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月 10日袁 万泰 2010新春团拜会精彩上演袁
总部全体员工及合资公司德凯万泰全体员工欢聚一堂袁辞
旧迎新袁同庆新春佳节遥

团拜会上袁汤凯珊董事长致辞遥 他说袁今天我们欢聚一
堂袁辞旧迎新袁以东方人特有的仪式袁为到来的 2010 年祈
福袁为走过的 2009年感恩遥 回望过去的一年袁百感交集遥 正
是天赐中国袁才使得这片创业热土国泰民安袁率先走出了全
球经济危机的阴霾曰 正是天道酬勤袁 才使得万泰实现了
野2009在冬天中成长冶的年初宿愿遥我们感谢员工袁无论是在
杭州袁在深圳尧在成都尧在郑州尧在苏州袁还是远在泰国的曼
谷袁正是你们在各自岗位踏实工作尧默默无闻的奉献袁才使
得万泰的基业长青遥我们更感谢过去一年中锐意进取尧取得
骄人业绩的精英们袁正是你们杰出的表现和激情袁才使得我
们更加坚信院万泰的明天袁一定会从优秀走向卓越遥

回顾过去的 2009袁9月 25日是万泰与 DEKRA发展史
上应该铭记的一天遥双方合资协议的签订袁标志着中德两国
两个优秀认证机构战略合作的联盟遥 在 2010 到来之际袁德
凯万泰等待着启航遥

回顾过去的 2009 万泰年青尧朝气尧正气尧团结尧拼搏的
市场营销团队茁壮成长遥 他们传承了野拼搏尧创新冶的万泰文
化袁以不屈不挠的敬业精神袁感动了客户袁感动了合作伙伴袁
甚至感动了竞争对手遥 2009年袁他们成长了袁他们长大了遥

回顾过去的 2009袁审核员团队积极响应公司号召袁人人
参与市场开发袁人人参与客户维护遥 杭州尧深圳尧成都袁各地
审核员在完成审核任务的同时袁主动与客户沟通袁了解客户
的需求袁架起了认证机构与客户之间的桥梁遥

回顾过去的 2009袁年初袁在原产品认证中心的基础上袁
组建成立食品事业部袁 全面整合万泰在食品认证链上的各
项认证业务尧人力资源和客户资源袁突出专业优势袁积极探
索大万泰食品链专业化发展道路袁一年来袁食品事业部做了
积极和很好的探索袁 为今后推动万泰内部管理机制的创新
打下基础曰年末袁在原审核中心和客户中心基础上袁工业与
服务业事业部完成筹建袁全面整合两大部门的内部资源袁打
破业务流程上的束缚袁改变传统的管理架构袁积极探索加大
加强客户服务的全新运作模式遥

过去的一年袁从组织结构和管理职能的调整袁到绩效管理
的深化曰从各序列人员工作效率的挖掘到市场团队的扩充曰一
年来从总部到分支机构袁这些实践虽然进度不一袁但 2009年是
万泰在内部治理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优化勇于实践的一年遥
在去年金融危机的宏观背景下袁这些努力显得尤为可贵遥

他说袁已经翻过去的 2009年台历袁清晰地记载着我们
辛勤耕耘的每一天袁年终一组组统计数据袁清晰地勾画出
过去一年的喜悦与遗憾噎噎展望 2010袁 我们的年度
口号是野增加万泰市场份额袁减少万泰客户流失冶遥 一
个企业只有足够大的规模袁 才会有抗风险的能

力曰只有足够大的规模袁才能有丰厚的利润回报社会和员工遥
2010年万泰之所以敢在中国认证大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好转的
背景下袁提出更高更快的发展目标袁是基于院

第一袁 万泰和 DEKRA 战略合作诞生的德凯万泰在
2010 年正式启动袁产品认证尧产品检验等一系列新产品尧新
领域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遥 高端的客户群尧国际间的竞争
对手袁万泰的精英们终于有了用武之地遥

第二袁万泰年青尧朝气尧肯干尧会干的市场营销团队的快速
成长尧我们审核员团队全员参与的市场开发袁给了我们在市场
竞争中胜出的信心遥 正是有了你们袁才有了让万泰 2010年向
更高市场目标冲刺的决心遥 正如奥巴马总统在竞选中那句经
典的野我能浴冶给了无数美国人民信心和憧憬遥同样袁你们几年的
卧薪尝胆尧2009的喷发袁燃起了万泰对 2010的期待噎噎

