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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一：
那些温暖的回忆

音乐是时代的
印记, 回忆过去最好
的方式莫过于音乐 ,
每个人的青春都伴
随着那个时代特有
的旋律度过袁今天就
让歌声激起我们内
心的温暖回忆遥

篇章二：
那些相互勉励的歌

漫漫人生旅途
中袁 我们需要相互关
怀尧相互期待袁因为人
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
撑遥今天袁让我们一起
唱响那些相互勉励的
歌曲袁一起鼓劲尧一起
加油袁一起跨越寒冬遥

篇章三：
那些鞭策前进的歌

团队的力量在
任何时候都是重要
的袁不管过去或未来
我们都需要依靠齐
心协力去创造未来遥

篇章四：
那些代表希望的歌

2009 年全球经济
形势存在很多不确
定性袁但危机同时也
意味着机会 袁万泰已
做好充足准备迎接
这场挑战遥 我们的团
队充满了朝气尧充满
了正气尧充满了热情,
万泰将在野冬天中成
长冶遥

过去的 200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遥 这一年
中袁我们共同经历了南方百年不遇的雪灾袁四川汶
川特大地震袁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袁也经历了全
球金融市场风雨飘摇的一年噎噎

2008年不容易,然而有幸经历也是一种财富遥
在这种不利的大环境下袁 万泰的全体员工坚守着
自己的岗位袁奋战在第一线上遥

今天袁忙碌了一年的万泰人又相聚一堂袁一起
欢歌笑语遥 走过难忘的年份 ,我们将倍加珍惜现在
所拥有的一切遥

此次晚会以 HIGH 歌为主旋律袁 以回忆尧互
勉尧激励尧展望为主题依次分为四个篇章袁中间穿
插一些精彩的节目 SHOW 以及充满惊喜的抽奖
环节遥

万泰有很多业务精英袁而且还有很多金嗓子遥

主持人闪亮登场

引吭高歌

火热拉丁舞

台上台下

特邀小嘉宾古筝演奏

幸运儿花落谁家 金牛送福传递中 傣族舞蹈叶快乐老家曳

激情洋溢朗诵 叶我和你曳温暖每一个万泰人

公告

万泰将于 2009
年推出电子期刊袁为
客户提供专业化的
信息资讯遥详情请关
注万泰网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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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20日袁 万泰总部全体同
事和分支机构的领导欢聚一堂袁 明亮尧 温
馨的希尔假日酒店大厅里洋溢着一张张喜
悦的面孔袁 既有对 2008 年辛勤耕耘后的
释放袁 更有对 2009年的憧憬和期待噎噎

汤凯珊董事长为荣获 2008 年先进集
体审核中心质量管理部以及从数百名员工
中脱颖而出的年度 野冠军冶尧 野最佳冶 代
表颁奖赠花遥 歌声尧 笑声尧 音乐声让寒冷
的冬天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噎噎

汪晓冬总经理代表董事会对万泰
2008年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袁 对 2009
年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遥

回顾 2008年院 野挑战平庸冶 取得阶
段性成效遥 2008 年初 袁 万泰董事会针对
审核员队伍在思想状态尧 业务能力等方面
突出问题袁 在认证行业内率先提出了 野向
平庸挑战冶 的年度主题袁 重点解决审核员
思想作风尧 审核能力的平庸状态遥 这是万
泰在当前严酷的市场环境下对审核员队伍
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袁 也是万泰对认证事业
价值回归的努力遥 一年来袁 万泰从思想教
育尧 制度导向尧 管理改进等多个方面全面
推进袁 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机制袁 全面提
升审核员素质尧 优化队伍结构袁 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遥 管理机制渐趋成熟遥 经过两年
的试点袁 万泰从 2008 年开始在三个管理
幅度比较大的部门逐步建立三级管理机
制袁 一方面为更多的优秀员工提供职业发
展平台袁 另一方面也为实施精细化管理提
供条件遥 从实施的效果看袁 基本达到了预
期的目的袁 大多数部门经理奋发工作袁 身
先士卒袁 在这个平台上初步展示了自己的
才华和潜质遥 推进电子化运营管理系统袁

