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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院 辞旧迎新的日
子里袁 每个人的心中充盈着
感动和感谢袁 过去的一年袁
或许有过风雨袁 我们依然收
获满载遥 回味 2010年袁 让我
们记住这些精彩袁 这些喜悦袁
这些温暖遥 然后袁 一起手拉
手尧 肩并肩昂首挺进充满希
望的 2011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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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新春团拜会给力呈现

本报讯 野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优
秀钥冶野如何遵循 PDCA规则进行市场规划钥冶
野如何调动全员信心袁 不断提升团队整体战
斗力钥 冶噎噎一场头脑风暴袁一次万泰精英间
的对话与交流袁2011年管理研讨会奏响新年
序曲袁拉开万泰年度工作大幕遥

汤凯珊董事长在研讨会上对 2011 年工
作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遥他指出袁野打造
一支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团队冶 将是 2011年
工作的重中之重袁 万泰未来的发展和定位袁
既需要有一支精心组织尧精心策划尧精心实
施市场战略尧 市场战术的市场管理团队曰还
需要一支有规模尧懂技术尧能拼搏的市场销
售团队袁这样的精英团队行成后袁将为万泰
下一步重要转型奠定基础遥

围绕野一增一减冶的实施情况袁王忠副总
经理全面剖析 2010 年度工业部的得与失袁
并通过客户维护工作整体策划尧专兼职审核
员有效使用尧薪酬制度合理设计尧有效控制
认证风险等实际案例与大家分享精细化管
理心得遥

野整体谋划袁 分区域作战曰 发挥技术优
势袁将销售与审核有机结合曰关注政策袁抓住
机遇曰做好铺垫袁跟上服务冶袁会上袁卢振辉副
总经理与大家分享了食品部成功的市场开
发模式袁并就风险控制尧市场大环境等问题
与大家展开探讨遥

深圳分公司作为 2010 年的一批黑马袁
它的成功之处在哪钥 分公司胡迅总经理从
野团队建设尧 渠道挖掘尧 2011 年战略规划尧

市场路线图布置冶 等角度与大家分享成功
经验袁 其中 野三快三早冶 渊即院 快速响应尧
快速决定尧 快速实施尧 早联络尧 早发现尧
早处理冤尧 野一包尧 二分尧 三快尧 五加强冶
等工作方法让大家深受启发遥

会上袁 工业部业务二部经理王斐尧 深
圳分公司市场部经理李盛峰分别从野团队凝
聚力形成冶尧野团队整体市场策划冶 两个不同
的角度探讨团队建设问题遥食品部农产品经
理郑良伟从野市场开发时间尧工作侧重尧团队
核心竞争力冶等问题出发为大家介绍了农产
品部的成功经验遥工业部客服部经理邵建清
围绕野增强客服管理袁降低流失率冶的主题向
大家介绍了客服部 2010 年的管理心得袁其
中野VIP客户确定冶尧野客服人员选择冶等经验

颇具借鉴意义遥
优秀业务员代表高雁尧 韩易结合自身

的市场开拓经验袁 与大家分享了 2010 年取
得成功的奥秘遥 注重细节袁 培养情谊袁 善
用资源袁 真诚服务曰 关注政策袁 主动出击袁
不辞辛苦袁 奋勇拼搏袁 两人的工作特色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遥

研讨会现场气氛热烈袁 大家统一了思
想袁明确了目标袁纷纷表示袁将在年后着手策
划实施行动方案袁全力以赴实现目标遥 借交
流之际袁深圳分公司将精心准备的感谢信赠
予总部食品部及工业部袁博得了现场同仁的
阵阵掌声袁也充分体现了万泰兄弟部门之间
良性竞争尧团结和谐的氛围遥

渊行政中心 俞美华冤

2011万泰管理研讨会火花四放
野打造一支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团队冶成讨论热点

本报讯 1 月 30 日晚袁 滨江喜来登酒
店洋溢着浓浓的新年喜庆袁 2011 万泰认
证尧 德凯万泰新春团拜会在此欢庆举行袁
万泰总部全体同事尧 分支机构代表和德凯
万泰的同事欢聚一堂辞旧迎新遥
团拜会上袁 汤凯珊董事长为在过去一

年取得优异成绩的先进集体及个人颁奖袁
并送上节日的祝福遥

汪晓东总经理在致辞中说袁 过去的
2010年在全体万泰同事的共同努力下袁 较
好完成了公司董事会提出的任务和目标要
求袁 总部各部门尧 各分支机构在工作实践
中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管理方法和效
果遥

2011 年袁 野打造一支具有竞争力的

市场团队冶 将成为我们的目标袁 这要求袁
第一袁 要把提升市场战略尧 市场战术的规
划能力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袁 精心组织尧
精心策划尧 精心落实 2011 年的市场目
标曰 第二袁 2011 年要建立一支有规模尧
有拼劲尧 有专业尧 有能力的市场营销团
队遥 除此袁 在新的一年里袁 我们还将全面
深化 野一减冶 工作袁 进一步提高客户满意
度尧 降低客户流失率曰 抓好风险管理袁 从
公司领导尧 部门领导到责任人袁 考核到
位袁 把风险的危害降到最低曰 加强审核员
团队建设袁 充实队伍尧 提升战斗力袁 让审
核员队伍成为有正气尧 有朝气尧 有能力袁
客户满意尧 公司放心的审核员团队遥

