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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很荣幸，汉邦高科诞生和成长在我们祖国改革开发的

大好时代，中国安防行业快速发展的十年也是我们汉邦高

科高速成长的十年，从模拟监控到数字监控、从PC插卡式

DVR到嵌入式DVR、从标清监控到高清监控，汉邦高科亲

身经历了中国安防行业的每一次重大技术突破，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获得了成长的机会和长足的发展。

	 今天的汉邦高科拥有一支专业的研发队伍，销售服务

人员覆盖全国，具备把市场需求转化为产品的市场理解、

研究开发、生产组织和市场推广的能力，公司拥有多项发

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核心产品都拥有自主知识产品，多

年来，汉邦高科产品被广泛应用于金融、公安、教育、交

通等领域，迄今为止，汉邦高科为中国农业银行已经连续

服务十多年。同时汉邦高科成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连续多年入围“中国安防十大品牌”、“十

大民族品牌”，2012年再度入围“福布斯中国最具潜力企

业排行榜”。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因为汉邦高科有一支与

企业发展共荣辱的团队，是因为汉邦高科有一支与汉邦共

发展的合作伙伴队伍，是因为各界朋友们对汉邦高科发展

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支持，再一次感谢你们！

	 当今，激烈的技术变革把中国安防行业发展带到了智

慧高清时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物联网的发展，传统的

安防设备—视音频采集设备和录像存储设备成了城市的

“眼睛”和“耳朵”，通过互联网这条城市的“脉络”，

将信息传输到城市的“大脑”—远程综合管理平台及应

急指挥系统，让城市管理者通过“眼睛”、“耳朵”、

“脉络”、“大脑”，在城市管理中更加“智慧”。传统

的“平安城市”和“数字城市”到今天已经升级到“智慧

城市”的高度。

	 汉邦高科作为一个以音视频采集和录像设备研发、视频

综合管理平台设计为主业的企业，就需要超越于安全防范的

定位，而提升到服务于智慧管理需要的定位高度。安防监控

设备充当了城市管理者的“眼睛”，如何提高“视力”，让

管理者看得更清晰？只有不断的挑战高清，这是市场对我们

提出的新要求。随着技术方案的不断优化，高清视频监控已

经由多年的探索，进入到了今天的应用阶段，尤其是SDI高

清解决方案已经成为IP高清解决方案的有力的补充发展，给

市场提供了一条更优的高清方案的选择。

	 洞悉今天，知晓明天。智慧和高清的发展既是我们一

个发展的机会，也是一个技术的挑战。把脉智慧高清，我

们能感知到汉邦高科作为一个研发型企业未来的发展，我

们能感知到安防行业未来的发展，我们能感知到城市管理

未来的发展。

你们的同事：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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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汉邦高科
摄像机产品中标碧桂园安防监控项目

 汉邦高科摄像机产品顺利中标碧桂园安防监控项目。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大型综合房地产企业，项目遍布于珠三角及国内其

它省市，为配合集团“五星级”居住理念，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佛山

市顺德区碧日安防工程有限公司特举行了 “2012.7- 2013.6弱电产品年度品牌入围”招标

会，进行国内公开招标。在竞标中，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从众多实力雄厚

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摄像机产品顺利中标。

 汉邦高科主要从事安防行业数字视频监控产品和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我国

安防行业中数字视频监控产品和系统的主要供应商之一。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以数字视频处

理技术、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嵌入式系统技术、数字视频网络传输控制技术、智能视

频分析技术、系统安全稳定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平台，构建了视频监控行

业较为完整的技术体系。公司产品线覆盖了监控摄像机、数字硬盘录像机等领域，共计

20个产品系列、100多种型号，并为行业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公司在各项产品上均拥

有独立自主的核心技术。目前公司的数字视频监控产品和系统广泛应用于金融、公安、交

通、电信等传统安防领域，并在教育、智能小区、智能楼宇、连锁经营、医疗等新兴民用

安防领域得到了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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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汉邦高科在智能视频分析领域的部分成果入选

ICSP2012（国际信号处理学术会议）论文集，公司相关研究人

员将应邀参加会议并在分组会上进行宣讲。此次参与国际专业

领域的技术成果交流，预示汉邦高科在智能视频分析领域的核

心算法研发方面得到了国际学术领域的认可。

 ICSP学术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具有相当的国际声誉, 是

中国大陆举办的在“信号处理和模式识别”专业最有影响力的

综合性国际会议，是中国在“信息科学”的研究领域重要的对

外交流窗口之一。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安防

行业中较早提出在视频监控采用智能化视频分析技术，用以提

高视频信息存储和事后追忆检索的有效性。多年来汉邦一直坚

持在智能化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公司目前已有多项自主知识

产权的核心智能化技术，其中多项技术已进入产品线，成为应

用领域解决方案中的亮点。

 汉邦高科的入选论文研究了基于目标模型核函数的相似

度度量，提出了利用修正的核函数对目标模型进行平滑的新方

法。将该文采用的方法应用于目标匹配的视觉跟踪中，能够优

化跟踪过程的收敛性以及加快收敛速度。通过实验验证，修正

核函数大大提高了相似度曲面中吸引域的梯度，保证了算法能

够更为准确的收敛到目标位置，使跟踪过程具有更强的鲁棒

性。另外，该文在Mean Shift 跟踪框架下，使得寻优步长自适

应地增大，进而减少了迭代次数。该文提出的方法与传统方法

相比较具有更准确的跟踪效果、更快的跟踪速度，可以满足实

时应用的要求。

据悉，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硬盘录像机产品顺利中标“中信银行

2012年度安防设施选型入围项目”。中信银行是继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之后，又一个选用汉邦高科产品的金融领域客户。

汉邦高科是业内较早为金融行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安防厂家，为了更好的满足金融

行业对安防产品高品质的需求，多年来，汉邦高科依托实力雄厚的研发团队不断突破创

新，形成了以数字视频处理技术、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嵌入式系统技术、数字视频

网络传输控制技术、智能视频分析技术、系统安全稳定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为核心的技