推动管理变革 遥 2008 年袁 公司 CIMS 系
统投入使用袁 通过功能的完善袁 有效提高
了管理效率曰 实现文件及信息远程传递电
子化袁 有效提高了审核员的工作效率曰 建
设知识管理平台袁 为公司管理和员工提供
了快速交流尧 学习和知识共享的平台遥 回
归精干高效的团队组织遥 2008 年袁 万泰
针对机构臃肿袁 以精干高效为目的袁 改进
流程尧 合并岗位尧 调整职责袁 分解有关岗
位压力 遥 探索增值服务 袁 创造新价值 遥
2008 年 袁 公司主要业务部门都开展了增
值服务项目探索袁 以求在现有认证领域以
外开拓新的蓝海遥

2009年 袁 全球各个行业都将面临漫
长的冬天 遥 董事会要求万泰不能消极等
待袁 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适应世界经济形势
的变化袁 整合资源尧 优化队伍尧 突出优
势袁 把维护客户规模与扩大市场份额有机
结合起来袁 把开源和节流有机结合起来遥
万泰 2009 年度的工作要从两方面入手 院
一方面袁 调整市场策略尧 探索综合性认证
机构向专业化发展的道路袁 使万泰品牌在
中国认证市场中更具竞争力曰 另一方面袁
加大内部管理改进袁 控制运营成本遥 万泰
2009年的主题要要要在冬天中成长遥

新的一年中院 采取积极灵活的市场政
策袁 适应市场环境变化遥 通过整合资源突
出优势袁 在市场人员提升专业技术能力的
基础上袁 要求全体审核技术人员积极参与
市场开发袁 从而形成以技术实力为导向的
市场开发团队新优势遥 创建万泰食品事业
部遥 在原产品认证中心的基础上袁 集中专
业力量袁 组建万泰认证食品事业部袁 全面
整合万泰在食品认证链中从田间到餐桌的

各项业务尧 人员及客户资源袁 形成万泰在
食品和农产品认证领域的领先优势袁 为食
品企业提供一体化认证服务方案袁 在全国
范围内打响万泰食品认证品牌袁 增强万泰
竞争力袁 提升经营绩效曰 同时袁 通过充分
的授权袁 推动万泰内部管理机制的创新袁
增强在相关认证领域竞争力遥 分解管理压
力袁 加强客户维护管理遥 从 2009年开始袁
调整部分客户管理职能袁 以求有效发挥
各业务部门优势袁 分解管理压力 遥 整合
资源 袁 提升培训业绩袁 提高业务创新能
力遥 2009 年袁 公司将进行一系列的资源
整合 袁 包括总部和分支机构 尧 业务尧 人
员 尧 技术等 袁 目的在于促进业务创新 遥
深化 野向平庸挑战冶 的跨年度任务袁 一
手抓审核员队伍结构调整袁 一手抓优秀
审核员队伍建设遥 在 2008年甑别尧 淘汰
平庸审核员等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袁 2009
年把 野向平庸挑战冶 的重点放在 野培养尧
提高尧 上台阶冶遥 万泰不仅要消除平庸的
审核 袁 而且要建设一支 野能审核 尧 能讲
课尧 能为客户解决疑难问题 尧 能开发市
场冶 全面发展的优秀审核员团队 袁 从而
保障万泰的审核能为获证企业提供高技
术含量的技术支持遥 雪中送炭袁 为企业
提供增值的审核袁 满足企业提升内部管
理尧 向管理要效益的需求遥 提升内部管
理水平袁 向管理要效益遥 适应当前宏观
经济形势变化袁 加强成本控制袁 向管理
要效益袁 在抓开源的同时袁 强化成本控
制 袁 减少开支和浪费 袁 努力 野节流 冶遥
2009 年袁 公司将通过提高内部管理电子
化运行水平 尧 精干人员队伍 尧 压缩行政
开支等手段 袁 有效提升管理效率 袁 降低