认证客户的流失和流动袁 是中国认证界目前共同面对
的难题袁也是万泰 2010 年各部门尧各分支机构急待解决的
焦点遥 虽然恶性竞争和诚信缺失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变革
进程中绕不过的一道坎曰虽然短期内袁在恶性竞争背景下的
客户流失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袁但是在 2010年袁万泰将向这
一行业难题发起挑战遥 要使这一目标实现院

第一袁各部门尧各分支机构必须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袁只
要从思想上重视起来袁我们的办法就会比困难多遥我们的措
施就会效果彰显遥 第二袁万泰每一位审核员必须把野客户放
弃证书冶与野认证有效性冶联系在一起思考袁必须把认证有效
性放在关系到体系认证生死存亡的高度去思考遥 正如我在
2009年国际认可日中国论坛袁 代表中国认证机构的发言中
讲到的袁野认证有效性是决定中国认证认可乃至全球认证认
可能走多远的关键遥 认证产业要想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中发挥建立和传递信任的作用袁促进技术进步袁促进产业结
构升级袁推动中国产业管理水平的提升袁就必须坚守认证的
价值和认证的有效性遥 认证机构的经营理念是永续经营的
基石袁当速度和规范尧风险和效益矛盾时袁我们必须坚持行
业操守遥 创造恒久的认证事业袁创造一个真正值得长青的产
业袁是认证机构的崇高使命袁也是客户对认证价值的期待遥 冶

因此袁只要把万泰的认证有效性抓上去袁只要把万泰的
服务抓上去袁只要把审核员团队野向平庸挑战冶抓上去袁我们
的客户流失率一定会降下来遥

近期我们召开了一系列年终研讨会袁大家纷纷点评 2009袁
规划 2010曰找亮点袁查问题曰理思路袁做规划曰看到了彼此间的
差距袁看到了自己的遗憾袁更看到了明天的信心和方向遥

汤凯珊董事长最后说袁同事们袁世界经济走过 2009 最
艰难的时期袁复苏成为 2010的最大期待遥 然而袁全球经济复
苏的进程充满复杂性袁 中国认证市场未来发展也充满了复
杂性遥 我们必须加倍的野拼搏尧创新冶袁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袁
好在野2010要要要我们准备好了浴 冶
合资公司德凯万泰德方总经理 Andreas. Loh. 在会上发

言遥他说袁2009年是值得铭记的一年袁因为在这一年袁我们不
仅成功应对金融危机袁还成立了德凯万泰袁这是德凯发展史
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袁同时袁我们也相信德凯与万泰的合作
将最终实现其长远的发展计划遥

他指出袁 通过近期的参观与交流袁DEKRA其他部门和
KEMA的同事袁看到了万泰的雄厚实力袁纷纷表示希望能和
万泰合作以促进自身的发展遥2010年袁德凯万泰将继续扩大
万泰的业务领域袁并让更多的客户了解这些业务遥

最后袁他对所有帮助合资公司成立的同仁们表示感谢袁
并预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尧万事如意袁并如虎一样
独立尧勇敢和机智遥

团拜会现场袁公司对 2009年度先进人物和集体进行表
彰袁祝贺并感谢他们一年来为公司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遥

与往届团拜会相同袁本次团拜会袁各部门通力合作袁精心
准备演出节目遥为了体现全员参与尧全民共乐的晚会主旨袁本次
团拜会还特意增加了许多互动环节袁使得现场气氛热烈非常遥

欢声笑语乐融融袁 齐聚一堂贺新春袁 一年一度的团拜
会袁既是一台喜庆热闹的联欢晚会袁同时也是一台释放激情
的别样晚会遥 在这里袁有人歌唱袁有人舞蹈袁有人表演噎噎卸
下工作的外衣袁我们看到了更多活泼尧自信尧乐观尧幽默的同
事袁同时也看到了更多的真诚尧感动与希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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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不是专业的演员袁 但是投入的表
情袁依然让人印象深刻袁也让我们看到了他
们的认真遥