术平台，构建了完整的数字视频监控行业技术体系。目前公司（含子公司）拥有19项专

利，45项软件著作权，另有15项专利申请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

多家金融行业客户选用汉邦高科产品，是对汉邦高科技术与产品的最大认可。汉邦

高科有能力也有信心为更多行业客户提供优质稳定的产品与技术服务。

02 汉邦高科
中标中信银行安防设施选型入围项目

03汉邦高科
智能视频分析技术登上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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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慧聪安防网主办的2011年度中国安防行业十大品牌评选颁奖典礼于8月22日在深圳麒麟山庄举

行，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再度入围“中国安防行业十大民族品牌”之列。

 慧聪安防网年度安防行业十大品牌评选活动在业界有极大地影响，多年来，得到安防企业、专

家、媒体、网友、买家的广泛关注和支持，这次评选经历了近6个月的报名投票，最终，汉邦高科凭

借自身优势和在安防行业里的品牌影响力在诸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顺利入围，再次蝉联

“中国安防行业十大民族品牌”殊荣。

 2012年9月20日，由公安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江苏省

公安厅、南京市公安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圳研究院、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南开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

中心支持，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智慧中国联合会主办的

“2012第四届中国智慧城市（南京）高峰会”中南京世

茂滨江希尔顿酒店隆重举行。会议期间揭晓了2012年百

强企业评选结果，汉邦高科顺利入围“中国安防五十强企

业”，再次荣登百强榜。

 本届高峰会还特设了市长-企业家圆桌会议五场分论

坛。汉邦高科高层领导代表刘毅先生应邀参加，与院士、

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国内外行业技术专家和业界同仁就未

来一段时间的智能安防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产

品和技术发展趋势、存在问题和有效解决方案等进行了有

效探讨。

04 汉邦高科
蝉联安防行业十大民族品牌

05汉邦高科
再登百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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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汉邦高科
2012年上半年评优结果公布

 经过初评、复评两个阶段的严格评定，2012年上半年度评优结果已揭晓：

序号 优秀奖项
优秀名单

系统\部门 姓  名

1
优秀经理

研发类 深圳研发中心软件部 谢海军

2 综合类 人力资源部 姜俊霞

3

优秀主管

营销类
市场部 丰武刚

4 深圳销售—渠道部 龙    娜

5 研发类 深圳研发中心—硬件部 苏    雷

6 生产类 深圳分公司—工艺部 谭    勇

7 综合类 北京客服中心 李    磊

8

优秀员工

北京研发中心

海外部—销售 邓学之

9 上海销售部—销售 胡长胜

10 摄像机研发部 杨素萍

11 NVR研发部 陈    宸

12 深圳研发中心 软件部 陈    亮

13

制造中心

深圳分公司—工艺部 魏丽萍

14 深圳分公司—生产部 覃黄山

15 北京—采购部 李    菲

16 深圳分公司—品管部 徐文娟

17 客服中心 摄像机事业部—售前 郭晓明

18 综合部 深圳分公司—行政部 李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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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全高可靠性监控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通过验收

安全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出台 安全相关行业发展受益

行业资讯

2012年7月23日，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实

施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煤矿安全高可靠性

监控系统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编号：2009BAK54B00）

通过了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

该项目以提高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可靠性为重点，构建

了新一代煤矿安全监控技术平台；在传感器自诊断、本质安

全设备配接、煤岩动力灾害在线监测、监控系统网络结构可

靠性及抗干扰四类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建立了煤矿安全监

控关键技术示范工程；为促进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

转提供了技术支撑。

验收专家组在听取项目汇报人对项目总体完成情况汇

报基础上，经过质疑讨论，一致认为项目完成了立项任务书

规定的全部研究内容，达到了考核指标要求，同意通过该项

目的验收。(摘自安检总局)

为促进我国安全产业发展，增强安全保障能力，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下称《指导意见》)。

该意见的亮点是把安全产业列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

产业。重点开发个体防护产品、探测检测监控等八大类产

品，对于我国安全产业的健康发展有指导性作用。安全产

业是国家重点支持行业，对于保障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健

康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意见的发布，将有力推动安全

产业及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

从意见涉及到的八大产品技术来看，每类都与安防有

一定的关系，该意见的出台对安防行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摘自中国安防行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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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邦高科2012年新品发布会纪实

2012年8月14日，汉邦高科2012年新品发布会在北京北大博雅国际酒店正式举行，

拉开了为期1个月的全国新品巡展序幕。

此次汉邦高科新品发布会主题为“智慧高清 感知未来”，先后在北京、沈阳、上

海、深圳、成都等地召开，来自各地的上级主管部门领导、行业客户领导、工程商、集

成商、经销商近2000名来宾出席了活动现场。

(市场推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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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SDI系列产品为代表的最新成果齐集亮相
发布会上，汉邦高科展示了最新成果：企业级数字高清解决方案——SDI高清解决方案、IP网络高清解决方案、模

拟高线解决方案、LCD高清拼接屏、火灾报警远程智能维护系统、客流统计智能分析系统、智能人脸识别系统、云终端

系统等。

汉邦高科高层领导代表
刘毅先生

汉邦高科董事长
王立群先生

汉邦高科北京研发中心
总经理艾奇先生

辽宁省公安系统领导

中国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秘书长靳秀凤女士

上海安全防范报警协会
秘书长吴元生先生

深圳安防协会常务副会长
邓文杰先生

四川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
蔡其胜先生

智慧高清 感知未来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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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

中心管理、存储

HD-SDI
摄像机

HD-SDI光端机

SDI 矩阵

高清解码
管理服务器

流媒体
转发服务器

存储服务器

SDI-HDMI
转换器

HD-SDI
分配器

光纤

HD-SDI DVR

HD-SDI
高清压缩卡 客户端

LAN

HD-SDI
摄像机

全新高清HD-SDI系统解决方案——HB600系列、HB500系列、HB400系列HD-SDI数字高清摄像机，搭载HB9400

系列HD-SDI高清硬盘录像机，配合SDI-HDMI转换器、SDI分配器、SDI矩阵，全部产品采用广播级高清信号传输标

准，实现了高清视频的无延迟、高质量预览、压缩及存储；支持音频、视频及控制信号在同一根同轴电缆同时传输，简

化了监控系统的施工，为用户提供了完美的高清监控系统解决方案。

全新高清IP网络系统解决方案——HB700系列、HB800系列、HB900系列高清网络摄像机，搭载HB9900系列、

HB7900系列高清网络硬盘录像机，配合HB2000D系列解码卡、解码盒，采用全新的高清视频处理技术及网络传输技

术，实现了高清视频的采集和存储；采用先进的网络即插即用技术，使网络配置简单化，解决了网络监控系统的应用瓶

颈，为高清网络视频监控系统的全面普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HD-SDI系统解决方案

