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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道波兰，
中国制造进入东欧更多国家
记者

劳育聪

见习记者 马欣宜 通讯员 汤元拯

张佩婷是一个很重情谊的人，
尤其珍视贸易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作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苏格
工具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为
“苏格公
司”
）的总经理，她一边见证着贸易
公司在与无数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
一点点成长，一边小心翼翼地拾掇
着那些彼此信任合作的往事。国外
进 口 商 与 国 内 贸 易 公 司“ 亦 商 亦
友”
，
在她眼中，
是最理想的状态。
谈到此类美好关系，张佩婷脑
海中第一个蹦出来的便是来自波
兰的安德鲁先生。自 2004 年在德
国科隆五金展与他第一次打照面
之后，苏格公司于 14 年前就与中
东欧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并且一
直 保 持 至 今。中 国 制 造 的 各 类 工
具 ，也 借 由 波 兰 这 一 巨 大 的 中 继
站，
进入到东欧更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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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前的“一见倾心”
苏格公司主要出口各类五金工具，所以每隔两年
就会到德国参加科隆五金展，并借助这个“跳板”去
撬开更大的欧洲市场。
2004 年，张佩婷和销售远赴德国科隆去参展。当
时做外贸，信息不如现在那么发达，主要还靠传真来
通信，所以去往各地参加行业内有分量的展览是常
态。不过，对于从事五金产品行业的贸易人来说，前
期布展是件极其费心费力的事情。当时几大箱样品和
货架，一共装了角磨、冲钻、电锤等 40 款电动工具产
品。在 9 平方米的展位上，两人忙活着拆箱、装机、摆
架、布展的整个过程，整整要折腾一天，才能完成展
览前的全部准备工作。对体力的考验不亚于“举铁”，
第一天晚上回到宾馆，整个人都是散架的状态，手也
会因为拎了重物而颤抖不已。
但第二天产品紧俏的现场，把他们的疲惫一扫而
空——空间小到只能站着跟客商们沟通，但是外国客
户却如下饺子般一个接一个地涌向他们的摊位。张佩
婷现如今回想起来都觉得倍儿有面子：“我们会对后来
的客商说，请稍等一下，这位先生是先来的。”特别是
在临展最后一天，那 40 个左右的样品往往会被哄抢一
空，这也正说明苏格公司的产品在欧洲确实有市场需
求。往来的展会访客里，不乏来自欧洲各国的立体面
孔，但张佩婷没有想到，那一年会因为遇到安德鲁先
生，而开启与波兰之间的出口贸易。
安德鲁先生只会说波兰语，无法用英文与二人沟
通。当他来到苏格公司的展位前，对着各种五金工具
爱不释手时，却被语言阻滞，只能通过按计算器报价
的方式与张佩婷进行最“简单粗暴”的交流。她犹记
得，当安德鲁先生看到令其满意的报价时，还想说些
什么，却一边急红了脸，一边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了。
最后，他要走了一张二人下榻酒店的卡片。
早些年，客户与贸易商之间语言不通的情况很常
见。有客户就会很简单地喊“Email！Email！”或是
“Name card！Name card！”。所以当时张佩婷也并
没有太放在心上。
却未料到，这位先生特意找了一个同时会说波兰
语与中文的翻译，充满诚意地找到他们住的地方，希
望展开进一步的洽谈与合作。
安德鲁先生找到他们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张佩
婷一打开房门的时候又是惊诧又是感动，赶紧泡上一
杯茶招呼起来。当时的谈话内容，她已记得不真切，
只记得因为好几餐饭没有吃，一聊完就有种饿穿地心
的感觉，安德鲁先生贴心地递给她一颗巧克力糖。
与安德鲁先生谈成这第一单，是角磨与冲击电钻
产品，也是属于那时候苏格公司“第一次”打开波兰
市场。当货物尽数装进集装箱，准备从宁波港漂洋过
海远赴波兰时，张佩婷作为一个外贸人感觉，好像跋
涉已久的旅人找到了一个出口，苏格与中东欧国家的
市场，就这样开始建立起了初步的贸易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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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商亦友的互通往来
从安德鲁先生开始，苏格公司逐渐对接到了越来越多
的波兰客商。在一来一往间，建立了越来越紧密的关系。
在德国参加展会的时候，张佩婷经常会受到客户的盛
情邀请，请他们来自己的工厂考察一番。因此在参加展会
之余，整个公司团队会另外逗留三到五天，专门用来考察
当地的客户。
去波兰考察以及拜访客户的过程并不轻松。一脚踏上
波兰的土地之后，安德鲁先生便成了他们的“导游”。在
他的带领下，苏格公司的人们会对仓库的规模、对方客户
的主要生产品类进行一个大致的了解。有时候，还要走访
多家连锁商店，去了解他们的销售季节和销售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从客户的口中得到许多新的
想法与需求，从而促进对出口产品的升级改进。”张佩婷
回忆道，曾经客户希望苏格公司为他们全权负责一款割灌
机的样品，在经过沟通交流 5 个月、经历 4 次改进之后，
那款产品成了爆款，一年卖出了上千台。
有来有往，波兰客户也会来中国参展，特意与苏格公
司碰面交流一番。
在广交会期间，安德鲁先生会走访多家工厂，拉着张
佩婷一起商量：“Sylvia，如果你们能做的话，还是交给你
们做。”张佩婷则化身为他的“军师”，帮他一家家分析一
遍，最后从中选择最优的。
除了广州小叙以外，安德鲁先生也曾来到宁波考察。
在办公之余，张佩婷也会找时机带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体
验宁波本地的风土人情。他特别喜欢吃宁波的汤圆和饺
子，每次来，都会请求张佩婷带他去吃，他告诉张佩婷，
波兰也有‘饺子’，但里面的馅是甜味的，第一次吃到咸
味的饺子，觉得很特别。
张佩婷说：“很多时候，我感到我们公司与国外的进
口商之间，不仅仅是甲乙方的关系，更维持着一种‘亦商
亦友’的情谊。”这也是张佩婷几十年的贸易经历中，最
打动她的一部分。