德凯万泰总经理 Andreas. Loh.在会上
用中文向大家问候并致辞袁 他说袁 2010年
是世界金融危机后的第一年袁 也是中国再
次表现出强势增长的一年遥 我很高兴看到
在欧洲袁 德国相比其他国家率先走出低
迷袁 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袁 DEKRA在全
球范围内持续快速发展袁 今年营业额达
18.4 亿欧元袁 员工数达 24000人遥 接下来
我本应与大家分享德凯
万泰的发展袁 但是现在
先让我保留袁 因为德凯
万泰的团队将在不久的
将来用令人难忘的表现
告诉大家我们的实力遥
他对所有帮助合资公司
发展的同仁们表示感
谢袁 并预祝大家在兔年
身体健康尧 事业成功浴

团拜会上袁 大家举
杯 同庆 袁 为给力 的
2010 年祝贺袁 也为即
将到来的 2011年祝福遥
笑脸尧 美酒尧 精彩的节
目成为了 2011 年新春
团拜会的最佳组合袁 不
仅为万泰尧 德凯万泰的
2010 划上了一个圆满
的句话袁 也给广大员工

留下了记忆深刻的
年会印象遥

团拜会节目精
彩纷呈 袁 亮点多
多遥 由工业部尧 行
政中心及分支机构
带来的开场舞蹈

叶女朋友 曳 尧 歌舞
叶恭喜恭喜曳尧 叶红
色娘子军曳尧 小品
叶我为单狂曳尧 诗朗
诵 叶我们一起努
力曳 等节目袁 围绕
传统 尧 时尚 尧 搞
笑尧 深情等元素 袁
继续引领风骚遥 食
品部尧 财务中心及德凯万泰出奇制胜袁 带
来了极具团体色彩的 叶经典情歌串烧曳尧
叶小人舞曳尧 叶群体魔术曳尧 叶开心会计词
典曳 及 叶DEKRA 这一年曳袁 给大家带来
全新的视觉享受遥

释放压力袁 放松心情袁 2011 新春团

拜会上演了一幅幅感人画面袁 留下了一
个个精彩瞬间袁 或喜悦袁 或动人袁 或祝
福袁 或感恩袁 短暂的三个小时袁 无法全
面展示万泰员工的文艺才华袁 却一样让
我们看到了认真与执着袁 真诚与自信袁
未来和希望遥 渊行政中心 俞美华冤

汤凯珊董事长为先进颁奖

先进个人合影

劳尔总经理致辞

汪晓东总经理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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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内部支持奖 周 琴
作为苏州办的内部岗位人员袁 周琴犹

如一个业务支持平台袁 扮演着多重角色袁
承担着多项任务遥

2010 年袁 在公司 野一减冶 目标的指
导下袁 苏州办客户维护工作压力重重袁 但
在任务面前袁 周琴没有退缩袁 而是咬紧牙
关袁 拼搏奋战袁 最终取得不俗成绩袁 不仅
流失率大大降低袁 客户满意度亦逐步提
升遥
除此之外 2010年苏州办的项目执行

率不断提高尧 与总部之间的合作也更为默
契袁 这些都离不开周琴的努力遥 天道酬
勤尧 厚德载物袁 周琴一直坚信有耕耘就会
有收获袁 所以 野踏踏实实做事袁 老老实实
做人冶 成为了她的工作格言袁 我们也有理
由相信袁 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袁 周琴必将
走得更好袁 走得更远遥

团队管理优秀奖 胡 迅
他是不可多得的审核专家袁 他是六大

领域的高级审核员袁他更是一位管理达人袁
带领着一支优秀团队袁 拼搏在万泰华南市
场袁他就是胡迅遥

2010 年袁在他的带领下袁深圳公司华
丽转身袁不仅圆满完成野一增一减冶的年度
工作目标袁还着眼长远袁战略规划袁为深圳
公司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遥

2010 年袁他力抓市场开拓袁与团队成
员共同努力袁 打开广东及周边地区有机认
证市场袁成为分公司市场业绩的亮点遥

2010年袁他注重团队建设袁充分调动尧
发挥部门经理的工作积极性尧 主动性和协
调性袁 大大提高了深圳公司的战斗力和凝
聚力遥

管理上袁他信奉野公开尧公平尧周密尧高
效冶曰生活中袁他严于律已袁宽于待人遥 这就
是胡迅袁一位值得万泰人学习的楷模遥

岗位奉献奖 黄 任
野干一行袁 爱一行袁 默默无闻袁 无私奉

献冶袁黄任的孺子牛精神在 2010年继续发扬
光大遥

在公司野一增一减冶目标的推动下袁2010
年袁万泰新增项目逐渐增多袁出证压力不断
加大袁在人员相对紧张的情况下袁黄任不计
较个人得失袁服从公司安排袁减少外出审核
时间袁帮助公司一起攻克难关遥

