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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智能家居 享智慧生活
——— 专访威海倪家智能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倪艳

本报记者 胡雪琳

清晨，轻扬的音乐悠悠响起，智能窗帘徐徐打开，阳光暖暖地照进来，温柔地将你唤醒；洗漱完毕，走进厨房，智能厨厨具已经做好香喷喷的早
餐；累了一天回到家中，智能扫地机已经帮你做好清洁，净化过的空气让你心旷神怡，坐下来舒舒服服享受智能家庭影影院带给你的视觉盛宴。

这样的场景，或许曾只是科幻电影中的桥段，但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智能家庭生活已已经从高高的神坛走下
来，走进我们的生活。

做智能家居，享智慧生活。在威海倪家智能装饰有限公司的智能家居展示厅，感受着这样的智慧改变，和总经理倪艳一一起畅聊智能家居，回
忆过往，话说当下，潜望未来。

稳扎稳打

掘起第一桶金

五金店小老板，品牌代理
商，装修公司总经理，工商联委
员，政协委员。一路走来，39岁
的倪艳用实力诠释着“谁说女
子不如男”。

1979年出生的倪艳，虽然
是个女孩子，但是打小就在做
五金生意父亲的耳濡目染下，
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和五金打交
道。1994年，她的父母身体状况
大不如前，突然的变故也让她
一夜之间迅速成长起来。

18岁高中毕业后，倪艳就
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开始替父
亲打理五金店，“当年做五金采
购都要坐车到临沂，然后在当
地选好货车司机，第二天再到
建材市场挑选所需的货物，每
次进货都是5到7吨，天气晴朗
时还好说，最怕的就是雨雪天
气。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那天
下特别大的雪，道路湿滑极为
难走，为了防止意外，遇到难走
的地方，我就拿着防滑垫下车
随着车一步一垫地往前走，简
直就是一步一挪，手脚都冻僵
了。”说到那时，倪艳感慨万千。

当时，父母年纪大了再加
上身体原因，很多时候整个五
金店里里外外，从选材到进货，
从装车到卸车全靠倪燕自己一
个人忙活。她笑着说，“你看我
现在胳膊这么粗，那都是当时
装卸练出来的”。就这样凭着踏
实肯吃苦的劲头，前前后后忙
活了几年，门店的生意也越做
越好，规模也越做越大，在门店
的一切都按部就班稳步发展的
同时，倪艳逐渐意识到要想让
门店可以得到稳定持续的发
展，做品牌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不仅如此，要做就做国际的大
品牌，做别人没有的，要做就做
独特的，有前景的。

说干就干，经过一系列深
入的考察，再结合文登实际行
情和多年经营经验，她先后代
理了五金行业“绿林”、“世达工
具”、“博世电动”、“德高瓷砖”
等大品牌。她也从一个帮父亲
打理五金门店的小老板，逐步
发展成五金行业几大品牌的总
代，客户群也逐步向高端聚拢，
门店的数量也增加到8家。

说起自己最初的创业之路
和选择，倪艳颇有心得，这一路
走来不单单是靠着努力打拼出
来，更需要具有前瞻性的眼光
以及对未来行业发展趋势的独
到的见解。

做品牌总代和做普通门店
的最大区别就是定位和服务，
品牌是保障，服务是关键。倪艳
说，既然要做总代，就必须要有
清晰的自我定位，一个人再努
力、再优秀，始终做不过一个团
队，一个团队再优秀，始终做不
过多个团队。

从此，倪艳的经营思路就

全面打开，通过放低自己的利
润用服务塑造品牌，如果自己
做不过来，哪怕需要转给分销
商赚钱，也不能以次混好做差
影响品牌，在她看来用好产品
和高效性的服务是打响品牌的
关键仗，虽然降低自身利润，路
走的会比较艰难，但口碑的影
响力却让她越做越大。

大格局定位

服务成为敲门砖

“因为产品质量有保证，服
务跟得上，门店一时间顾客盈
门，客户需求也逐步升级，不少
客户希望上门服务，对他们的
家居产品进行安装服务。”倪艳
说，正是如此，在2015年，她开
始涉足家居装饰行业，并且在
2016年正式成立威海倪氏智能
装饰有限公司。”

当时的文登家装市场正处
于一个快速成长期，本地上规
模的装饰公司还不多，也陆续
有一些外地装修公司登陆文
登。然而，当时，文登老百姓对
家装的认识还有些局限，很大
一部分人装修房子，还是会找
懂行的熟人帮忙设计，或自己
请施工队装修，对装饰公司的
认识还不够。”

“公司成立之初，团队凝聚
力不足，大家都是做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没有人真的把工作
和公司的事儿当回事儿，只想
混口饭吃，如此一来，很多订单
都得自己跑，如果出现客诉问
题，只能自己一家一家地跑去
解决，无论重做还是整改，务必
达到客人满意。”倪艳说。

对于倪艳来说，虽然跟五
金门店经营有关联，但归根结
底还是个新行业、新领域，那是
一段最难熬的时间，种种问题
接踵而至，她经常处于一种焦
虑状态。“原来只是接班父母当
个门店的老板，做做产品代理
注重品质、服务就好，可当门店
升级创业开办公司后需要考
虑、统筹的事情太多，当时就觉
得自己创业做老板真的是这个
世界上最苦逼的事情。”曾经一
门心思想要创业做大做强的倪
艳直到这一天才发现创业并没
有自己想象中的简单。

经过周详的考察和重新定
位后，倪艳决定调整公司布局，
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改。首先从
招人开始，同时对人员的选取，
制定出一套自己的专属理念。
对人品差的，走私单的，不要；
能力差，不思进取的，不要；懒
懒散散，做完事情不认真的，不
要。