共同成长展望未来
一路走到现在，恍然间回头，张佩婷发现苏格公司可以说与安德鲁先
生的公司是一起扶持着成长的。
安德鲁先生与苏格公司初相遇时，双方都是刚成立不久的初创企业。
苏格公司苦于开拓市场，而安德鲁的公司需要一个代理，可以把他所需要
的各个部件分摊给各个靠谱的工厂生产。
那个初春的夜晚，双方相谈甚欢、一拍即合，安德鲁为苏格的可靠与
实惠三顾茅庐，苏格则被安德鲁的信任与真诚打动，由此展开了一段历经
十多年，
共同成长、守望相助的贸易缘。
如今，安德鲁的女婿也开了一个进口公司，安德鲁提出，希望苏格公
司能够给他们一些意见和帮助，张佩婷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苏格公司出口
到安德鲁女婿公司的产品尽可能让利，给这个刚刚冒头的新苗争取了更
多喘息的空间。
“他们需要我们帮忙，我们就会帮，因为他们也曾这样帮助过我们。”
张佩婷说。
转眼间，从 2003 年稚嫩出发走到现在，苏格公司已经在工具类外贸
领域深耕了 15 年，在企业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与不少客户都发展出了
这种良性、美好的贸易关系。
目前，他们的市场已经遍布世界各地，除了波兰，德国、西班牙、阿根
廷、墨西哥、澳大利亚、英国等都有他们的客户。而在汽车维修专业工具这
条主线下，苏格出口的产品不断跟着汽车行业的升级更新换代。过去一
年，
苏格的出口额达 2000 万元左右。
在这十几年参加广交会、德国科隆五金博览会的过程中，张佩婷也感
到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广交会上，来自中东欧国家的客人越来越多了，
“有
几次，波兰方面会组织当地的进口商组团来参加广交会，走在会场里，感
觉哪儿都是波兰人。
”
其次是语言方面。过去，在德国参加展会时，很多客户都只会说波兰
语，听不懂英文，中文更不用说了，给交流增加了很多障碍。但今天在外贸
交易环节，
语言基本不成问题。
一些有心的波兰进口商，
还会特地去学汉语，
汉字对他们来说还是太难了，他就用拼音给张佩婷写邮件：
“xie xie
Sylvia。
”
这些琐碎温暖的点滴故事，
张佩婷每次想起来都不禁莞尔。
作为一个有十多年的从业经历、深谙欧洲市场的商贸人，张佩婷对中
国与中东欧的贸易关系有确凿的信心，
“我们一直从事外贸行业，
能感觉到
中国产品对中东欧许多进口商而言，无论从质量还是性价比考虑都是刚
需。
未来，
中国与东欧的贸易关系必是一片光明，
这一点，
我们毫不怀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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