工作负荷量大袁他放弃休息时间袁主动
加班加点曰面对新同事业务不熟悉袁他耐心
指导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同事熟悉业务
流程遥 2010年袁黄任的合格评定总量占整个
工业部的 50%袁为工业部出证工作的顺利完
成立下汗马功劳遥

勤勤恳恳袁奋发向上袁工作中袁黄任的老
黄牛精神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与尊重袁 生活
中袁他热心肠尧善于助人的特点一样感动着
大家遥

市场支持奖 俞水华
她不只是一名优秀的审核员袁 更是万

泰审核员的指导员和教官袁 承担着新审核
员培训尧 指导的重担袁 她就是俞水华袁 多
年来袁 她以其丰富的认证理论尧 扎实的审
核经验尧 优秀的审核员风范袁 言传身教袁
带领新审核员迅速成长遥
俞水华勇于挑重担尧 背责任袁 她不

计较个人得失袁 做到干一行尧 爱一行尧
钻一行遥 她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尧 无私
无畏的奉献精神和良好的职业素养赢得
了客户的普遍认可袁 也赢得了全体同事
的尊重遥

2010 年袁 在圆满完成审核任务的同
时袁 俞水华还发扬带头人的作用袁 率先投
入至市场开发工作中袁 通过不断努力拓展
业务近 30万袁 位居审核员之首袁 不仅使
个人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袁 也为公司年度
目标的实现奉献了一份力量遥

野市场
冲得上 尧技
术扛得起 尧
管 理 拿 得
下冶袁王慧是
一位技能全
面的复合型
人才遥 日常
工作中 袁她
扮演着多重
角色袁 业务
员尧检查员尧
客服人员遥

2010
年袁 凭借专业技术优势和责任心袁 王慧将客服尧 市场和
审核三方面工作合理安排袁 不仅圆满完成农产品复审工
作年度目标袁 帮助食品事业部实现 野一减冶 目标袁 还完
成新增项目 36项袁 实现销售业绩 43.9万元袁 为食品部的
野一增冶 划上重要的一笔遥

野最简单的事是坚持袁 最难的事还是坚持遥冶 这是王慧
常说的一句话袁 除了专业尧 聪慧与勤恳袁 王慧的成功还在
于坚持袁 在于时刻准备着袁 这也是每一位万泰人所应学习
的精神遥

她是房
地产 尧 物流
管理业的审
核行家袁 她
经常被客户
点名要求审
核袁 她就是
客户满意审
核员奖得主
闵莲英遥

野审核的
意义在于帮
助组织的管
理增值袁 审

核一定要与时俱进袁 一定要精细化且具有深度冶袁 闵莲英
总以此要求自己遥 她注重审核知识的积累与更新袁 善于
将企业实际与标准有机结合袁 她经常帮助企业解决难题袁
实现绩效改善遥 这份对于审核有效性的无限追求和责任
心袁 让闵莲英的审核独具风格袁 也因此获得了广大客户
的一致认可遥
为人可亲袁 审核 野霸气冶袁 业绩突出袁 2010年袁 闵莲

英用 野努力与拼搏冶 抒写精彩篇章袁 也因此赢得掌声与
赞誉遥

作为一
名从事审核
工作多年的
三体系审核
员袁 陆勇凭
借着过硬的
专业能力和
审核技巧赢
得了客户的
满意袁 也得
到了公司和
广大同仁的
一致认可遥
专业彰

显魅力袁陆勇不满足于一般的符合性认证袁他总是不断创
新与探索袁2010 年袁在完成繁忙的审核任务之余袁他还自
创了野望闻问切冶诊断式增值审核方法袁进一步提升了审核
的有效性曰由其撰写的叶基于影响企业绩效制约因素的过
程方法审核曳被入选 CNAS论文集在全国发行遥

审核之余袁 陆勇还尝试将审核与市场开发有机结合袁
通过提供优质服务尧 集团化开发等多种途径袁 帮助万泰
赢得优质客户袁 为万泰 2010年 野一增冶 的年度目标奉献
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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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开发最佳团队 食品事业部 农产品部

野从一
位内部文员
转型为销售
冠军袁 从一
位普通的工
作人员上升
为三体系审
核员冶袁高雁
用实际行动
向大家证明
了 她 的 实
力遥

工 作
中袁 她勤勤

恳恳袁 兢兢业业袁 以最大的热情迎接每一次挑战曰 生活
中袁 她勤奋好学 袁 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 袁 顺利通过
QMS尧 EMS尧 OHSMS三标考试袁 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
销售工程师遥

野把最困难的事情当做是必须完成的挑战袁 一单一单
跟踪好袁一个一个服务好袁那么袁一定会成功浴冶这是高雁常
说的一句话袁 这也是值得所有销售人员学习的一句话袁相
信有了这份执着和信念袁成功一定会离我们越来越近遥