慢慢的，拥有一批工作能
力极强员工的团队应运而生，
同时倪艳也为员工提供一切最
优质待遇。在她的眼中，设计师
要有一个设计师的范儿，要有
设计师的规格，只有设计师自
己生活得好，才能更好地工作，
更好地服务客户。

在解决了公司的管理问题
后，摆在倪艳面前的就是最为
严峻的市场问题。“如今，室内
装饰已经不像前几年那样根本
不愁订单，这就需要不断地调
整营销思路。”倪艳笑着说，如
今已不是“弯弯腰”就能捡到钱
的年代了，而是要带上“放大
镜”来发掘市场，才能赚钱，她
早就做好了要付出更多努力和
更大耐心的准备。

倪艳说：“经营企业和做人
一样，需要保持淳朴的本色。我
把客户与公司的关系不是看做
一次性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
系，而是相互值得信任的朋友。
只有从设计、施工、材料等一系
列装修环节，把客户服务好，才
能立得住脚，才会有口碑，客户
才能把你当朋友。”

在经过不断的磨练、总结、
探讨、学习中，倪艳打算用“三
板斧”去开拓属于自己的市场。

首先，是获得客户渠道，做
好定位。在倪艳看来，如今消费
群体慢慢在往年轻化的趋势
走，主要以80、90后为主，但经
济能力却相对较弱，而40、50岁
的这群人，却占了很大的消费
体量，但文登未来的几年主要
还是以这个年龄段的人为大的
消费主力。所以她决定把企业
服务定位于高端人士为主。

第二招，是转变产品思维，
以客户需求为主。确定客户意
愿，量房、设计、出图同时配合
轻奢、美式、欧式、新中式、北
欧、现代等多种风格供客户选
择。

第三招，是狠抓交付，用业
主反馈倒逼服务。倪燕要求在
工地出现问题时，项目经理、设
计师、监理、工程部经理等第一
时间去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把
问题处理掉，一定要让业主满
意，否则按照奖惩措施严肃处
理。

说起自己的三板斧，倪艳
说的头头是道。她说，家居装修
行业做久了最看重的就是口碑
的力量，对于她来说口碑服务
是始终贯穿在公司整个发展过
程中的。

一站式智能家居

引领潮流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倪
燕也开始感觉到了瓶颈，文登
本地的家装市场已趋饱和，如
何寻找新“玩法”。倪艳选择了
走智能家居的路线。走进位于
海泰庄园的智能家居展示厅，
你会误认为走进了一家星级酒
店的房间，整体布局大气却不
失情调。“我们做体验式服务，
就根据客户需求，做让顾客满
意的产品。力所能及的为给顾
客打造一个舒服、方便的居住
环境。”说起业务，倪艳头头是
道。

米白色的布艺沙发、纯色
的桌椅、高档的液晶电视等影

音系统，还有屋顶精心搭配的
水晶吊灯，整个氛围柔软而温
暖。墙壁上的智能开关，不仅可
以用来控制智能灯光明灭，还
能根据需要调节灯光亮度，营
造出不同的灯光效果，达到更
环保，更节能的目的。

同时，白纱长帘，透明天
窗，景致幕墙。温馨雅致而不失
现代生活的浪漫格调，其实，最
吸引人的、不是展示厅的独特
与精美，而是通过展示完美生
活科技向人们传达的未来智能
家居生活理念。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智能化逐渐成为潮流。“传
统的家都是静止的，不能思考
的，而装上了智能家居系统就
如同你的房子里多了一位‘贴
心的管家’，智能家居让你在回
家的路上就提前打开家中的空
调和热水器。到家开门时，借助
门磁或红外传感器，系统会自
动打开过道灯，同时打开电子
门锁，安防撤去，开启家中的照
明灯具和窗帘迎接你的归来。
回到家里，使用机器人语音对
话你可以方便地控制房间内各
种电器设备，让你的生活可以
从容不迫。”倪艳解释道。

同时智能家居系统还包含
了智能防范系统、智能照明系
统、家电控制系统、智能门、智
能窗系统、网络信息管理系统。
所有的这些系统，都可以通过
智能主机、智能遥控器，智能开

关三种方式随心所欲进行控
制。

“居住安全常见的有非法
闯入、火灾、煤气泄露、紧急呼
救。一旦出现警情，我们的系统
会自动向中心发出报警信息，
同时启动相关电器、门窗进入
应急状态。”倪艳说。

“未来是智能家居的时代，
高品质的智能家居生活必然会
走进千家万户”对于智能家居的
前景，倪燕非常乐观，她说，智能
家居的出现体现了人们对人居
环境尽善尽美的追求，它无疑将
带给大家一种全新的完美生活
理念，让我们的居住环境更加安
全、舒适、富于人性化。

如今的倪艳不单单再是一
个独立创业的女老板更是文登
区政协委员、区工商联委员。在
她看来现如今社会发展越来越
迅速，单一的模式均难以持久。

“我希望可以给客户提供
一站式服务，带给他们最佳的
舒适体验。不仅以智能家居为
主，同时硬装、软装、全屋定制
多种模式并驱，在确保品质的
同时挤干价格水分，打造相对
透明的市场氛围。”

倪艳说，下一步，她将在稳
扎稳打做好线下实体店的基础
上，主打O2O新路子，在网店继
续推出针对中高端市场的私人
定制家装服务，让智能家居这
种新的智慧生活体验带给更多
人。

威海倪家智能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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