高清IP网络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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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模拟高线系统解决方案——HB-1014系列、HB-1153系列、HB-1200系列、HB1250系列700线彩色摄像

机，搭载HB8600T3H系列、HB7200X3H系列模拟高线硬盘录像机，是对传统监控产品的全面升级。视频分辨率高达

700线，同时加入了宽动态技术、2D、3D降噪技术，使画面更清晰。全面兼容传统监控系统，是标清监控系统升级的最

佳选择。

产品体验贯穿全场会议
人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为了让来宾能切身感受到汉邦高科新产品、新技术的优势，汉邦高科此次新品发布

会大胆创新，抛开老套的宣讲式做法，改用“体验式”互动，将设备搬到台上，当着诸多来宾的面，邀请嘉宾上台进行

现场操作，亲身体验，让体验的嘉宾将自己最真实的使用感受告诉在座来宾，好不好让体验嘉宾来评判。互动体验环节

在现场掀起层层高潮，产品和技术优势得到与会来宾高度认可。

LAN

管理服务器

中心管理、存储

流媒体
转发服务器

存储服务器

960H模拟高清摄像机

960H模拟高清摄DVR

高清拼接屏

LAN

模拟高线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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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技术普及巧妙贯通游戏互动中
长时间的技术讲解难免会让来宾感觉枯燥乏味，影响产品和技术的推广效果。汉邦高科新品发布会特别设计了游戏

互动环节，将讲解的技术内容巧妙贯通游戏互动中，有奖抢答、现场抽奖，来宾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现场参与气

氛热烈。

获奖幸运来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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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设备演示讲解

现场有奖抢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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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邦大家园，有你有我，还有我们的家人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汉邦高科仍然能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这不仅得益于汉邦高科800多名员工的努力，还离不

开汉邦高科合作伙伴以及客户的信任与支持，我们都是汉邦大家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而这个大家园里不只有你有我，

还有在背后支持我们的家人，他们是我们开创未来的原动力。在新品发布会上，汉邦高科没有忘记为家人送上一份心

意，在会议中特别设置了“幸运未来星”奖项，参与这个奖项抽取的是汉邦高科遍布全国的合作伙伴的小孩，汉邦高科

希望在这一刻向合作伙伴及其家人送上由衷的感谢。

13



问：硬盘录像机远程广域网如何做路由的端口映射？

答：如果远程时硬盘录像机连的是路由器的话，不管是固定的ip地址还是动态的ip地址，路由器都需要做端

口映射。

 1. 首先要给录像机手动分配一个局域网的ip地址，要保证这个ip是没有被占用而且是可以ping通的，然后

看录像机里的系统命令监听端口和HTTP监听端口分别是多少，通常录像机里系统命令监听端口和HTTP监听端

口的默认值为8101、81.用户可以自行设置这两个端口的值，设置端口后，必须重启录像机以使设置生效。

 2. 客户需要通过电脑的ie浏览器进入路由器管理界面，以TP路由为例，进入路由器的转发规则，虚拟服务

器选项，把录像机里的8101和81 分别做端口映射，路由器里端口映射的端口和ip必须和录像机保持一致。不

同品牌的路由具体端口映射的选项不一样，客户如果不明白可以详细咨询路由器厂商。

（客服中心）

硬盘录像机远程广域网           
如何做路由的端口映射？

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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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LD跟踪技术的性能

基于上小节的设计思想，TLD系统表现出优秀的

性能。TLD的设计者选择多个视频序列对其性能进行

了测试。视频序列的场景包括室内、大厅、户外等，

所要跟踪的对象有人、动物、车辆和任何指定的小物

体，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视频序列都包含了传统跟踪

算法所不能及的挑战性因素。具体的测试简要介绍

如下：

1)毛绒玩具的跟踪(由人拿着)，视频序列中涉及

的困难因素有：物体缓慢运动；光线变化；物体形

态改变。

2)人脸的跟踪。视频序列是一个多人反复交错运

动的室内场景，被跟踪的人脸存在部分遮挡。

3)商场中行人的跟踪。其中行人间的行走存在全

部遮挡。

4)高速行驶的汽车的跟踪。展示了高速路上汽车

由近到远的行驶过程，其中包括物体的快速移动；遮

挡；消失；尺度变化；小物体跟踪。

上述只是TLD测试的一部分，在其上列举的环境

中，TLD都达到准确跟踪。TLD在应对光线变化、遮

挡至消失、目标形态、尺度及运动变化等，具有很

好的适应性。TLD发展了传统跟踪算法，是一种实时

性、有效性兼备的新方法。

5、TLD跟踪技术在城市智能轨道交通中的应

用前景

随着公共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轨道交通出行

已经成为人们方便快捷出行的最佳选择。为了加强轨

道交通的公共安全，相关部门引入智能视频监控。通

过应用智能视频分析，可以实现对轨道交通的主动、

实时监控，及时有效避免或处理有威胁或突发性的

事件。轨道交通作为一个主要交通枢纽的公共场所，

地域较大，人流集中，需要对其进行监控的场景点较

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周界监控

轨道交通的周界防范主要用于轨道附近的围界，

用以监控是否有物体靠近或进入，一旦在设置范围内

发现移动物体将触发警报。另外，由于轨道交通的枢

纽站台通常都很大，系统应根据具体情况把控制边界

划分成若干小区域，以细化对边界的控制管理，提高

报警的精确度。

2)轨道监控

轨道是轨道交通的重要通道，通常会拥有多条轨

道并伴随之间的交叉穿越。

因此，对轨道和其两边设置的安全缓冲带，根

据安全级别不同，划分区域，等级监控，严禁出现

遗留物、人员或其他不明物体的进入，对此情况要

实时报警。

3)设施监控

轨道交通的配套设施包括车库机车、站内闸机、

围栏、自动售票机、消防器具、屏蔽门、服务台等。

设施的安全是保证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前提，主要实

行以下监控：机车在空闲时段严禁有人或不明物体接

孙尚白（北京研发中心)

