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服务
Genesis

专业级支持服务，引领您不断成功



 市场调查
 系统地收集、研究当地建

筑市场趋势、业界关键引
领者（建筑规范专家、开
发商、承建商和投资商
等）信息并对其进行研
究，对政府计划和鼓励措
施进行调查和评估，为客
户提供当地相关团体和机构的信息。

   目标： 为 Genesis 的合作伙伴提供关于客户、竞争对手及其
市场的最新营销信息，以助其挖掘有效的客户源。

 营销支持 
支持 Genesis 的品牌战略
和品牌一致性，推动创意
互动和创新过程，从而为
网站、互动媒体、图形艺
术、视频、各类事件和销
售演示模板建立概念并设
计市场营销材料。

   目标： 通过优质高效的媒体，帮助 Genesis 合作伙伴获得较
高的市场曝光率和活跃性。

 业务计划 
利用商品成本和服务、销售
量、价格、供应链和运营成
本的现有及当地数据假设，
帮助加盟商开发财务业务模
型。  提供针对当地最佳业
务实践的咨询服务，以支持
所推荐的模型。    

 目标： 让客户了解可影响财务模式的全部可变因素，以便全
面控制成本并获得较高收益。

 销售支持 
通过电话、视频会议或现
场会议为销售团队提供建
议和支持，参加当地贸易
展览会，对项目预算和报
价建议书进行审核，并为
潜在客户进行技术演示。    

 目标： 帮助特许加盟商发展并维护极具成效和高质量的客户
源的销售势头。

 评估利用  
Genesis VirtualDesigner 
软件为 Genesis 合作伙
伴获取详尽的材料规范
和重要成本信息。 通过 
Genesis QuoteBuilder 应
用程序对导出的详细结果
进行评估，从而为客户节
省大量劳动力及材料成本。 为特许加盟商提供最具竞争力的
报价和优于其他建筑商的基准值，以帮助其顺利进行销售。 
GNET 的 QuoteRequest 模块能够提供基于网络的协作环
境，从而促成此类交流安全、有效地进行。    

 目标： 帮助特许加盟商给出准确、详尽和极具竞争力的报
价，并持续赢得回报丰厚的工程项目。

Genesis 特许加盟商和解决方案
供应商 (GSP) 网络的规模在全
球不断壮大。 这一持续增长的
良好势态得益于网络内部全方位
超轻钢结构 (LSF) 生产技术的广
泛应用，众多专业业务和技术支
持服务 。

这些专业业务服务可完善并支持
特许加盟商和 GSP 的现有内部

运作能力。 从业务起步开始，这
些服务便贯穿于整个业务生命周
期中，他们是针对不同合作伙伴
的业务要求对其进行专门定制和
设计的。 每项支持服务都由业界
专家团队提供，可从位于加拿大
的公司总部通过远程通信技术进
行提供，或根据情况在合作伙伴
所在地提供。

以真正的伙伴关系共同成功
全方位的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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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Business System

To maintain a consistent look across all GenesisTP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

munications, we have created a distinct stationery system. These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to the left correctly display the GenesisTP signature on a variety of ma-

terials. Our Microsoft Word® templates require the use of the OpenType font—

Myriad Pro. For our purposes, the common weights of this font are Regular, Bold 

and Italic. To obtain Microsoft Word® templates for our letterhead, news release, 

and fax, and to download the Myriad Pro font family, go to our Intranet market-

ing site at http://marketing.genesistp.com.



 建筑工程设计 
能够根据当地建筑规
范，为无止境建筑和美
学设计提供全面的建筑
工程支持服务。可通
过 StructuralDesigner 
Genesis 软件为客户提供
完整的计算书和总结。   

 目标： 提供全方位的工程及设计支持以获得材料最优化的建
筑结构，从而实现最为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

 结构设计 
提供具有质量可控构造及
安装图纸的全套设计方
案，并完全符合使用 SI 公
制或英制度量单位系统的
国际材料标准。 同时提
供详细材料清单。 还可
提供可完美地向 Genesis 
MOT1 工业设备转换的电子文档。

   目标： 提供工厂内部或工地现场作业的质量控制设计方案

 项目管理 
为特许加盟商或 GSP 提
供支持，协助其进行首
个项目的协调管理；管理
全部大型或战略开发交付
项目，以确保任何采用 
Genesis 超轻钢结构解决

方案所实施的项目均能按时交付、获取较高利润以及具有最
高品质，从而满足最终客户的要求。     

 目标： 以成熟、系统的方法完善超轻钢结构项目实施流程。

 生产管理 
提供关于如何高效运营的
咨询服务，避免停工期、
提高生产能力、最大化劳
动力利用率、实施精益制
造并采用经济而高效的原
理，并从进货到运输进一
步全面优化生产流程。    

 目标： 令特许供应商或 GSP 提高生产效率并确保所有生产制
造成本得到控制。

 行业维护 
根据 Genesis 的先期预防
时间安排提供维护服务，
实现固定设备的最高可靠
性，进而避免出现停工期
并降低相关成本。    

 目标： 确保严格遵守 
Genesis 先期预防时间安
排计划，以防止出现任何设备损坏现象和停工期，确保客户
获取最大投资回报。

1 材料优化技术



本文档旨在提供一般性信息。 此外，对于文档信息的准确性、通用性或完整性，本公司不提供保证、担保或其他任
何形式的保障。 相应地，在法律最大允许范围内，以任何目的依赖或使用文档中的任何信息而引起的风险和责任均
由使用者本人承担。

所有徽标均为 Genesis Worldwide Inc. 公司的注册商标。

版权所有® 2009 Genesis Worldwide Inc. 在未得到 Genesis Worldwide Inc. 的书面同意前，禁止对本文档的任何部
分进行复制。

联系我们
Genesis 坚信通过与客户共享广泛应用的超轻钢结构 生产技术，以完善的可定制专业支持服
务为客户提供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服务。

欲知详细信息，请登录以下网址联系我们：

www.genesisworldwide.com

电子邮件： info@genesisworldwide.com 
免费电话（北美地区）：  +1.866.311.3711 
电话： +1 (905) 879.9000 
10877 Keele Street, Bldg. A 
Vaughan, Ontario L6A 0K6  Cana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