整体运营成本袁 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袁 提高
公司经营效益遥 同时袁 公司将完善现有
CIMS的管理功能尧 信息电子化的远程通
讯和数据传递功能尧 知识管理平台信息发
布和学习交流功能袁 提升公司管理水平遥

会后各部门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遥
整个活动载歌载舞袁 高潮迭起遥

渊行政中心 傅南仕冤

本报讯 1月 5日袁在万泰总部的会议室里袁野万泰
食品事业部冶匾额上的红绸布被徐徐拉开袁标志着万泰
食品事业部的正式成立遥经董事会批准袁在原产品认证
中心基础上袁 全面整合万泰在食品认证链的技术资源
和客户资源袁 把从田间到餐桌各项认证业务统一划转
到食品事业部遥 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万泰食品认证的品
牌遥

汤凯珊董事长在成立会上指出院近年来袁国家认监
委尧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领导多次强调中国认证机构必
须走专业化发展的道路遥 万泰食品事业部是基于认证
机构专业化发展趋势背景下成立的遥 食品事业部业务
整合后最大的亮点就是突显专业优势遥 作为高技术含
量的认证行业袁没有专业性就没有认证的有效性遥 没有
有效性就没有认证的持久生命力遥 万泰成立食品事业
部的第二个目的袁也是内部管理机制改革创新的需要遥
万泰现有的管理模式已运行十多年了袁 如何让认证机
构内部管理机制更加富有激励性袁 从而激发干部员工
的创造性袁是近年来我们关注的焦点遥 因此袁食品事业

部的成立袁还肩负着万泰内部管理改革试点的重担遥
汤凯珊董事长要求新成立的事业部承袭万泰的核

心竞争力要要要拼搏与创新遥 食品认证在 2009 年是热
点袁也是风险的聚焦点袁期待这支充满朝气尧正气尧蓬勃
向上的团队在卢总带领下一手抓发展袁 一手抓风险控
制袁迅速打出万泰食品认证品牌遥
随后袁 汪晓东总经理在会上宣布了公司对食品事

业部职能划分及相关干部的任命遥
在成立会上袁食品事

业部卢振辉总经理发表
感言 院野感谢董事会对我
们的信任袁对于公司寄予
的厚望我们一定不辱使
命 袁再接再厉 袁向大家交
出一份满意的答卷遥 相信
我们在一起打拼袁没有不
成功的理由遥 冶

渊行政中心 傅南仕冤
图为食品事业部成立揭幕仪式

要要要万泰 2009年春节团拜会侧记

先进部门院审核中心质量管理部
业务销售冠军院沈 青

审核人天冠军院闵莲英
最佳审核员业务开发奖院廖长春
最佳首席审核员院林国华
最佳增值创新奖院袁 清

最佳技术支持奖院蒋翔翔

野新生力量冶上台前先合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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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事业部

2008亮点荟萃

1) 超额完成各项经营指标
2008年袁在国内外经济遭遇寒流的大环境下袁食品

事业部的前身产品认证中心通过精心策划尧 狠抓落实袁
千方百计开源节流袁实现了农产品认证项目数尧有效客
户数尧营业收入和利润指标的全面增长袁超额完成公司
下达的年度经营指标遥
2) 探索创新增值服务

2008年袁产品认证中心在争取科研项目尧向政府提供
规划服务尧为客户搭建产销平台尧向客户提供培训服务等
方面大胆实践和创新袁争取到浙江省科技厅科研项目野有
机蔬菜尧 水产品安全生产集成技术与标准制订及检测技
术研究冶尧武义县政府野有机农业发展规划冶尧国家质检总
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 野蜜蜂良好农业规范渊GAP冤
的研究与制定冶等项目袁不仅获得可观的项目经费袁更重
要的是由此提升了万泰在农产品认证领域的地位遥
3) 创建新的业务渠道和增长点