在城市智能轨道交通中的应用（二）

TLD技术
TLD technology in the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of city track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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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防止对机车进行破坏行为；对于各种辅助设备，

严防盗窃和破坏行为；对于工作区的误入、防盗、遗

漏和人为损坏也是轨道交通监控的重要环节。

4)乘客活动区

乘客活动区域主要包括站台、通道出入口和其他

人流频繁区域。需要重点监控是否有人遗留物品；在

特定区域是否有徘徊、尾随等可疑行为；通道出入口

的人流控制等。

从上述可见，智能视频监控在交通轨道上的应用

十分广泛。而且，实现智能视频监控的分析过程都有

相同的处理流程，即通过对监控视频图像的实时分析

来对动态场景中的目标进行定位、识别，然后跟踪，

并分析和判断目标的行为，从而能在异常情况发生的

时候及时做出反应。跟踪技术属于智能分析过程中的

中间环节，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实时可靠的跟

踪技术一直是人们所追求的。

一般城市交通轨道的场内环境都十分复杂，这对

传统的跟踪算法是一个很大的挑战。TLD技术在继承

传统算法思想的同时，又有新的创新和发展，以克服

传统算法的不足。TLD跟踪具有定位准确性，这是包

括城市交通轨道在内的所有领域都期望达到的目标。

TLD适合于对人或其它任何事物的跟踪，即使在缺帧

或摄像头快速运动的情况下，也同样可以进行长期

跟踪。TLD采用传统的跟踪与检测相结合的思想，但

不同之处是TLD的检测器是一个实时更新的可靠的在

线检测器。而传统的检测器则是通过预先离线训练而

成，与实际跟踪物体相分离，不能为跟踪提供可靠的

观测。轨道交通作为安全级别较高的公共场所，跟踪

的准确性是需首要满足的。

其次，TLD具有不受光线干扰的特性。这对于轨

道交通是一个很大的福音。众所周知，光线变化带来

的环境改变会加大进行智能视频分析的难度。地下轨

道主要受灯光的影响，光线的强或弱都会影响实际的

智能分析结果，而地上轨道受光照的影响较重，比如

晴天太阳的普照、雨天的阴暗等，都会使对光线敏感

的跟踪算法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第三，TLD具有抗遮挡性。当目标被半/全遮挡

或消失时，TLD仍然可以做到正确跟踪。轨道交通环

境中人流量大，各种设备比较密集，由此造成的遮挡

障碍普遍存在。所以，抗遮挡性的跟踪技术具有较强

的实用性。最后，TLD的自适应性使得跟踪可以始终

跟随目标的变化。城市轨道交通中大多还是对人的跟

踪，人属于非刚体，其形态时刻都在变化，TLD能够

做到连续准确的跟踪，不会因为人的转身、弯腰等动

作而丢失目标。

综上所述，TLD的诸多技术优势可以解决城市轨

道交通中的实际问题。TLD技术应用于城市轨道交通

将有一个明朗的前景。

6、结论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要求有高级

别的安全保护机制，这就对智能视频监控提出了更加

严格的要求。提高智能视频监控水平的关键在于智能

视频分析技术的强化和进步。跟踪技术在智能分析中

占据重要地位，它的优劣直接影响整个监控系统的性

能。传统跟踪技术在一些难点问题上已经存在瓶颈，

而新兴的TLD跟踪技术采用独特的设计实现思路，克

服已有方法的不足，并且有着优秀的性能表现。TLD

跟踪技术可以解决城市轨道交通中的实际问题，它的

引入将推动整个智能视频分析的发展。（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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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支持HD-SDI高清摄像机、高清球机等设备接入，可自动适应前端摄像机分辨率

	音频可选择HD-SDI数字接口输入或外接模拟接口输入

	支持VGA及HDMI高清输出显示，输出分辨率最高达1920x1080p60

	支持HDMI、VGA、CVBS同时输出

	支持标准的H.264视频压缩算法，支持感兴趣区域编码

	支持对云台、镜头的控制，支持外接键盘操作

	云台、镜头的控制信号发送可选择HD-SDI接口或RS-485接口

	支持4/8路1080p30(720p60)实时视频压缩及存储

	支持1路1080p30(720p60)视频回放

	支持双码流技术、支持0通道编码

	支持图片抓拍、录像剪辑功能

	支持8个SATA硬盘接口

	支持2TB及以上大容量硬盘，支持硬盘休眠

	支持USB、eSATA备份，支持备份AVI标准视频

	支持NTP网络校时服务、SMTP邮件服务

产品简介：

	 HB9400系列高清数字硬盘录像机是汉邦高科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高清DVR监控产品。产品采用成熟

的广播级HD-SDI高清数字标准接口，实现了对高清视频的无延迟采集编码。产品采用标准H.264视频

压缩算法，提供了丰富的接口，为高清监控应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HB9400系列高清数字硬盘录像机 （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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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ACES
大家好，我是潘昕畅，来自美丽的渤海之滨天津，现

就职于NVR研发部系统组。很高兴加入汉邦高科和大家一
起工作，来汉邦的这段时间，发现自己技术上还有许多盲
点，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与大家共同成长。我性格开朗，
谦虚豁达，喜好结交朋友，悟言一室之内。我的兴趣爱好
极其广泛，乐于思考问题，乐于博采众长，虽无才无貌，
却愿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情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
独善我身。

 大家好，我叫李明洁，来自河北保定，现在在NVR研

发部做硬件工程师。我性格开朗、活泼，善于钻研，喜欢

从事电子类的工作。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加入到汉邦高科

这个大家庭，希望和大家尽快成为朋友。初来乍到，还有

许多方方面面的知识需要向大家学习，还望在以后的工作

中大家能够多多指教，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进步！

商务部财务助理林笑华，
很高兴加入汉邦高科。

姓名：李浩
部门：NVR研发部
岗位：研发工程师
家乡：天津
兴趣爱好：球类运动，听歌，旅行
特长：羽毛球

李明洁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认识大家，俺是济南办销售
岗的李镇，出生于济南历城唐王镇，唐王的大白菜可是
特产吆。俺平时喜欢关注电子前沿产品、打台球。以后
希望我们像一家人一样，为了公司明天更加美好而共
同努力。