释放激情 放飞梦想
要要要2010新春团拜会精彩回放

释放工作压力袁增进彼此交流袁每到年末袁
团拜会总是给人无限期待袁精彩的节目尧丰厚
的奖品尧 好玩的游戏噎噎享受视听盛宴的同
时袁还让大家好好放松一回心情袁也因此袁在这
个晚会上袁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别样的风景遥

2009袁 我们用相机捕捉下团拜会的精彩袁
用表情记录下动人的瞬间遥

新年专版

野开心 尧快
乐冶永远是
团拜会的
主题袁所以
我们总能
捕捉到一
张又一张
开心的笑
脸遥

总有那么一些事袁总有那么一
些人袁 总可以勾起我们的记
忆袁触达我们的心灵袁缅怀过
去袁感动的心依然存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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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院 每次回首袁 总会发现身边有那么多可爱的人袁 不经
意间袁 就会在他们微笑的脸庞背后袁 看见无限的坚强尧 勇
敢尧 无私与奉献遥 时间的车轮又一次驶过袁 在这新旧交替的
时刻袁 让我们一起为这些可爱的人喝彩袁 也让我们从中共同
汲取成长的养分袁 在感动中寻找未来之路遥

野技术优势强尧动手能力足冶袁凭借着这两大优点袁2009
年袁王伟杰实现华丽转身遥不论在农产品认证检测尧良好农
业规范认证袁还是国际合作项目上袁都做出突出成绩遥
面对枯燥的检测指标尧技术文件袁他不骄不躁袁认真搜集

整理袁勤奋钻研学习袁通过不断的努力袁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
难题袁为公司在食品尧有机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立下汗马功劳遥
在新业务领域开发方面袁他深入实践袁充分调研袁不

仅赢得合作伙伴如院中药材企业的信任袁也为公司创造了
新的价值遥

在国际合作方面袁他充分利用自身语言优势袁不仅担
任技术翻译袁还担当现场口语翻译袁使得多项合作项目顺
利完成遥

2009年袁 万泰成为我国首个获得全球良好农业规范
组织授权的认证机构袁这其中王伟杰功不可没袁大量英文
资料的准备袁多层次的英语沟通与交流袁这一切使得这一
资格的获得变得更为顺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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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美丽的准妈妈袁同时她是万泰 2009年度的销售
冠军遥 在过去的一年袁她以 132.28万元的个人销售业绩袁
创造公司个人年度销售历史新高袁震惊万泰遥
身怀六甲袁她依然战斗在工作第一线曰面对挑战袁她

大胆迎接袁沉着应对遥2009年袁结合自身情况袁她及时调整
策略袁将目标锁定在已开发的客户群当中袁并最终凭借勤
恳的工作态度尧良好的沟通能力袁高度的服务意识袁与客
户建立起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袁取得了优异的销售业绩遥
踏踏实实尧兢兢业业尧开拓进取尧勤奋努力噎噎占晓燕

就是凭借这样一种精神袁坚强地走过了 2009袁成功地走过
了 2009遥 在她的身上袁我们知道了什么是野执着冶袁什么是
野拼搏冶袁什么是野敬业冶袁我们亦学会了勇敢袁收获了感动遥

2009销售冠军 占晓燕

从审核员到销售工程师袁2009年袁 对史少礼来说袁是
成功转型的一年遥
如何将个人的专业优势与市场开发相结合钥 如何适

应审核员与业务员两个不同的岗位袁 两种不同的工作模
式钥如何扬长避短钥如何实现能力的提升钥带着年初的种
种问题袁史少礼开始了他的市场生涯遥
从小事做起袁逐步熟悉客户开发业务流程曰抓工作重

点袁不断研究项目开发专业优势曰听同事声音袁吸取教训袁
积累经验袁实现进步遥过去的一年袁他坚守审核的价值袁不
仅让客户接受认证袁还让客户从心底里认同认证曰过去的
一年袁他坚守岗位袁不仅完成 78人天的审核任务袁还创造
了 71.3万元的销售业绩袁 位居新业务员销售业绩排行榜
榜首曰过去的一年袁他以专业征服客户袁他以技术支持同
伴袁他以毅力打动人心遥