2008年袁 产品认证中心在二方审核领域取得突破袁
与世界排名第三的零售商 TESCO乐购签订野自有品牌
供应商审核服务冶协议袁在 10月份正式启动袁不仅为万
泰今后进一步参与二方审核市场竞争取得了宝贵的实
战经验袁 同时为万泰第三方认证开拓了新的市场渠道遥
2008年袁 产品认证中心在国际合作方面也实现了突破袁
圆满完成了国家认监委下达的与 GlobalGAP 互认工作
的现场见证审核等工作袁由此袁万泰将成为我国首批开
展 GlobalGAP认证的机构袁将为扩大我国农产品出口发
挥重要作用遥
4) 内部管理进一步精细化

2008年袁产品认证中心划小管理单元袁成功建立了
三级管理体制袁成立项目发展部和综合管理部袁业务运
作进一步顺畅合理袁各部门职责任务明确袁管理得以进
一步精细化袁各团队带头人及全体员工的综合素质得到
明显提升袁团队精神得以进一步强化袁不仅为完成全年
任务指标提供了有利的保证袁也为食品事业部业务整合
长期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遥

点击 2009

1) 发挥专业优势和组合优势袁推进农产品食品各类认证业务
2009年是食品事业部扬帆出海的第一年遥万事开头

难袁把握好开局尤为重要遥 1月 15-17日袁食品事业部召
开了 2009年度工作会议袁 在全面分析农产品食品认证
的现状和自身优势与不足的基础上袁从事业部整体到各
部门尧 各岗位局部精心策划了全年工作计划和实施方
案袁本着积极稳妥的工作思路袁发挥产品认证和体系认
证的组合优势袁 突出农产品认证和食品认证的专业优
势袁全面推进食品链相关认证袁并积极探索并开发与之
相关联的延伸服务遥
2) 优化工作流程袁控制认证风险袁打造万泰食品认证品牌

食品安全与认证在 2009年是热点袁 也是风险的聚
焦点遥 我们将以食品事业部成立为契机袁一开始就从系
统改造入手袁建立一个市场机制灵活尧风险控制严谨的
工作机制袁从市场开发野前道冶尧现场审核野中道冶尧卷宗质
量野后道冶三个过程建立了清晰明了尧细致到位的工作流
程袁一手抓发展袁一手抓风险控制袁迅速打出万泰食品认
证品牌遥
3) 加强能力建设袁打造专业化团队

食品事业部的目标是建成可持续创造经济价值尧品
牌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专业化的农产品食品认证机构遥要
实现这个目标袁当务之急是加强人力资源建设袁充实审
核员队伍袁提高审核员水平遥 我们将以野二次创业冶的目
标统一团队的思想和行动袁坚持个人价值融入团队价值
的核心理念袁打造一支专业素养好尧敬业精神强尧富有创
造力的专业化团队遥
4) 加大创新力度袁拓展服务范围

目前袁国家认监委围绕服务于食品安全将会出台一
系列的新举措袁食品事业部将在国家认监委的统一部署
下袁积极参与认证新领域的研发与实践袁在 GlobalGAP
认证尧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GMP认证等领域取得突破遥同
时将进一步发挥在专业和认证两个方面的优势袁在食品
安全追溯体系尧 蜜蜂养殖 GAP 标准等方面深入开展研
究袁从制高点上加强能力建设和品牌建设遥

食品事业部业务范围

食品事业部负责总部以下领域认证业务和客户维

护管理院1尧管理体系认证院1冤QMS尧EMS尧OHSMS的第
一尧三大类认证业务曰2冤FSMS渊ISO22000冤认证业务曰3冤
HACCP认证业务遥 2尧产品认证院1冤有机产品认证业务曰
2冤良好农业规范渊GAP冤认证业务曰3冤食品行业供应商二
方审核业务曰4冤相关延伸服务曰5冤生态纺织品和 CE认
证业务暂由食品事业部兼管遥 3尧新领域开发;负责农产
品尧食品行业新领域业务开发和实施遥