他是农
产品认证的
行家袁更是一
位市场开发
的高手袁他就
是专业的销
售 工 程
师要要要韩易遥

2010
年袁韩易在工
作中实现质
的飞跃袁创造
个人 92万元
的优秀业绩袁

成为万泰农产品开发销售冠军遥 除此袁韩易还将市场开发与
审核工作合理安排袁高效的完成 76人天的审核任务遥

在认证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袁韩易勇于挑战袁善于思索袁
不仅有效调动各种市场因素袁进行业务开发袁还挖掘潜力袁对余杭
农业局尧安吉农业局等一批老客户实施再开发策略遥 他的努力不
仅帮助团队提升了整体绩效袁也让自己取得了优秀的业绩遥

专业与技术相容袁勤奋与拼搏共进袁这是韩易的成功
之道袁也是值得所有万泰人借鉴的工作之道遥

两次荣
获 技 术 奖
项袁 连续两
年被评为万
泰先进 袁这
是 一 种 肯
定袁 更是一
种个人价值
的体现 袁王
伟杰以其突
出的个性和
优秀的业务
能力不断绽
放光芒遥

作为农产品认证领域的技术骨干袁王伟杰承担了大量
富有挑战性的研发工作袁攻克许多技术难关袁为万泰在有
机和 GAP领域保持技术领先做出贡献遥

除了参与多项技术研发项目袁 2010年袁 王伟杰还利
用现场审核进行市场开发袁 完成 77个现场审核的同时袁
创造 25.3 万元的销售业绩袁 这是万泰走专业化道路提升
食品链认证核心竞争力的具体体现袁 更是王伟杰个人努
力的结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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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开发最佳团队 工业与服务业事业部 业务二部

野全年新增项目近 300项袁 年
收入同比增长 40%袁 完成监复审项
目 600 余项冶袁 2010 年袁 农产品部
用一组组精彩的数据证明了自己的
专业与实力遥

从年初的整体规划部署袁 到之
后的分区域逐一攻破曰 从日常的审
核工作到市场开发与审核合二为
一曰 从杭州到祖国的大江南北袁 农
产品部通过不断的努力与坚持袁 壮
大了自身的力量袁 也为万泰有机认
证上升至全国第二尧 GAP认证保持
全国第二的领先地位做出了贡献遥

2010年袁 农产品部贯彻大万泰
食品链认证的战略构想袁 与分支机
构和综合部协同作战袁 一手抓市场
业绩袁 一手抓风险控制袁 进一步夯
实了万泰农产品认证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袁 为全公司农产品认证业绩又
上新台阶做出贡献遥

专业加技术再加团队协作袁 农
产品部的成绩不是一种偶然袁 而是
一种厚积薄发遥

客户维护最佳团队 工业与服务业事业部 客服部

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袁 他们被
亲切的称为 野红色娘子军冶曰 这是一
个新生的部门袁 成立时间仅一年袁
就是这样一股新生的力量在 2010年
交出了一份令人惊叹的成绩单遥 监
复审项目累计完成近 2500个袁 执行
率高达 98.14%曰 监审尧 复审尧 监复
审综合流失率创历年新低袁 同比
2009 年 袁 降 幅分 别 达 28.46% 尧
50.27%和 45.65%曰 通过审核委派方
式的精心调整袁 人力资源利用率大
幅提升曰 在业务量剧增的情形下袁
办公开支同比 09年下降 30%噎噎一
串串数字很好的诠释了 野一增一
减冶袁 也似乎在诉说着一年来客服部
每一位成员的付出与努力遥

细分客户尧动态监管袁转变形式袁
创新方法袁在公司的整体统筹下袁客
服部在邵建清经理的带领下袁茁壮成
长遥

2010对客服部来说是磨练的一
年袁更是团队融合的一年袁2011袁他们
将怀着迎难而上的信念袁 继续阔步
前行遥

这是一支充满激情的团队袁2010
年袁他们凭借智慧和勤奋袁勇攀高峰袁
赢得荣誉遥
作为奋斗在市场第一线的先锋袁

他们不畏艰难尧拼搏进取遥 为了信守
承诺袁他们可以在漫天大雪中苦等客
户 6个小时曰为了赢得市场袁他们从
不轻言放弃袁刚拔去盐水针头袁马上
又奔赴下一个野战场冶曰面对 39 度的
高温袁他们没有说不袁乘着绿皮火车袁
继续前行曰 对于要求极为苛刻的客
户袁他们总是耐心细致袁即便来回跑
上十几趟也毫无怨言遥

想客户所想袁急客户所急袁用专
业尧真诚与优质服务打动顾客袁用坚
强尧执着与汗水创造佳绩袁这就是我
们的业务二部袁作为一支年轻的市场
团队袁他们在风雨中锻炼袁在积累中
成长袁最终绽放灿烂的光芒遥

2011年袁 他们满怀信心袁 他们
将以更专业的知识与更优质的服务
迎接新的挑战袁 他们期待着再次展
翅飞翔遥

工业开发销售冠军 高 雁 农产品开发销售冠军 韩 易 技术钻研奖 王伟杰

技能优异奖 王 慧 客户满意审核员奖 闵莲英 客户满意审核员奖 陆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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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内部支持奖 周 琴
作为苏州办的内部岗位人员袁 周琴犹