2009先进销售工程师 史少礼

2009技术之星 王伟杰

精干人员队伍袁挖掘内部潜力袁是公司 2009年优化
人员结构的工作目标袁 也是对所有内部管理人员团队合
作意识的考验和自我能力提升的挑战遥 认证机构内部管
理序列一人多岗的工作特性要求从业人员不仅要有专长
能独立承担分管的专业工作袁 而且还要随时调整工作状
态和节奏袁快速响应业务需求遥
从人员注册尧专业评定的组织到机构认可尧业务扩项

申报袁从人员招聘尧公司年会的组织到协助兄弟部门人员
交接的工作带教袁 不论什么工作袁 陈光娜同志都勇于承
担袁尽职尽责遥

野我是革命的一块砖袁哪里需要哪里搬遥 冶陈光娜是这
么说的袁也是这么做的袁护士长出身的她袁亲切尧勤奋尧踏
实尧肯干遥 在困难面前袁她勇于挑战曰在工作当中袁她善于
学习曰面对压力袁从不退却遥 2009年袁陈光娜同志凭借责
任心尧执着和韧劲袁实现了自我提升与跨越遥

2009服务之星 陈光娜

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袁 或许他们资历尚浅袁 或许他们经验不足袁 但是 2009袁 他们用青春与智慧
谱写出了华丽的乐章遥
通过一年的努力袁 他们创造出了全年 506万元的销售业绩袁 打破公司业务部门历史最高销售纪

录遥
通过一年的努力袁 他们茁壮成长袁 个人成熟的同时袁 是整个队伍的壮大袁 从年初的 3人作战到岁

尾的 8人共战袁 我们看到了一个集体的形成袁 一个团队的力量遥
作为一个销售团队袁 数据或许是他们最为看重的一样东西袁 同时也是他们证明自己实力的最佳证

据遥 但是 2009袁 我们不仅看见了一组组让人惊叹的数据袁 同时袁 也看到了数据背后那些感人的故事遥
年轻的部门经理俞帅袁 进入认证行业不足四年袁 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袁 她凭借自身的执着与努

力袁 成功实现转型袁 从一名普通的员工到带领一支队伍的经理袁 她以身作则尧 帮扶带教袁 用真诚打动
下属袁 用智慧策划工作袁 并最终赢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遥
朝气的部门成员们袁 在 2009年经济寒冬的面前没有退却袁 在陌生的行业面前没有胆怯袁 他们一

步一个脚印袁 踏实工作袁 认真学习遥 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袁 他们依然保持乐观袁 用一颗 野恒心冶尧 一
颗 野爱心冶 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遥 在桐庐生态纺织品项目的开发过程中袁 他们紧密合作袁 精细分工袁
最终赢取胜利曰 在厦门建霖集团供应链项目的开发过程中袁 他们想办法袁 出奇招袁 最终以真诚感动客
户噎噎
这是一支奋斗的队伍袁 为了保证审核质量袁 让审核员有一个良好的休息环境袁 他们可以在崎岖的

山路间奔波曰
这是一支团结的队伍袁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袁 他们甘愿奉献袁 甘愿努力袁 甘愿付出曰
这是一支正气的队伍袁 部门内积极向上尧 拼搏创新尧 踏实努力的氛围无处不在遥

2009年度市场英雄团队 业务一部

2009年袁 黄任既完成 109人天的现场审核工作袁还
承担了 1/3的合格评定工作量遥 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袁他
以无私的奉献精神诠释出野爱岗敬业冶遥

2009年袁加班加点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遥 虽然家里
与公司路途遥远袁路上来回的时间要花去好几个小时袁但
是他从无怨言曰虽然家中孩子尚小袁需要人照顾袁但只要
公司需要袁他会毫不犹豫的奔赴公司曰虽然袁在公司他只
是一名普通的审核员袁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袁而总是以
最佳的状态尧最快的速度完成工作遥

如果说天生的韧劲是黄任所特有的气质袁 那么与人
为善袁乐于助人袁绝对是他身上另外一个闪光点遥 不论是
面对新人的请教袁还是面对同事的要求袁他总是尽自己最
大的努力袁帮助大家袁而且从不求回报遥