李  镇

李  浩

林笑华

潘昕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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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ACES
我是研发中心测试部的曲佳岩，我呢性格开朗，最

大的特点就是爱笑，平时总是一副笑嘻嘻模样。但是有的
时候也很安静，不过要是有人和我聊天，我就一下变回笑
呵呵的样子。我呢喜欢交朋友，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工
作、生活的经验，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来找我哦，希望我
们共同努力，进步。

座右铭：不断地努力让自己做的更好。

大家好，我叫王妍，来自东北，在美丽的江城——
吉林上了四年的大学。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那旅游哦，
那是一个安静美丽的地方。

我性格介于外向和内向之间，不认识我的人都会认
为我很难相处呢，但是那都是假象，我喜欢交朋友，一
起去集体活动。已经加入到汉邦大家庭工作一个月了，
很喜欢这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因为刚走出校门，好多东
西都不懂，但是各位同事都很愿意给我讲解，在他们的
带领下，我熟悉了工作流程，更深入了解了汉邦高科这
个大家庭！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能够共同进步！

大家好，我叫宋丹丹，名字很熟悉吧。我现在是
客户部的客服人员，很高兴能加入汉邦这个大家庭。
我的家乡在唐山，虽然出来打工很想家，但是我们就
应该趁着年轻奋斗一下，多多学习，也多锻炼自己。
我的爱好不是很广泛，喜欢听歌，也比较喜欢逛街，
我想这应该是所有女生都爱的吧。性格有点腼腆，但
是我还是很爱交朋友的。来了汉邦快一个月了，我很
喜欢这里的气氛，同事对我也都很好，很帮助我。希
望在汉邦能够开心充实的度过每一天。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办的维修张永华，我的家乡是
因避暑山庄而闻名的承德。我是个爱玩的人，尤其喜欢足
球，看球赛，玩实况，希望在这里能认识更多的朋友工作
之余共同交流。来到汉邦真切的感受到了汉邦带来的激情
与温馨，能来到汉邦这个大家园真的是我很大的幸福！

张永华

宋丹丹

曲佳岩

王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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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大家好！伴随着欧洲杯的落
幕，西班牙夺冠，我非常荣幸地加入到汉邦高科这个大家
庭来！我叫孙迎新，来自山东菏泽，性格开朗，喜欢看
足球，C罗和梅西都是我的大爱，有机会大家一起看比赛
啊！本人也很喜欢爬山，要是大家有爬山计划，一定要叫
着我呀！

汉邦这个大家庭，不仅为我提供了一个成长锻炼、
显示自我的良好平台，也让我有机会认识更多的新同事、
新朋友。初来乍到，还有许多方方面面的知识需要向大家
学习，还望在以后的工作中大家能够多多指教！相信我们
不但会成为事业上齐头并进一起奋斗的战友，更会成为人
生中志同道合、荣辱与共的朋友。最后，我愿能和大家一
道为我们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奋斗！谢谢大家！

孙迎新

陈  晔

大家好，我叫陈晔，来自河北保定。本人性格随和，做
事认真负责，有耐心。缺乏现实观念，在某种念头中时，会
废寝忘食，向往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景，时而异想天开，幽默
过人，时而又冷若冰霜，令人费解，随时准备帮助和支持那
些在烦恼中煎熬的人。这就是我，一个水瓶座女孩。

我现在在汉邦高科商务部担任财务助理的工作，很荣幸
加入到汉邦高科这个大家庭，也很乐意和这个大家庭中的每
一个成员成为工作中的同事，生活中朋友。非常感谢公司给
了这个发展的平台，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倍加努力，为公
司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白  超

大家好，我叫白超，家乡陕西富平。很高兴能加
入汉邦高科这个大家庭，现供职于综合软件部，希望能
和大家在汉邦渡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座右铭：成功并非不可及，成功乃是不可免。

NEW     FACES

张忠义

我是汉邦公司哈尔滨办事处的张忠义，8月13日
刚刚入职，现做技术支持工作。我的家乡在牡丹江
宁安市，镜泊湖离着我的家乡很近。平时爱好打打篮
球，乒乓球，羽毛球，特长机械绘图，很荣幸能与汉
邦高科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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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张巍巍，来自美丽的鱼米之乡安徽安庆，很高兴加入汉邦
大家庭，我的职位是NVR研发工程师。个人兴趣爱好比较广泛，爱好
军事，听歌，没事再看看书，学学外语，希望以后能跟大家多多交
流，多多学习，成为好朋友。

大家好，我是摄像机研发部的张营，来自东北的辽
宁。很高兴来到汉邦这个大家庭，以后的工作中请大家
多多指教，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希望和大家成为好朋
友，在工作之余我喜欢运动，乒乓球，羽毛球，足球，
排球都不会，只会打篮球，有机会可以一起去玩啊。

座右铭：态度决定一切

张  营

张巍巍

靳卫婵

我是靳卫婵，现在是咱们公司人力资
源部的招聘专员。我的家乡在河北省的石
家庄，平时喜欢打羽毛球和看电影。

陈  涛
大家好！我叫陈涛,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北京销售

部从事维修工作。我喜欢听歌，游泳，运动，爬山。很
荣幸能成为汉邦的一员，希望各位前辈多多帮助指导，
我会加倍努力为汉邦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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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齐敬，一个活泼开朗的蒙古族女孩儿，来自美丽的内
蒙古。很荣幸的努力挤进80年代的最后一年。更荣幸进入了汉邦高科这
个温馨和谐的大家庭，现在在研发中心测试部做测试工程师。

标配巨蟹座姑娘，拥有一切巨蟹座特性，爱家，爱亲人。个人爱好
很多，只要是不用高负荷劳动的我都喜欢，因为本人很懒，逛街都不喜
欢，哈哈。喜欢的项目比如台球、架子鼓、音乐类的一切，

比较了解车，有相同爱好的可以共同探讨。O(∩_∩)O。

大家好，我叫郑雪松，来自美丽的海滨城市秦皇岛，是测试部的
一员。性格open，但也有安静的一面。奔放时如蛟龙出海，内敛时
如静水流深。人品五五开。喜欢跟朋友打打dota，喜欢读书，尤其喜
欢中国古代书籍，喜欢跟不同的人聊天。