如一个业务支持平台袁 扮演着多重角色袁
承担着多项任务遥

2010 年袁 在公司 野一减冶 目标的指
导下袁 苏州办客户维护工作压力重重袁 但
在任务面前袁 周琴没有退缩袁 而是咬紧牙
关袁 拼搏奋战袁 最终取得不俗成绩袁 不仅
流失率大大降低袁 客户满意度亦逐步提
升遥
除此之外 2010年苏州办的项目执行

率不断提高尧 与总部之间的合作也更为默
契袁 这些都离不开周琴的努力遥 天道酬
勤尧 厚德载物袁 周琴一直坚信有耕耘就会
有收获袁 所以 野踏踏实实做事袁 老老实实
做人冶 成为了她的工作格言袁 我们也有理
由相信袁 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袁 周琴必将
走得更好袁 走得更远遥

团队管理优秀奖 胡 迅
他是不可多得的审核专家袁 他是六大

领域的高级审核员袁他更是一位管理达人袁
带领着一支优秀团队袁 拼搏在万泰华南市
场袁他就是胡迅遥

2010 年袁在他的带领下袁深圳公司华
丽转身袁不仅圆满完成野一增一减冶的年度
工作目标袁还着眼长远袁战略规划袁为深圳
公司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遥

2010 年袁他力抓市场开拓袁与团队成
员共同努力袁 打开广东及周边地区有机认
证市场袁成为分公司市场业绩的亮点遥

2010年袁他注重团队建设袁充分调动尧
发挥部门经理的工作积极性尧 主动性和协
调性袁 大大提高了深圳公司的战斗力和凝
聚力遥

管理上袁他信奉野公开尧公平尧周密尧高
效冶曰生活中袁他严于律已袁宽于待人遥 这就
是胡迅袁一位值得万泰人学习的楷模遥

岗位奉献奖 黄 任
野干一行袁 爱一行袁 默默无闻袁 无私奉

献冶袁黄任的孺子牛精神在 2010年继续发扬
光大遥

在公司野一增一减冶目标的推动下袁2010
年袁万泰新增项目逐渐增多袁出证压力不断
加大袁在人员相对紧张的情况下袁黄任不计
较个人得失袁服从公司安排袁减少外出审核
时间袁帮助公司一起攻克难关遥

工作负荷量大袁他放弃休息时间袁主动
加班加点曰面对新同事业务不熟悉袁他耐心
指导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同事熟悉业务
流程遥 2010年袁黄任的合格评定总量占整个
工业部的 50%袁为工业部出证工作的顺利完
成立下汗马功劳遥

勤勤恳恳袁奋发向上袁工作中袁黄任的老
黄牛精神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与尊重袁 生活
中袁他热心肠尧善于助人的特点一样感动着
大家遥

市场支持奖 俞水华
她不只是一名优秀的审核员袁 更是万

泰审核员的指导员和教官袁 承担着新审核
员培训尧 指导的重担袁 她就是俞水华袁 多
年来袁 她以其丰富的认证理论尧 扎实的审
核经验尧 优秀的审核员风范袁 言传身教袁
带领新审核员迅速成长遥
俞水华勇于挑重担尧 背责任袁 她不

计较个人得失袁 做到干一行尧 爱一行尧
钻一行遥 她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尧 无私
无畏的奉献精神和良好的职业素养赢得
了客户的普遍认可袁 也赢得了全体同事
的尊重遥

2010 年袁 在圆满完成审核任务的同
时袁 俞水华还发扬带头人的作用袁 率先投
入至市场开发工作中袁 通过不断努力拓展
业务近 30万袁 位居审核员之首袁 不仅使
个人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袁 也为公司年度
目标的实现奉献了一份力量遥

野市场
冲得上 尧技
术扛得起 尧
管 理 拿 得
下冶袁王慧是
一位技能全
面的复合型
人才遥 日常
工作中 袁她
扮演着多重
角色袁 业务
员尧检查员尧
客服人员遥

2010
年袁 凭借专业技术优势和责任心袁 王慧将客服尧 市场和
审核三方面工作合理安排袁 不仅圆满完成农产品复审工
作年度目标袁 帮助食品事业部实现 野一减冶 目标袁 还完
成新增项目 36项袁 实现销售业绩 43.9万元袁 为食品部的
野一增冶 划上重要的一笔遥

野最简单的事是坚持袁 最难的事还是坚持遥冶 这是王慧
常说的一句话袁 除了专业尧 聪慧与勤恳袁 王慧的成功还在
于坚持袁 在于时刻准备着袁 这也是每一位万泰人所应学习
的精神遥

她是房
地产 尧 物流
管理业的审
核行家袁 她
经常被客户
点名要求审
核袁 她就是
客户满意审
核员奖得主
闵莲英遥

野审核的
意义在于帮
助组织的管
理增值袁 审

核一定要与时俱进袁 一定要精细化且具有深度冶袁 闵莲英
总以此要求自己遥 她注重审核知识的积累与更新袁 善于
将企业实际与标准有机结合袁 她经常帮助企业解决难题袁
实现绩效改善遥 这份对于审核有效性的无限追求和责任
心袁 让闵莲英的审核独具风格袁 也因此获得了广大客户
的一致认可遥
为人可亲袁 审核 野霸气冶袁 业绩突出袁 2010年袁 闵莲

