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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莉的春节加班计划
2 月 3 日农历小年前一天，刘

敏莉在常州武进区洛阳镇邮政局，
给远在老家安徽砀山的公婆和大
儿子寄去了新年礼物———每人一
套羽绒服。 刘敏莉盘算着，由于寄
的快递包裹，家人在春节前应该能
收到。

2013 年的春节，因为刘敏莉所
在的一家专门生产蜂鸣器的电子
厂市场部，需要一名员工正常上班
维护两名重要海外客户的联络沟
通和订单执行。 刚在 2012 年 8 月
生下小儿子的刘敏莉，盘算着“因
为生育休假耽误了 3 个多月工作，
直接影响到近 4000 元的奖金收
入”， 于是主动向老板蒋惠珠提出
春节值班的请求， 希望能在 2013
年开年将去年损失的收入找补一
些。

放弃与家人的团聚，让刘敏莉
可获得的工资和奖金将突破 4500
元，这是她平时月基本工资的一倍
多。 更重要的是，如果因此能获得
新客户的订单，将会让今年的奖金
增加不少，这离她与丈夫的“买房
梦”更接近一步。

常州企业的“小富即安”
眼下能赚多少是多少
刘 敏 莉 所 在 的 电 子 厂 ， 自

1998 年成立以来， 一直从事一种
名为“蜂鸣器”的发声元器件生产
销售。 这种元器件广泛应用于电
脑、手机、打印机、报警器等各类
电子产品上。

工厂发展 10 多年以来， 从最
初家庭手工作坊、3 个人起步，到
现在拥有近 200 名员工， 年销售
额突破 2000 多万元，对于老板蒋
惠珠来说已经是“心满意足”。 蒋
惠珠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整
个常州地区， 专业从事蜂鸣器生
产的工厂不会少于 150 家， 还不
包括那些只有几个人的家庭作
坊，如果加上上游的配套企业，蜂
鸣器领域的企业不会少于 400
家，近年来竞争越来越激烈”。

自 2007 年春节过后， 跟着在
常州某建筑工地担当项目监理的
老公一起来到常州， 随后进入这
家工厂至今， 刘敏莉已经在洛阳
镇上生活 6 年多。 从最初的跟单
员做起，到现在的销售经理，与工
厂的生产计划部、品质检验部、物
流配送部等各个部门的员工已经
混的“铁熟”：客户下单，一个小时
之后订单所需的原材料采购单就
会发往各个外协单位， 生产计划
部和品质检验部也会在第一时间

优先安排蒋敏莉客户的订单生产
和品质检测。

这让刘敏莉在市场部每年都
保持着销售额第一的业绩， 也让
客户非常满意。

目前，国内从事蜂鸣器生产的
企业主要集中在江苏的常州、泰
州一带以及广东的广州、 深圳一
带。 不过，蒋惠珠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与广东企业相比，江苏
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并不突出，
主要是这么多年下来， 积累了一
定的原材料成本和配套优势 ，利
润是越来越薄， 毛利润已经不足
15%”。

近年来，处在整个消费电子产
业上游的蜂鸣器， 也受到了全球
经济波动的冲击。“2008 年、2012
年，欧洲、韩国的客户就受到金融
危机的波动，订单量减少了一半。
所以，2009 年、2012 年老板都亲自
带着我去香港、 德国的一些专业
消费电子展会上抢订单， 以前我
们只要坐在家里接电话、 收邮件
就有订单送上门来。 ”刘敏莉私下
透露。

随着当年常州最早从事蜂鸣
器生产的常州远宇电子（现改名瑞
声声学科技） 登陆香港联交所，也
激发了当地一大批中等规模电子
厂做大做强蜂鸣器市场的想法 。
“不过，与广东的企业相比，常州的
企业大多是‘小富即安’，从家庭手
工作坊起家后就停留在家族企业
的运营管理模式，就想着眼下能赚
多少是多少，实在赚不到钱就压缩
各种成本。 ”刘敏莉如是说。

春节期间争取新客户
特别是海外客户
相对于在最近几年房价持续

上涨的洛阳镇上买一套 80 平方米
的商品房，春节加班对于工作六年
多的刘敏莉来说， 显然要轻松许
多。

刘敏莉所在的工厂销售部门，
一共有七个人，其中三个是销售经
理，主要负责与国内外新客户的开
发和市场拓展，另外四个跟单员则
属于对工厂老客户的定期维护和
跟进。

在 2012 年参加德国消费电子
展会时， 刘敏莉获得了 10 多个有
效客户，最终只有三个客户在展会
结束后发来邮件，要求寄送样品和
详细报价。

“其实，平时我们的工作虽然单
调却繁重， 一方面是通过参加一些
主要展会获得意向客户的信息，跟
他们发邮件联络， 另一方面就是要
通过谷歌、 阿里巴巴等平台推广有
关键蜂鸣器等关键词， 希望能获得
新客户。”刘敏莉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由于工厂规模不大，平时主要
是采取订单制生产， 因此销售人员
扮演着客户在工厂的全程监工和工
厂市场销售的双重角色， 既要维护
工厂的利益，还要保证客户的利益。