野横眉冷对千夫指袁俯首甘为孺子牛遥 冶鲁迅先生的绝
唱流传至今袁被引用的多为后半句袁而这野孺子牛冶用来评
价黄任也是再合适不过的遥

2009爱岗敬业之星 黄任

野非专业人员却提出了最专业的问题冶这是一位客户
对蒋忠伟作为非专业审核员带队完成的一次审核的评
价袁这是一种赞誉袁同时也是一种信任遥
作为加盟万泰时间不长的年轻审核员袁 在短短一年

半的时间里袁 蒋忠伟改变了我们对年轻审核员的传统印
象遥 虽然他很年轻袁但一次又一次的优秀审核袁一个又一
个接近 100%的客户满意度袁证明了他的专业与能力遥

野谦逊尧好学冶袁这是蒋忠伟给大家留下的一致印象遥
生活中袁他总是面带微笑袁给人带来一种温暖的感觉曰工
作中袁他总是兢兢业业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任务遥 他
勇于承担责任袁亦敢于接受挑战袁除了审核的工作袁2009
年袁他还积极开拓管理咨询领域袁并最终通过不断的学习
与实践袁取得不俗的成绩遥
良好的专业素养尧 高度的团队协作精神袁 过去的

2009袁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审核员身上所散发的光芒遥

2009审核之星 蒋忠伟

野走南闯北近一年袁辛勤耕耘为认证冶袁2009年袁何成
结合自身优势袁分析市场袁勇敢探索袁走出了一条特色的
专业市场开发之路遥
结合产品认证的特点袁 将专业知识与市场开发有机

结合曰利用产品地域优势袁不断开拓市场领域曰深入实践
调研袁努力争取合作伙伴遥 过去的一年袁何成充分利用自
身专业优势尧地理优势袁在有机奶牛认证和中药材良好农
业规范认证方面取得不俗业绩袁 不仅精心筹划多项认证
工作袁为公司带来效益袁还被亳州市谯城区聘任为科技特
派员袁为万泰赢得声誉遥
何成除了拥有极强的业务能力袁还热于钻研遥发散性

的思维和积极进取的心态袁让他总是充满活力袁不断寻找
新的钻研课题袁新的研究方向袁也因此为公司不断带来惊
喜和业绩遥

2009市场开发专业新秀 何成
结束语
犹如一道彩虹袁划过天际遥逝去的 2009袁给我们留下无数的惊喜与感动遥一次次同心协

作尧一段段酸甜记忆尧一缕缕温暖情感袁交织成一道又一道美丽的风景遥
或支持共勉袁或独自拼搏袁或功绩显著袁或默默无闻袁回首过去袁太多的人与事值得我们

回味遥
收获果实袁分享经验袁传递信心袁期许未来遥 2010袁在新的起跑线上袁让我们快乐出发浴

在感动中寻找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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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 10日袁 万泰 2010新春团拜会精彩上演袁
总部全体员工及合资公司德凯万泰全体员工欢聚一堂袁辞
旧迎新袁同庆新春佳节遥

团拜会上袁汤凯珊董事长致辞遥 他说袁今天我们欢聚一
堂袁辞旧迎新袁以东方人特有的仪式袁为到来的 2010 年祈
福袁为走过的 2009年感恩遥 回望过去的一年袁百感交集遥 正
是天赐中国袁才使得这片创业热土国泰民安袁率先走出了全
球经济危机的阴霾曰 正是天道酬勤袁 才使得万泰实现了
野2009在冬天中成长冶的年初宿愿遥我们感谢员工袁无论是在
杭州袁在深圳尧在成都尧在郑州尧在苏州袁还是远在泰国的曼
谷袁正是你们在各自岗位踏实工作尧默默无闻的奉献袁才使
得万泰的基业长青遥我们更感谢过去一年中锐意进取尧取得
骄人业绩的精英们袁正是你们杰出的表现和激情袁才使得我
们更加坚信院万泰的明天袁一定会从优秀走向卓越遥

回顾过去的 2009袁9月 25日是万泰与 DEKRA发展史
上应该铭记的一天遥双方合资协议的签订袁标志着中德两国
两个优秀认证机构战略合作的联盟遥 在 2010 到来之际袁德
凯万泰等待着启航遥