英用 野努力与拼搏冶 抒写精彩篇章袁 也因此赢得掌声与
赞誉遥

作为一
名从事审核
工作多年的
三体系审核
员袁 陆勇凭
借着过硬的
专业能力和
审核技巧赢
得了客户的
满意袁 也得
到了公司和
广大同仁的
一致认可遥
专业彰

显魅力袁陆勇不满足于一般的符合性认证袁他总是不断创
新与探索袁2010 年袁在完成繁忙的审核任务之余袁他还自
创了野望闻问切冶诊断式增值审核方法袁进一步提升了审核
的有效性曰由其撰写的叶基于影响企业绩效制约因素的过
程方法审核曳被入选 CNAS论文集在全国发行遥

审核之余袁 陆勇还尝试将审核与市场开发有机结合袁
通过提供优质服务尧 集团化开发等多种途径袁 帮助万泰
赢得优质客户袁 为万泰 2010年 野一增冶 的年度目标奉献
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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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开发最佳团队 食品事业部 农产品部

野从一
位内部文员
转型为销售
冠军袁 从一
位普通的工
作人员上升
为三体系审
核员冶袁高雁
用实际行动
向大家证明
了 她 的 实
力遥

工 作
中袁 她勤勤

恳恳袁 兢兢业业袁 以最大的热情迎接每一次挑战曰 生活
中袁 她勤奋好学 袁 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 袁 顺利通过
QMS尧 EMS尧 OHSMS三标考试袁 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
销售工程师遥

野把最困难的事情当做是必须完成的挑战袁 一单一单
跟踪好袁一个一个服务好袁那么袁一定会成功浴冶这是高雁常
说的一句话袁 这也是值得所有销售人员学习的一句话袁相
信有了这份执着和信念袁成功一定会离我们越来越近遥

他是农
产品认证的
行家袁更是一
位市场开发
的高手袁他就
是专业的销
售 工 程
师要要要韩易遥

2010
年袁韩易在工
作中实现质
的飞跃袁创造
个人 92万元
的优秀业绩袁

成为万泰农产品开发销售冠军遥 除此袁韩易还将市场开发与
审核工作合理安排袁高效的完成 76人天的审核任务遥

在认证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袁韩易勇于挑战袁善于思索袁
不仅有效调动各种市场因素袁进行业务开发袁还挖掘潜力袁对余杭
农业局尧安吉农业局等一批老客户实施再开发策略遥 他的努力不
仅帮助团队提升了整体绩效袁也让自己取得了优秀的业绩遥

专业与技术相容袁勤奋与拼搏共进袁这是韩易的成功
之道袁也是值得所有万泰人借鉴的工作之道遥

两次荣
获 技 术 奖
项袁 连续两
年被评为万
泰先进 袁这
是 一 种 肯
定袁 更是一
种个人价值
的体现 袁王
伟杰以其突
出的个性和
优秀的业务
能力不断绽
放光芒遥

作为农产品认证领域的技术骨干袁王伟杰承担了大量
富有挑战性的研发工作袁攻克许多技术难关袁为万泰在有
机和 GAP领域保持技术领先做出贡献遥

除了参与多项技术研发项目袁 2010年袁 王伟杰还利
用现场审核进行市场开发袁 完成 77个现场审核的同时袁
创造 25.3 万元的销售业绩袁 这是万泰走专业化道路提升
食品链认证核心竞争力的具体体现袁 更是王伟杰个人努
力的结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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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开发最佳团队 工业与服务业事业部 业务二部

野全年新增项目近 300项袁 年
收入同比增长 40%袁 完成监复审项
目 600 余项冶袁 2010 年袁 农产品部
用一组组精彩的数据证明了自己的
专业与实力遥

从年初的整体规划部署袁 到之
后的分区域逐一攻破曰 从日常的审
核工作到市场开发与审核合二为
一曰 从杭州到祖国的大江南北袁 农
产品部通过不断的努力与坚持袁 壮
大了自身的力量袁 也为万泰有机认
证上升至全国第二尧 GAP认证保持
全国第二的领先地位做出了贡献遥

2010年袁 农产品部贯彻大万泰
食品链认证的战略构想袁 与分支机
构和综合部协同作战袁 一手抓市场
业绩袁 一手抓风险控制袁 进一步夯
实了万泰农产品认证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袁 为全公司农产品认证业绩又
上新台阶做出贡献遥

专业加技术再加团队协作袁 农
产品部的成绩不是一种偶然袁 而是
一种厚积薄发遥

客户维护最佳团队 工业与服务业事业部 客服部

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袁 他们被
亲切的称为 野红色娘子军冶曰 这是一
个新生的部门袁 成立时间仅一年袁
就是这样一股新生的力量在 2010年
交出了一份令人惊叹的成绩单遥 监
复审项目累计完成近 2500个袁 执行
率高达 98.14%曰 监审尧 复审尧 监复
审综合流失率创历年新低袁 同比
2009 年 袁 降 幅分 别 达 28.46% 尧
50.27%和 45.65%曰 通过审核委派方
式的精心调整袁 人力资源利用率大
幅提升曰 在业务量剧增的情形下袁
办公开支同比 09年下降 30%噎噎一
串串数字很好的诠释了 野一增一
减冶袁 也似乎在诉说着一年来客服部
每一位成员的付出与努力遥