在获取客户订单之后，像刘敏
莉这样的销售经理， 一般会将下
单、跟单、反馈等任务交给跟单员
来完成。 不过，对于自己开发的新
客户，由于想接下来获得更多的生

意， 往往是一个人从客户下单、原
材料采购、产品生产、质量检测到
物流发货，全程跟进。

由于德国的两个客户可能在
春节期间发来第一笔订单，因此老
板蒋惠珠要求销售部门春节加班，
保持与德国客户的日常沟通，以便
于给新客户留下“认真敬业”企业
印象。

“一般来说， 新客户的第一笔
订单并不大，对于时间的要求也不
会特别急，春节之后安排生产就可
以了。 工人们都放假了，除了我在
办公室接接电话、 上网收邮件，保
持与客户的沟通外，就没有其它事
情。 ”刘敏莉透露，春节愿意放弃与
家人团聚、 留下来值班的原因，就
是为了挣那笔加班工资和项目提
成资金。

除了超过一倍的收入外，在刘
敏莉心中，选择春节值班还有一个
“小九九”。“希望在春节期间收到
一些新客户，特别是海外客户的咨
询邮件，或者订单，这样我在今年
的提成就会增加不少。 ”刘敏莉透
露，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工厂
整体业绩受到冲击，老板已经连续
两次下调了销售奖金，从原来的所
有客户销售额万分之五奖励，变成
老客户没有奖金、新客户只有万分
之三奖励。

与此同时， 洛阳镇的房价，也
从刘敏莉刚来时每平方 800 多元，
上涨至每平方 3000 多元， 配套服
务好的楼盘售价已突破 4000 元
（应受访者要求， 文中出现的人名
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许意强

腊月底，河北武安。远山上的积
雪依然隐约可见。

陈飞，武安人，是当地一家钢厂
的职工，虽然年纪不算太大，可他在
这家钢厂已经有五六年的工龄了。
虽然是当地人，可每年春节，尤其是
大年三十晚上， 陈飞基本都在厂子
里度过。 工友们亲切地称他为“留守
钢人”。

陈飞没有父母，也没有成家，当
年厂里招工， 村里推荐他进厂当了
工人。 虽然是厂里的一线工人，陈飞
的手脸却没有想象中的黝黑刚健，
从车间下来摘下棉线手套， 陈飞的
双手不自觉地前后搓着。

“过年过节也是我一个人，所以
每年都主动提出值班，这样，别的工
友就可以回家团圆了。 ”陈飞的话语

不多，却句句质朴。
武安， 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

宝地，这里有煤、铁、大理石、铝矾土
等 20余种， 尤以煤铁矿最为有名，
为全国 58 个重点产煤县（市）和全
国四大富铁矿基地之一。 郭沫若曾
有诗赞曰“武安铁矿峰峰煤”。

陈飞所在钢厂 2012 年的效益
同全国各地其他钢厂一样， 并不太
好。“2012年厂子很困难。”陈飞一边
吃着刚刚从食堂打回来的饭， 一边
与记者聊着。

“去年厂里效益不好，七八月份
的时候，领导都决定关停了，但政府
不肯。 ”陈飞咂了一口热汤，接着说，
“停了， 七八千个工人怎么办？ 吃
啥？ ”

2012年，在钢价、矿价双双下跌
的背景下， 大中型钢厂十多年以来
首次亏损基本已成定局， 行业面临

严峻考验。
由于钢铁行业受下游需求增速

锐减、 行业信贷矛盾激化等多重利
空影响，去年，钢铁价格连续 11 个
月承受重压，仅在 12月份出现小幅
触底反弹， 但对全年贡献来看也是
积重难返。 多家钢铁公司发布了业
绩预减或者亏损的报告。

据《证券日报》报道，截至 2 月
4 日，两市发布业绩预报的 1695 家
公司中，有 51%的公司业绩出现不
同程度的增长，而出现业绩亏损的
公司中，钢铁业公司仍占据不小的
份额。 除中国中冶之外，亏损超过
亿元的公司共有 99 家， 占到总数
的 6%； 其中有 16 家公司为续亏，
其余公司则皆为首亏。 在预亏金额
较高的前几名中，钢铁业占据多数
席位，鞍钢股份、马钢股份、山东钢
铁、华菱钢铁、韶钢松山皆上榜前

十名。
从年报看，33 家已经披露年报

的公司， 仅有 4 家公司出现业绩亏
损， 亏损最多的公司目前为韶钢松
山，亏损约 19.5亿元。

从陈飞口中得知， 厂里其他工
友也知道厂里的困难，所以，当厂里
决定由原来的“三班倒”改为后来的
“四班”“五班” 甚至更多人倒休，任
何人都没有怨言。

“实际上，需求下降了，产量没
以前高了，以前是三个人一个班，现
在是四个人甚至更多人一个班，但
是收入没变。 领导这种安排大家都
很感动。 ”