回顾过去的 2009 万泰年青尧朝气尧正气尧团结尧拼搏的
市场营销团队茁壮成长遥 他们传承了野拼搏尧创新冶的万泰文
化袁以不屈不挠的敬业精神袁感动了客户袁感动了合作伙伴袁
甚至感动了竞争对手遥 2009年袁他们成长了袁他们长大了遥

回顾过去的 2009袁审核员团队积极响应公司号召袁人人
参与市场开发袁人人参与客户维护遥 杭州尧深圳尧成都袁各地
审核员在完成审核任务的同时袁主动与客户沟通袁了解客户
的需求袁架起了认证机构与客户之间的桥梁遥

回顾过去的 2009袁年初袁在原产品认证中心的基础上袁
组建成立食品事业部袁 全面整合万泰在食品认证链上的各
项认证业务尧人力资源和客户资源袁突出专业优势袁积极探
索大万泰食品链专业化发展道路袁一年来袁食品事业部做了
积极和很好的探索袁 为今后推动万泰内部管理机制的创新
打下基础曰年末袁在原审核中心和客户中心基础上袁工业与
服务业事业部完成筹建袁全面整合两大部门的内部资源袁打
破业务流程上的束缚袁改变传统的管理架构袁积极探索加大
加强客户服务的全新运作模式遥

过去的一年袁从组织结构和管理职能的调整袁到绩效管理
的深化曰从各序列人员工作效率的挖掘到市场团队的扩充曰一
年来从总部到分支机构袁这些实践虽然进度不一袁但 2009年是
万泰在内部治理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优化勇于实践的一年遥
在去年金融危机的宏观背景下袁这些努力显得尤为可贵遥

他说袁已经翻过去的 2009年台历袁清晰地记载着我们
辛勤耕耘的每一天袁年终一组组统计数据袁清晰地勾画出
过去一年的喜悦与遗憾噎噎展望 2010袁 我们的年度
口号是野增加万泰市场份额袁减少万泰客户流失冶遥 一
个企业只有足够大的规模袁 才会有抗风险的能

力曰只有足够大的规模袁才能有丰厚的利润回报社会和员工遥
2010年万泰之所以敢在中国认证大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好转的
背景下袁提出更高更快的发展目标袁是基于院

第一袁 万泰和 DEKRA 战略合作诞生的德凯万泰在
2010 年正式启动袁产品认证尧产品检验等一系列新产品尧新
领域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遥 高端的客户群尧国际间的竞争
对手袁万泰的精英们终于有了用武之地遥

第二袁万泰年青尧朝气尧肯干尧会干的市场营销团队的快速
成长尧我们审核员团队全员参与的市场开发袁给了我们在市场
竞争中胜出的信心遥 正是有了你们袁才有了让万泰 2010年向
更高市场目标冲刺的决心遥 正如奥巴马总统在竞选中那句经
典的野我能浴冶给了无数美国人民信心和憧憬遥同样袁你们几年的
卧薪尝胆尧2009的喷发袁燃起了万泰对 2010的期待噎噎

认证客户的流失和流动袁 是中国认证界目前共同面对
的难题袁也是万泰 2010 年各部门尧各分支机构急待解决的
焦点遥 虽然恶性竞争和诚信缺失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变革
进程中绕不过的一道坎曰虽然短期内袁在恶性竞争背景下的
客户流失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袁但是在 2010年袁万泰将向这
一行业难题发起挑战遥 要使这一目标实现院

第一袁各部门尧各分支机构必须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袁只
要从思想上重视起来袁我们的办法就会比困难多遥我们的措
施就会效果彰显遥 第二袁万泰每一位审核员必须把野客户放
弃证书冶与野认证有效性冶联系在一起思考袁必须把认证有效
性放在关系到体系认证生死存亡的高度去思考遥 正如我在
2009年国际认可日中国论坛袁 代表中国认证机构的发言中
讲到的袁野认证有效性是决定中国认证认可乃至全球认证认
可能走多远的关键遥 认证产业要想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中发挥建立和传递信任的作用袁促进技术进步袁促进产业结
构升级袁推动中国产业管理水平的提升袁就必须坚守认证的
价值和认证的有效性遥 认证机构的经营理念是永续经营的
基石袁当速度和规范尧风险和效益矛盾时袁我们必须坚持行
业操守遥 创造恒久的认证事业袁创造一个真正值得长青的产
业袁是认证机构的崇高使命袁也是客户对认证价值的期待遥 冶