细分客户尧动态监管袁转变形式袁
创新方法袁在公司的整体统筹下袁客
服部在邵建清经理的带领下袁茁壮成
长遥

2010对客服部来说是磨练的一
年袁更是团队融合的一年袁2011袁他们
将怀着迎难而上的信念袁 继续阔步
前行遥

这是一支充满激情的团队袁2010
年袁他们凭借智慧和勤奋袁勇攀高峰袁
赢得荣誉遥
作为奋斗在市场第一线的先锋袁

他们不畏艰难尧拼搏进取遥 为了信守
承诺袁他们可以在漫天大雪中苦等客
户 6个小时曰为了赢得市场袁他们从
不轻言放弃袁刚拔去盐水针头袁马上
又奔赴下一个野战场冶曰面对 39 度的
高温袁他们没有说不袁乘着绿皮火车袁
继续前行曰 对于要求极为苛刻的客
户袁他们总是耐心细致袁即便来回跑
上十几趟也毫无怨言遥

想客户所想袁急客户所急袁用专
业尧真诚与优质服务打动顾客袁用坚
强尧执着与汗水创造佳绩袁这就是我
们的业务二部袁作为一支年轻的市场
团队袁他们在风雨中锻炼袁在积累中
成长袁最终绽放灿烂的光芒遥

2011年袁 他们满怀信心袁 他们
将以更专业的知识与更优质的服务
迎接新的挑战袁 他们期待着再次展
翅飞翔遥

工业开发销售冠军 高 雁 农产品开发销售冠军 韩 易 技术钻研奖 王伟杰

技能优异奖 王 慧 客户满意审核员奖 闵莲英 客户满意审核员奖 陆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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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院 辞旧迎新的日
子里袁 每个人的心中充盈着
感动和感谢袁 过去的一年袁
或许有过风雨袁 我们依然收
获满载遥 回味 2010年袁 让我
们记住这些精彩袁 这些喜悦袁
这些温暖遥 然后袁 一起手拉
手尧 肩并肩昂首挺进充满希
望的 2011年遥

其乐融融德凯万泰合影

主持人

兔年来了

小人舞

扇子舞

恰恰

见证奇迹的时刻

恭喜恭喜

魅力魔术

热情开场

红色娘子军

团拜会现场

团拜会现场

精彩回顾

2月

2011年

浙企准字
第 A173号

主办单位院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2011新春团拜会给力呈现

本报讯 野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优
秀钥冶野如何遵循 PDCA规则进行市场规划钥冶
野如何调动全员信心袁 不断提升团队整体战
斗力钥 冶噎噎一场头脑风暴袁一次万泰精英间
的对话与交流袁2011年管理研讨会奏响新年
序曲袁拉开万泰年度工作大幕遥

汤凯珊董事长在研讨会上对 2011 年工
作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遥他指出袁野打造
一支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团队冶 将是 2011年
工作的重中之重袁 万泰未来的发展和定位袁
既需要有一支精心组织尧精心策划尧精心实
施市场战略尧 市场战术的市场管理团队曰还
需要一支有规模尧懂技术尧能拼搏的市场销
售团队袁这样的精英团队行成后袁将为万泰
下一步重要转型奠定基础遥

围绕野一增一减冶的实施情况袁王忠副总
经理全面剖析 2010 年度工业部的得与失袁
并通过客户维护工作整体策划尧专兼职审核
员有效使用尧薪酬制度合理设计尧有效控制
认证风险等实际案例与大家分享精细化管
理心得遥

野整体谋划袁 分区域作战曰 发挥技术优
势袁将销售与审核有机结合曰关注政策袁抓住
机遇曰做好铺垫袁跟上服务冶袁会上袁卢振辉副
总经理与大家分享了食品部成功的市场开
发模式袁并就风险控制尧市场大环境等问题
与大家展开探讨遥

深圳分公司作为 2010 年的一批黑马袁
它的成功之处在哪钥 分公司胡迅总经理从
野团队建设尧 渠道挖掘尧 2011 年战略规划尧

市场路线图布置冶 等角度与大家分享成功
经验袁 其中 野三快三早冶 渊即院 快速响应尧
快速决定尧 快速实施尧 早联络尧 早发现尧
早处理冤尧 野一包尧 二分尧 三快尧 五加强冶
等工作方法让大家深受启发遥

会上袁 工业部业务二部经理王斐尧 深
圳分公司市场部经理李盛峰分别从野团队凝
聚力形成冶尧野团队整体市场策划冶 两个不同
的角度探讨团队建设问题遥食品部农产品经
理郑良伟从野市场开发时间尧工作侧重尧团队
核心竞争力冶等问题出发为大家介绍了农产
品部的成功经验遥工业部客服部经理邵建清
围绕野增强客服管理袁降低流失率冶的主题向
大家介绍了客服部 2010 年的管理心得袁其
中野VIP客户确定冶尧野客服人员选择冶等经验