齐  敬

郑雪松

汉邦的同仁大家好，我是人力资源部的赵小
华，来自炎帝故里----宝鸡。喜好广泛，爱好球类
运动。很高兴在汉邦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希望能认
识更多的朋友，学习到更多。

赵小华

大家好，我是赵俊，来自山西太原，在测试部工作。平
时喜欢打篮球，玩乒乓球，听歌。我为人比较直爽，喜欢交
朋友，也很乐于助人。作为一名职场新人，还有很多不足的
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很高兴能加入汉邦高科这个大家
庭，希望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和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实现我
们的理想。

赵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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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选之路
 任春玲（采购部）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了两条路，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但我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它荒草凄凄，十分幽寂，

显得更诱人，更美丽，

虽然在这两条小路上，

都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虽然那天清晨落叶满地，

两条路未经脚印污染。

呵，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

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摘录）

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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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被评为2012年度上半年的优秀员工，感谢领导对于我工作的支持和

肯定。从2010年10月到现在来汉邦已经快2年了，汉邦给予我的不仅仅是一份稳

定的工作， 而是一个能够体现自我价值的平台，领导的包容与博大的胸怀也一

直感染着我，NVR团队的凝聚力也让我为之动容，2年的时间使我在个人技术，

团队合作，组织能力等方面都有不少提高。

我有幸被评为公司2012年度上半年的优秀员工。首先，我要感谢公司领导对

我的关爱与肯定；其次，要感谢其他同事的帮助与支持，特别是摄像机事业部的

领导与同事的信任与支持。 

当选为优秀员工，这既是公司对我个人工作能力的肯定，也是对我做好今后

工作的一种鼓励，它将推动我更加努力地完成公司的各项工作，做好每一件事。

在今后的工作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提高效率，发扬团队精神，再接再厉，做

好摄像机技术支持工作。

其实海外部每个同事都很努力，我能被评为优秀，实在是幸运的，有很

多业务员的经验都比我丰富，我还有很多需要向大家学习的地方。过去的一年

中，身为一个sales，学会了对于公司分配下来的销售任务要想一切办法完成，

与客户的沟通过程中，千万不能有畏难情绪。海外市场的开拓因为各种原因开

发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我坚信，在我们这个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一步一个

脚印的去走，肯定可以完成我们的既定目标。

能被公司评为2012年上半年度优秀主管，我感到非常高兴与荣幸，感谢公

司对我的厚爱与信任，感谢同事们对我的认可与鼓励。

在市场部工作的这几年中，我亲身感受到公司在不断的完善，不断壮大，

不断进步，我为能够为汉邦高科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而倍感荣幸，也正是这种

荣幸感让我充满信心与激情。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用实际行动为公司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陈  宸

邓学之

丰武刚

郭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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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被评为2012上半年优秀员工，这既是公司对我个人上半年工作的肯

定，也是对我做好今后工作的一种鼓励。自从加入汉邦高科上海办从事销售工作

以来，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始终兢兢业业，认真学习公司研发出来的产品性

能，掌握我们产品的特点，为产品的市场推广做铺垫。在销售过程中我不断地开

发每一个新客户，认真对待每一次的销售，做好每一个客户售后服务，展现我们

汉邦高科的产品特色。在领导支持及同事的配合下，我整个销售业绩在不断地提

高。这次我能被评为优秀员工，也是我们整个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对于同

事们的默默付出表示感谢。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努力，完成各项工作，再次

突破现有销售，不辜负公司对我的期望。

有幸被评为2012上半年度的优秀主管，这是公司领导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是

对我今后做好本职工作的一种鼓励。

自2008年进入公司工作至今，从软件注册到客服人员再到400中心主管，一步步

走来，虽然自己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同样离不开公司领导的支持和同事的帮助。

在我担任400主管这一年多的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困难。400中心最初成立

时人员紧张，制度不完善，服务不标准等等，但是也承受住了种种考验，逐渐成

长、壮大起来，成为一只团结，上进，高效的队伍，得到了客户的认可，更好的

树立了汉邦品牌形象。这些成绩的取得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能达到的，是整个团

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虽然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但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经验

距离领导的要求和同事们的期望还相差很远，工作中还有很多不足。我会不断学

习，努力工作，力争在以后的工作中超越前期的成绩，取得更大进步，把各方面

的工作做的更好！也祝愿汉邦高科的明天更美好！

胡长胜

李  菲

李  磊

时间如白驹过隙般流逝，转眼间已经加入汉邦大家庭两年半之久了，此次很荣幸被评为2012年上半年优

秀员工。非常感谢领导对我工作的肯定和鼓舞以及同事们的支持。记得刚到汉邦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毕业不久

的大学生，经过领导的悉心培养，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也明白了很多道理。对待工作要有着坚定和必胜的

信心，贯彻勤奋的精神。勤奋不是三分钟热情，而是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一个人工作优秀不优秀，并不取决

于她的工作有多重要、贡献有多大，而是在于他是否能够兢兢业业的工作，并把工作出色的完成，那就是优秀

的。我要以此次获奖作为新的起点，更加努力工作，与汉邦共同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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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评为优秀员工之后，我的心情一度激动过，但很快恢复了平静。我

将它视为一个好的开始，因此，也必须有一个好的结果。我意识到我们现在

面临的是什么，我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去实现我们团队的共同目标，这也

是公司的对我们寄予的厚望。

感谢朱总、王总平时工作当中的鼎力支持，随着新产品的增加，我将不断提

升自己的技能，带领团队一起做出更大的努力。

主动的工作，在工作中凡事都主动一点点，

那么整个团队的工作就会得到提升。

苏  雷

当选为优秀主管仅仅是我进步的起点，这将是我今后的工作鞭策和动

力，推动我更加努力地完成领导分配的销售任务。感谢罗总在工作当中对我

的关爱和指导，同时感谢同事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很荣幸被评为2012年上半年度优秀经理，感谢各位领导多年来对我工

作上的指导与帮助，感谢所有的同事对我的支持和理解。刚进入汉邦时我

还是一个初入职场的菜鸟，是汉邦给了我学习的机会和发展的平台，对此

我一直心怀感恩，并且也将持续地将这份感谢与感恩化为工作的动力，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不断学习、创新，跟上企业快速发展的步伐，用实际行动

