最后选了我。”
由于她与媒体接洽时，会针对不同属性的媒体提供多元的新闻角度，这份努力让记者肯定其专业，
若有人问起杨庆的工作能力，想必多是美言。往往就是因为共事的好印象，就算没有刻意经营关系，无
形之中也帮你牵起好人脉，因此实力与人脉的养成不能偏废。
真诚付出，心薪相印
“人脉理财法”并不适合急欲一步登天的人，关系是一种长期投资，要细火慢炖，谁也算不准它在
何时才开花结果，甚至要有心理准备，不一定有职位、薪资等实质回馈。
人脉的回馈是以各种形式展现在你的生涯中。结识优秀的人就像李雨所说，听他们讲话都有收获！
当你面对人生关卡、遭遇困境之际，往往能从好的人脉那儿得到指引和帮助，他们或许无法在事业上给
予直接帮助(通常若你值得信任，他们必会拔刀相助)，但有时一句话就让你受益无穷。
而最会经营人脉者都不约而同地透露：与人结交，真心为贵。美国知名企业家与激发潜能大师博恩
崔西(Brain Tracy)指导学员销售成功术时，最常挂在嘴边的就是“真诚地关怀你的顾客”。他说：“你
越关怀你的顾客，他们就越有兴趣跟你做生意，一旦客户认定你是真心关怀他的处境，不论销售的细节
或竞争者如何，他都会向你购买。”做成生意只是结果，崔西教导的重点是以真诚赢得人心。

家庭小常识——家具变新三招
每期一题——称沙
有 7 克、2 克砝码各一个，天平一只，如何
只用这些物品三次将 140 克的盐
分成 50、90 克各一份？

牛奶擦洗变新法 用一块
蘸了牛奶的布，擦拭桌椅
等家具，不仅可清除污垢，
还可使家具光亮如新。
醋水擦洗变新法 用半杯
清水加入少量醋(水量的
1/4)，用软布蘸此溶液擦
拭木制家具，可使家具重
现光泽。
凉茶擦洗变新法 泡一大
杯浓茶，让其变凉后，将一块软布浸透，擦洗木
制家具二三次，然后再用地板蜡擦一遍，可使家
具的漆面恢复原来光泽。

答案
先把 140 克放在天平上分成相等两份.各 70 克.
再把其中 70 克同样平均分成两份,各 35 克.
把其中 35 克里称出 7 克.再把 7 克中拿出 2 克.剩 5
克.再从剩下的 30 克里用天平找出 5 克.共 10 克.再
这样找出 10 克.共 20 克.放入另外 70 克里,共 90 克.
其余归到一起,共 50 克.

编者感言

截至本月，小编已陆续完成 5 月，6 月，8 月，9 月四个月 Sigma 杂志的编纂工作。从完全陌生，在
编辑过程中努力摸索，到现今有了一定的想法以及基本套路，基本固定了公司独有企业内刊发布，并形
成一定的企业文化氛围。感谢大家对此做出的积极努力以及全力配合。
当编辑这份刊物的时候，我始终抱有一种使命感，我们的企业文化正在发展中逐步形成，而这种文
化恰恰是一种企业精神的体现，一种三埃弗特有的精神，一种能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指引我们，激
励我们与公司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我希望通过 Sigma 杂志，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全方位了解对公司各
部门业务进展的平台，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传达每一位同事的心声，我希望通过对公司的大小新闻的
报道，体现我们特有的企业内涵，我希望在工作之余能带给大家一些精神上的慰籍。
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Sigma 已经在日渐成熟，虽然距离以上
种种希望还相距甚远，但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sigma 会越来越好。当然，这需要大家的积极支
持与配合，再次，在这里，向对本杂志给与帮助的同事表示感谢，并诚挚征询更多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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