因此袁只要把万泰的认证有效性抓上去袁只要把万泰的
服务抓上去袁只要把审核员团队野向平庸挑战冶抓上去袁我们
的客户流失率一定会降下来遥

近期我们召开了一系列年终研讨会袁大家纷纷点评 2009袁
规划 2010曰找亮点袁查问题曰理思路袁做规划曰看到了彼此间的
差距袁看到了自己的遗憾袁更看到了明天的信心和方向遥

汤凯珊董事长最后说袁同事们袁世界经济走过 2009 最
艰难的时期袁复苏成为 2010的最大期待遥 然而袁全球经济复
苏的进程充满复杂性袁 中国认证市场未来发展也充满了复
杂性遥 我们必须加倍的野拼搏尧创新冶袁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袁
好在野2010要要要我们准备好了浴 冶
合资公司德凯万泰德方总经理 Andreas. Loh. 在会上发

言遥他说袁2009年是值得铭记的一年袁因为在这一年袁我们不
仅成功应对金融危机袁还成立了德凯万泰袁这是德凯发展史
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袁同时袁我们也相信德凯与万泰的合作
将最终实现其长远的发展计划遥

他指出袁 通过近期的参观与交流袁DEKRA其他部门和
KEMA的同事袁看到了万泰的雄厚实力袁纷纷表示希望能和
万泰合作以促进自身的发展遥2010年袁德凯万泰将继续扩大
万泰的业务领域袁并让更多的客户了解这些业务遥

最后袁他对所有帮助合资公司成立的同仁们表示感谢袁
并预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尧万事如意袁并如虎一样
独立尧勇敢和机智遥

团拜会现场袁公司对 2009年度先进人物和集体进行表
彰袁祝贺并感谢他们一年来为公司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遥

与往届团拜会相同袁本次团拜会袁各部门通力合作袁精心
准备演出节目遥为了体现全员参与尧全民共乐的晚会主旨袁本次
团拜会还特意增加了许多互动环节袁使得现场气氛热烈非常遥

欢声笑语乐融融袁 齐聚一堂贺新春袁 一年一度的团拜
会袁既是一台喜庆热闹的联欢晚会袁同时也是一台释放激情
的别样晚会遥 在这里袁有人歌唱袁有人舞蹈袁有人表演噎噎卸
下工作的外衣袁我们看到了更多活泼尧自信尧乐观尧幽默的同
事袁同时也看到了更多的真诚尧感动与希望遥

渊行政中心 俞美华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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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泰团拜会欢聚一堂贺新春

汤凯珊董事长致辞

Mr.Andreas. Loh.致辞

先进人物颁奖

团拜会现场

虽然他们不是专业的演员袁 但是投入的表
情袁依然让人印象深刻袁也让我们看到了他
们的认真遥

释放激情 放飞梦想
要要要2010新春团拜会精彩回放

释放工作压力袁增进彼此交流袁每到年末袁
团拜会总是给人无限期待袁精彩的节目尧丰厚
的奖品尧 好玩的游戏噎噎享受视听盛宴的同
时袁还让大家好好放松一回心情袁也因此袁在这
个晚会上袁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别样的风景遥

2009袁 我们用相机捕捉下团拜会的精彩袁
用表情记录下动人的瞬间遥

新年专版

野开心 尧快
乐冶永远是
团拜会的
主题袁所以
我们总能
捕捉到一
张又一张
开心的笑
脸遥

总有那么一些事袁总有那么一
些人袁 总可以勾起我们的记
忆袁触达我们的心灵袁缅怀过
去袁感动的心依然存在遥

德凯之歌

现场书画

除夕由来 野奥巴马袁来了冶

相亲相爱 翩翩起舞

经典回放

全情投入

青春律动

期待虎年

真诚感谢

难掩激动

尽情挥舞等待出场

开心一刻

其乐融融

真情流露

投入

感动

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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