来自食品事业部的心声

李风度副总经理院非常振奋袁责任重大袁使命光荣袁不辱
使命袁不负重托遥
李君正经理院野两心两任冶要要要将以信心尧用心尧责任和信
任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袁为野一流食品认证机构冶目
标的实现奉献自己的力量遥
郑良伟经理院食品事业部成立袁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袁让
我们一起共同创造更好的业绩遥
韩易副经理院2009年是第二个节奏点袁我们将探索更好
的市场营销模式遥
袁清经理院综合部要发挥综合协调功能袁开展延伸服务曰
热爱事业尧努力学习袁求真务实袁迅速融合和整合遥
王伟杰院因为年轻袁所以有朝气袁虽然也曾经失败袁但在
失败中成长遥
周冀院不断蜕变袁才有发展遥 目前是蛹袁蜕变后是蝴蝶还
是蛾袁需要我们的努力遥
支旭军院从事食品认证袁我们必须给百姓一个信心遥 老
鹰再生袁今天就是一个再生过程遥
谭红院这是一个有责任尧上进尧友爱的团队袁这是我走向
社会第一份职业袁也是让我自豪的职业遥
赵红彦院感谢这个团队给我的帮助袁感受到了朝气尧正
气袁领导的人格魅力袁今后将扎实做好每一项工作袁市
场尧管理尧审核袁提升专业能力和知识遥

审核中心

2008亮点荟萃

1冤 审核员挑战平庸取得阶段性成效
2008年初袁 万泰董事会针对审核员队伍在思想状

态尧业务能力等方面突出问题袁在整个认证行业内率先
提出了野向平庸挑战冶的口号袁明确指出野向平庸挑战冶是
万泰 2008年审核员队伍建设的主题袁 重点是要解决审
核员在思想作风尧审核能力等方面出现的问题遥 这是万
泰在当前严酷的市场环境下对审核员队伍建设提出的
要求袁也是万泰对认证事业价值回归的期待遥 一年来袁公
司从思想教育尧制度导向尧管理改进等多个方面全面推
进袁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机制袁全面提升审核员素质尧优
化队伍结构袁最终提升认证有效性遥
2冤 质量工作精细化管理进一步深化

2008年袁质量管理部以野挑战能力尧挑战职业精神尧
挑战细节冶的决心袁通过对审核计划和审核报告的审批袁
把许多认证质量问题消灭在前期曰对总部和分支机构卷

宗质量的检查袁 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规避了认证风险袁
并以统计数据说明了审核员的能力袁为公司规范认证过
程尧提高认证有效性尧规避风险和审核员队伍挑战平庸
做出了了努力袁并且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尧不断完善各项
规章制度尧注重全员参与及全过程的质控尧重视培训研
讨,努力提高人员能力水平 ,确保了 200愿年卷宗质量达
较高的水平袁成效十分明显遥
3冤 探索精准服务的客户服务模式

2008年袁 审核中心计划管理部在认证项目管理上袁
工作有创新袁经进一步梳理袁强化内部客户管理责任和
实施进度监督袁较好地建立了客户管理责任制遥 通过加
强客户管理人员的能力培训和培养袁进一步延伸客户管
理人员的管理职责和范围袁提供全程的客户跟踪服务遥

点击 2009

1冤深化野向平庸挑战冶的跨年度任务袁优化审核员队伍结构
2009年袁野向平庸挑战冶的重点将放在野培养尧提高尧

上新台阶冶遥 万泰不仅要消除平庸的审核袁而且要建设一
支野能审核尧能讲课尧能为客户解决疑难问题尧能开发市
场冶袁全面发展的优秀审核员团队遥 通过人才引进尧队伍
调整尧培训尧实践等措施袁使相当数量的专职审核员基本
具备这些能力袁实现人员能力的阶段性跨越遥
2冤提高审核有效性尧提升审核价值袁更好地服务于企业