为公司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龙  娜

杨素萍

姜俊霞

谢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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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从小到大得过那么多奖，不管是各 

               种竞赛还是学期考试，但是这一次当

              选为公司优秀员工让我觉得真正有意

          
义，是会让我铭记于心的“第一次”获

奖。因此，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汉邦高科这个充满着

中国文化气息的大家庭，给我提供了一个可以施展

才能的舞台！感谢公司的领导对我工作上的信任和

支持，让我能愉悦地享受工作，而不是仅仅为了工

作而工作！感谢摄像机研发部的同事们，我们共同

面对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工作的激情、创造力和对摄

像机产品开发事业的孜孜追求！

目前公司正处在快速发展期，摄像机产品的开

发和生产还处在快速提升的阶段。在工作中，无论

硬体方面还是软体方面还有很大优化空间，摄像机

产品相关的其他方面如结构设计、生产、实际监控

项目应用等还需要积累更多经验……但我相信，我们

终会有一天能实现梦想！这是一种必胜的信念，我

从未怀疑过。只是，想让这一天尽早到来，我们需

要进行更多的思考。从我个人而言，有以下几点体

会，与所有研发工程师一起共勉：

保持积极的心态，抓住工作重点。尤其是硬件

研发工程师，事务繁杂，不要在小事上纠缠，快刀

斩乱麻。状态不佳时，可以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

转向学习技术资料或了解行业内的发展动态、了解

竞争对手的产品等等，会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尽快

调整好后再转回手头上的具体工作上来。

在遇到难题时冷静思考，理清思路，积极寻求

解决办法。如果没有思路，那不妨与其他人讨论一

下，或者与供应商或代理商的技术支持沟通，要把

问题弄明白，搞透彻，如果只是绕弯把问题绕过去

了，而未知其所以然，那是治标不治本，问题解决

了也只是运气好而已。但运气不会一直都在的，所

以还是得把自身的内功练好！

学会总结。工作告一个段落时，总结一下自己

的收获和不足，并思考哪些环节可以优化工作效率

和工作质量，并将好的经验与他人分享，可以达到

“达”且“兼济天下”。

培养产品意识，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将自己

当成客户，想象自己梦想中的产品是怎样的，就如

乔布斯对待苹果产品一样，哪怕到一个螺丝钉都要

追求极致的完美，一个好的产品首先是应该有好的

用户体验，对于摄像机来说，无论在什么环

境下稳定而清晰的视频流，再结合便

利的操作是最基本的要求，然

后在功能和性能上再不断增

强和优化。

夫少则得，多则惑。途虽

殊，其归则同；虑虽百，其致

不二。苟识其要，不在博求，一

以贯之，不虑而尽矣。很欢迎大

家来与我一起交流，让我们一起努

力，众志成城，为汉邦高科美好的

明天而喝彩！

虽

随想
杨素萍(摄像机研发部） 

“乐观、执著、追求完美”——这是我的个人写照

获评优秀员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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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邦高科
这个团队中工作的感受

谈谈在 陈  宸

（北京研发中心）

从2010年10月到

现在来汉邦已经快2年

了，汉邦给予我的不仅

仅是一份稳定的工作， 

而是一个能够体现自我

价值的平台，2年的时间

使我在个人技术，团队合作，组织能力等方面都有不

少提高，现做总结与大家分享。

个人技术方面：刚来NVR研发部时，团队中还

只有那么几个人，能够请教的人不多，很多东西也

都是自己一点一滴的慢慢积累出来的，技术能力的

提高，主要是培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从中积累

经验形成自己解决问题的一套思路，以问题点出发

不断扩展，从不同角度思考，锻炼思维的逻辑性和

缜密性，一定不能逃避问题。面对问题主动出击，

使得我的个人技术有了一定的提升。

团队合作方面：以前的工作经历中，很多工作

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完成，不需要和谁商量不需要去

配合谁，自己只要完成了其他什么都不用管，但在汉

邦，我们是NVR整体中的一部分，除了做好自己本职

的工作外，还需要配合其他的组完善NVR这个产品，

所以，及时沟通很重要，问题不能放到最后，最初提

出时大家沟通定好方案，才不至于到开发后期问题暴

露手忙脚乱。能够成为NVR团队的一员，是值得骄傲

和自豪的，从领导到各位同事，大家不像是同事，更

像是朋友、亲人。

组织能力方面：感谢领导把NVR网络组的管理

工作交给我，使我有一个提高自己自身能力的机会。

在这个位置上自己也是适应了一段时间，毕竟这是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从人员管理、任务分配、进度管理

到质量把控，每个环节都是需要不断思考和改进的，

而这一切的前提还是组员自身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每

一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思维方式不一样，对于代码的

适应能力与理解能力也都有差别，怎样能让新员工在

短期内适应现有的开发模式，并能独立思考解决问

题，除了在日常工作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并告诉他

们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思路以供参考外，每周的周会也

会和组员有些技术上的心得交流，员工培养方面是非

常值得探索的事情，一个团队的整体素质提高了，产

品的质量自然会提高，之后的工作中也会在这方面多

总结经验，大家要共同进步。

最后，感谢汉邦，感谢每一个帮助过我包容

过我的兄弟姐妹，希望能在以后的日子里和大家

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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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在介绍产品时如何与竞争对手做比较?

一、不贬低对手 

1、你去贬低对手，有可能客户与对手有某些渊源，如现在正使用对手的产品，他的朋友正在使用，或他

认为对手的产品不错，你贬低就等于说他没眼光、正在犯错误，他就会立即反感。 

2、千万不要随便贬低你的竞争对手，特别是对手的市场份额或销售不错时，因为对方如何真的做得不

好，又如何能成为你的竞争对手呢？你不切实际地贬低竞争对手，只会让顾客觉得你不可信赖。 

3、一说到对手就说别人不好，客户会认为你心虚或品质有问题。

二、拿自己的三大优势与对手三大弱点做客观地比较 

 俗话说，货比三家，任何一种货品都有自身的优缺点，在做产品介绍时，你要举出乙方的三大强项与对方

的三大弱项比较，即使同档次的产品被你的客观地一比，高低就立即出现了。 

三、USP独特卖点 

 独特卖点就是只有我们有而竞争对手不具备的独特优势，正如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一样，任何一种产品