今年春节，陈飞依然留守一线，
但他不知道，明年春节，是否还能在
生产线上过年。 业内人士判断，2013
年的行业整体形势会好于 2012 年，
但是出现大的好转可能性比较小。

“留守钢人”陈飞：不知明年是否能在厂里过年

本报记者 李金玲

CNS供图

今年二十八岁的陈龙来自湖北天门农村，高中毕业后便到
广东闯荡。

刚到广东时，陈龙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 他先是在
广州一家制衣厂务工，彼时，制衣行业日渐不景气，工资一个
月也才 1000 多元。 随后， 陈龙来到深圳一家玩具厂务了一年
工。

五年前，陈龙经人介绍认识了在东莞一家电子厂务工的同
乡小美。 不久两人便领取结婚证，还在老家办了一场热热闹闹
的婚礼。

如今陈龙已在广东打工近十年。

买不到火车票，坐飞机回乡

自从看到可以手机上网订火车票的消息后， 在东莞务工
的陈龙便高兴坏了。

打开网页，登陆铁道部的订票网站，准备购买从深圳或广
州到武汉的火车票。

令陈龙失望的是，每次到了放票时间，不到一分钟，票被
一抢而空。 网页上代表有票的绿色全部变成灰色。

“网上订票的人太多了，根本不行啊！ ”陈龙原来的高兴劲
不见了踪影，他对妻子小美说：“普快、特快、动车，包括临客都
没有票。 除了有个别从广州到武汉的高铁有商务座和特等座，
其它的连无座票都没有！ ”

陈龙查阅了从广州到武汉的高铁票价格， 商务座近 1500
元、特等座近 900 元。

“票源这么紧张， 高铁票价又这么高， 还不如坐飞机回
去！ ”陈龙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打开携程网查看了广州到武汉
的飞机票，经济舱不过才 930 元，而且全天都有票。

“越往后火车票越难买，干脆我们坐飞机回去算了。 早上
坐飞机走，下午就可以到家，比高铁省事多了。 ”陈龙建议道。

而今，打工者坐飞机回乡，已然成了平常事，不会成为人
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盘算买房，把自己变为东莞“本地人”

四年前自生下孩子后，由于没有条件照顾，陈龙夫妻俩便
将孩子放在老家，由陈龙父母精心照看。

孩子虽然在老家由父母照看， 无奈老家离东莞一两千公
里，陈龙夫妻俩一年到头看不到孩子的样子，只能通过电话听
听儿子牙牙学语的声音。

为了解决思念孩子之苦， 陈龙花 3000 元钱买了一台台式
电脑，还安装了宽带，每年光宽带费就是 1000 多元。 有空的时
候，陈龙夫妻便通过 QQ 与儿子视频。

尽管是每天都可以视频，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但终归与
真人相见不同。

更令陈龙夫妻俩担忧的是，孩子现在已经过了四岁，到了
上幼儿园的年龄，面临着学习和教育的问题，不单单是喂养孩
子的问题。 而他们夫妻还不到三十岁，不出意外，他们在广东
至少还要打近 20 年的工。 到那时，孩子已经长大成人。

一年见一次面、无法教育孩子，肯定不是办法，
回到农村老家的第二天， 陈龙夫妻便向父母说了自己的

想法：明年想到东莞买套房，而且地段、价格都看好了。 买房
后，便把父母接到东莞去，夫妻俩专心打工，由父母帮着照看
小孩的生活起居。

陈龙还给父母算了一笔账：“我们在东莞看的地段稍微有
点偏，所以价格不算太高，也就 6000 元左右。 买一套七八十平
方米的房子，也就 50 来万元。 我和小美打了这么多年工，积蓄
足够首付，全款也就差一二十万元，向银行贷款没问题，每个
月最多还 2000 多元。 再说现在广东那边电子厂都很景气，像
我和小美这样的技术工种很吃香，根本不用担心下岗。 我和小
美俩人打工，每个人工资最少七八千元。 老板还承诺我们，老
员工年后都要涨几百元工资。 去除房贷，家里每个月至少还有
4000 多元的节余，家里生活、孩子上学没问题。 ”

“一是孩子的教育问题，不能让他跟父母长期分离，这样
对他的成长不好。 何况东莞那边企业多，学校也多，教育条件
比湖北农村强很多 ;二是我们现在有条件买房、政策也允许。现
在买房，一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不是挺好的吗？ ”

陈龙夫妻俩以为，他们买房的打算会受到父母的阻挠。
没想经过一番商量， 陈龙父母痛快地同意了儿子儿媳的

计划，而且，还答应赞助他们夫妻俩 15 万元，让他们明年在东
莞买一套房。

“在东莞买了房，全家人团聚了，我感觉就更有奔头了。 ”
陈龙说。

湖北人陈龙：
想在东莞买个房

本报记者 陈青松

不仅多拿工资，还能多挣提成

钢厂效益持续下滑，工人期盼 2013 年形势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