颇具借鉴意义遥
优秀业务员代表高雁尧 韩易结合自身

的市场开拓经验袁 与大家分享了 2010 年取
得成功的奥秘遥 注重细节袁 培养情谊袁 善
用资源袁 真诚服务曰 关注政策袁 主动出击袁
不辞辛苦袁 奋勇拼搏袁 两人的工作特色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遥

研讨会现场气氛热烈袁 大家统一了思
想袁明确了目标袁纷纷表示袁将在年后着手策
划实施行动方案袁全力以赴实现目标遥 借交
流之际袁深圳分公司将精心准备的感谢信赠
予总部食品部及工业部袁博得了现场同仁的
阵阵掌声袁也充分体现了万泰兄弟部门之间
良性竞争尧团结和谐的氛围遥

渊行政中心 俞美华冤

2011万泰管理研讨会火花四放
野打造一支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团队冶成讨论热点

本报讯 1 月 30 日晚袁 滨江喜来登酒
店洋溢着浓浓的新年喜庆袁 2011 万泰认
证尧 德凯万泰新春团拜会在此欢庆举行袁
万泰总部全体同事尧 分支机构代表和德凯
万泰的同事欢聚一堂辞旧迎新遥
团拜会上袁 汤凯珊董事长为在过去一

年取得优异成绩的先进集体及个人颁奖袁
并送上节日的祝福遥

汪晓东总经理在致辞中说袁 过去的
2010年在全体万泰同事的共同努力下袁 较
好完成了公司董事会提出的任务和目标要
求袁 总部各部门尧 各分支机构在工作实践
中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管理方法和效
果遥

2011 年袁 野打造一支具有竞争力的

市场团队冶 将成为我们的目标袁 这要求袁
第一袁 要把提升市场战略尧 市场战术的规
划能力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袁 精心组织尧
精心策划尧 精心落实 2011 年的市场目
标曰 第二袁 2011 年要建立一支有规模尧
有拼劲尧 有专业尧 有能力的市场营销团
队遥 除此袁 在新的一年里袁 我们还将全面
深化 野一减冶 工作袁 进一步提高客户满意
度尧 降低客户流失率曰 抓好风险管理袁 从
公司领导尧 部门领导到责任人袁 考核到
位袁 把风险的危害降到最低曰 加强审核员
团队建设袁 充实队伍尧 提升战斗力袁 让审
核员队伍成为有正气尧 有朝气尧 有能力袁
客户满意尧 公司放心的审核员团队遥

德凯万泰总经理 Andreas. Loh.在会上
用中文向大家问候并致辞袁 他说袁 2010年
是世界金融危机后的第一年袁 也是中国再
次表现出强势增长的一年遥 我很高兴看到
在欧洲袁 德国相比其他国家率先走出低
迷袁 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袁 DEKRA在全
球范围内持续快速发展袁 今年营业额达
18.4 亿欧元袁 员工数达 24000人遥 接下来
我本应与大家分享德凯
万泰的发展袁 但是现在
先让我保留袁 因为德凯
万泰的团队将在不久的
将来用令人难忘的表现
告诉大家我们的实力遥
他对所有帮助合资公司
发展的同仁们表示感
谢袁 并预祝大家在兔年
身体健康尧 事业成功浴

团拜会上袁 大家举
杯 同庆 袁 为给力 的
2010 年祝贺袁 也为即
将到来的 2011年祝福遥
笑脸尧 美酒尧 精彩的节
目成为了 2011 年新春
团拜会的最佳组合袁 不
仅为万泰尧 德凯万泰的
2010 划上了一个圆满
的句话袁 也给广大员工

留下了记忆深刻的
年会印象遥

团拜会节目精
彩纷呈 袁 亮点多
多遥 由工业部尧 行
政中心及分支机构
带来的开场舞蹈

叶女朋友 曳 尧 歌舞
叶恭喜恭喜曳尧 叶红
色娘子军曳尧 小品
叶我为单狂曳尧 诗朗
诵 叶我们一起努
力曳 等节目袁 围绕
传统 尧 时尚 尧 搞
笑尧 深情等元素 袁
继续引领风骚遥 食
品部尧 财务中心及德凯万泰出奇制胜袁 带
来了极具团体色彩的 叶经典情歌串烧曳尧
叶小人舞曳尧 叶群体魔术曳尧 叶开心会计词
典曳 及 叶DEKRA 这一年曳袁 给大家带来
全新的视觉享受遥

释放压力袁 放松心情袁 2011 新春团

拜会上演了一幅幅感人画面袁 留下了一
个个精彩瞬间袁 或喜悦袁 或动人袁 或祝
福袁 或感恩袁 短暂的三个小时袁 无法全
面展示万泰员工的文艺才华袁 却一样让
我们看到了认真与执着袁 真诚与自信袁
未来和希望遥 渊行政中心 俞美华冤

汤凯珊董事长为先进颁奖

先进个人合影

劳尔总经理致辞

汪晓东总经理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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