也会有自己的独特卖点，在介绍产品时突出并强调这些独特卖点的重要性，能为销售成功增加不少胜算。

蔡春艳（成都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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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虽然是在成交结束之后，但是它却关系着下次的成交和转介绍的

成功，那么，怎么样才能让你的售后服务做得让客户满意呢？                            

答案：你的服务能让客户感动。

 服务=关心，关心就是服务 

 可能有人会说销售人员的关心是假的，有目的，如果他愿意，假的，有目的地关心你一辈子，你是不是愿意？

一、让客户感动的三种服务： 

 1、主动帮助客户拓展他的事业：没有人乐意被推销，同时也没有人拒绝别人帮助他拓展他的事业。 

 2、诚恳关心客户及其家人：没有人乐意被推销，同时也很少有人拒绝别人关心他及他的家人。 

 3、做与产品无关的服务：如果你服务与你的产品相关联，客户会认为那是应该的，如果你服务与你的产

品无关，那他会认为你是真的关心他，比较容易让他感动，而感动客户是最有效的。

二、服务的三个层次： 

 1、份内的服务：你和你的公司应该做的，都做到了，客户认为你和你的公司还可以。 

 2、边缘的服务（可做可不做的服务）：你也做到了，客户认为你和你的公司很好。 

 3、与销售无关的服务：你都做到了，客户认为你和你的公司不但是商场中的合作伙伴，同时客户还把你

当朋友。这样的人情关系竞争对手抢都抢不走，这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三、服务的重要信念： 

 1、我是一个提供服务的人，我提供服务的品质，跟我生命品质、个人成就成正比。 

 2、假如你不好好的关心顾客、服务顾客、你的竞争对手乐意代劳。

四、结论：

 一张地图，不论多么详尽，比例多精确，它永远不可能带着它的主人在地面上移动半步……

 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论多么公正，永远不可能防止罪恶的发生……

 任何宝典，永远不可能创造财富，只有行动才能使地图、法律、宝典、梦想、计划、目标具有现实意义！(摘录）

30



只是这样，静静的回首过往

只是这样，淡淡的铺陈心情

只是这样，轻轻的惦念缘分

只是这样，默默的守护自我

只有抚到，心如止水的宁和

才能触到，涌动不息的思绪

怀揣希望

希望，我可以一直笑着生活

希望，我可以带给大家快乐

希望，我可以更加睿智从容

希望，我可以证明坚持对了

希望，是个梦想的乌托邦

每个人都有，并因而精神丰沛

拥抱满足

当疾病缠身的时候，会希望只要健康就好

当死亡迫近的时候，会希望只要活着就好

当背井离乡的时候，会希望只要回家就好

当出门在外的时候，会希望只要平安就好

所以人生

因希望而美丽，因满足而珍贵

有希望才有拼搏，懂满足才懂幸福

只是这样，简单的剥离伪装

只是这样，认真的正视渴望

只是这样，贴近了心，就可以聆听跳动，不卑不亢

只是这样，肩并着肩，就可以感受努力，热血激昂

想说的很复杂，想要的很简单

只是这样

只是这样
李菲（采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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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先生，我真希望明年还能来祝贺您的99岁生日。”

老人：“小伙子，你这么年轻，身体又这么壮，活到明年应该是没问题的。”

冰箱里有５个鸡蛋，

第一个对第二个说：“哎～你看～第５个鸡蛋有毛毛哦～～好可怕诶～！”

第二个对第三个说：“哎～你看～第５个鸡蛋有毛毛哦～～好可怕好可怕诶～！”

第三个对第四个说：“哎～你看～第５个鸡蛋有毛毛哦……”

第五个鸡蛋听到了：“滚～！老子是猕猴桃～！！！”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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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旭（李剑家宝贝）

田斯如（田涛家宝贝）

史立彬（史颖文家宝贝）

家有
宝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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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区
联系人：李霞
手机：13611202010
电话：010-57985601
技术支持电话：15001149297

华南区 
联系人：罗桂华
手机：13751141201
电话：0755-86017517
技术支持电话：18938055716

西南区 
联系人：蔡春艳 
手机：13094434095
电话：028-65656071
技术支持电话：18980927786

东北区
联系人：贾耕垠  
手机：13840037757
电话：024-31883142 
技术支持电话：13898863139

华东区 
联系人：李娟
手机：13611925853
电话：021-32030015/0268 
技术支持电话: 15026905751

华中区
联系人：贾玲
手机：13526674429
电话：0371-63523522
技术支持电话: 13526674498、13733811213

大客户部
联系人：魏国良
手机：13701067921
电话：010-57985703

海外销售部
联系人：程潇
手机：15920015053
电话：0755—26543556

河北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葛卫侠
手机：13070181743
电话：0316-5264355/7014122

济南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董慧蓉
手机：18660178241
电话：0531-83193818/20/21

太原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平海滨  

手机：13623608770

电话：0351-7921448

 

内蒙古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王坤  

手机：13347103569

电话：0471-6390186

乌鲁木齐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李君

手机：18299181020

电话：0991-4557887

青岛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王义玲

手机：13589281305

电话：0532-83841002

 

广州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林智强

手机：13687304179

电话：020-38471371/38471310

东莞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房志鑫

手机：13528668187

电话：0769-26985130

武汉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张晓

手机：18971133077

电话：027-88310581

长沙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应秋棠 

手机：13548690478

电话：0731－85143292

南宁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林智强

手机：13687304179

电话：0771-2636177

福州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张静

手机：18965022859

电话：0591-87679418

南昌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陈湘华
手机：18070072911
电话：0791-86108101

昆明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赵波
手机：18628146012
电话：0871－3610502

贵阳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李科
手机：14785575646

重庆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尤成忠
手机：13508329111
电话：023-68690273

哈尔滨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贾耕垠
手机：13840037757
电话：0451-82554165

长春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李丽英
手机：13943033713
电话：0431-82900276
 
大连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朱顺凤
手机：13704091072
电话：0411-83610515

南京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吴德森
手机：13451937667
电话：025-84731564

杭州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张印肖
手机：15869013131
电话：0571-88971380

天津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孙滨
手机：13820661442
电话：022-87899107/27433402

西安服务联络方式
联系人：杜良琦
手机：15339080188
电话：029-88247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