2009年袁万泰将通过提供增值服务袁雪中送炭袁为获
证客户提供更多帮助和支持遥 通过每次审核袁引导企业改
进管理袁 帮助企业发现管理的薄弱环节和风险袁 改进管
理遥 使企业更需要通过寻求管理体系认证袁提高内部管理
水平袁规范内部管理袁提高效率袁减少浪费曰通过寻求管理
培训尧内部流程的再造袁提高企业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遥
3冤发挥技术研发载体优势袁为客户提供更专业化服务

2009年袁万泰将重点围绕各认证领域以及各行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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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应用研发和项目研发袁 以期为客户提供更专业的服
务曰同时袁2009年袁为满足客户对认证相关信息的需求袁
万泰将推出电子期刊遥

审核员挑战平庸成果回顾
自 2008年初打响野向平庸挑战冶战役以来袁审核中

心经过一年的努力袁 取得了阶段性进展遥 在 2009年之
初袁 我们欣喜地看到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审核员队伍袁
听到了审核员们发自内心尧挑战自我尧挑战平庸的肺腑
之言遥 大多数审核员都能苦练内功尧转型增效尧扩能升
级袁根据自身特点袁找到了实现个人优势的方式遥

在总结会上我们发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院
窑在审核过程中袁审核员思索的更多的是院如何提高审核
有效性钥 如何进行增值审核钥 如何更好地服务客户钥
窑审核员现场审核规范性和有效性得到进一步改善遥
窑审核组准备更为充分尧审核组内交流沟通更通畅尧更有效遥
窑审核员讨论审核技术尧学习管理新知识的热情尧渴望更
高涨遥
窑审核员能更多地利用各种沟通渠道渊如院每月的沟通讨
论会尧各种座谈会尧知识管理平台及日常的沟通交流机
会冤提出自己的看法尧建议或问题袁更多地围绕业务问题
开展讨论袁形成良好的解决问题氛围遥
窑在 叶WIT 审核员良好行为规范及审核实践指南曳和
叶WIT审核员工作规范曳的统一规范下袁审核员着装尧仪
表更为端庄曰行为举止更加规范得体遥
窑审核员积极配合业务部门袁尽心尽力尧竭尽所能提供技
术支持遥
噎噎

闵莲英院彻底转变审核理念院从过场审核转向深度
审核尧从符合性审核转向有效性审核尧从平淡审核转向
专业化审核遥 企业需要专业尧有深度的审核遥

陆勇院多一把刷子袁多一种能力要要要不断掌握新的
管理方法尧新的管理工具,帮助企业提升遥

姚海云院珍惜客户资源袁帮助不同类型的企业实现
真正提高遥

但丽云院选择审核员职业袁是作为事业曰而不是谋生
的手段遥 审核过程中袁尝试抛开标准袁体会企业的管理袁
试图使企业获得帮助遥

傅文景院我们的审核要对得起企业尧对得起万泰尧对
得起自己袁时刻树立以顾客为关注焦点袁让企业感觉到
价值遥

潘林霞院用心学习他人长处袁改进自己不足袁学会倾
听尧细心观察尧寻找管理的薄弱环节曰不做僵化审核袁通
过了解企业管理流程袁推进流程改善曰用企业的语言而
不是条款来与企业进行沟通遥
裘富钦院挑战自我袁找到了自己挑战平庸的切入点遥
寿张福院通过审核发现企业的一些关键问题袁发现

审核价值遥
殷丽英院全方位进入全职审核员角色袁挑战审核人

天尧承担重任曰挑战特殊专业袁认真准备袁加倍付出遥
章煜汉院审核员除了技术尧能力以外袁还要调整好心

态袁重点做好客户服务遥

客户中心

2008亮点荟萃

1冤直接客户开发成效稳健
2008年袁客户中心坚持对直接客户进行开发袁不仅

直接客户开发数量稳定袁而且在开发渠道尧开发方法上
取得新的突破遥
2冤技术优势发挥袁组织多次客户交流会

2008年袁 紧扣宏观经济形势袁 客户中心与审核中
心尧产品中心多次合作袁在浙江省各地区以及 WIT 各分
支机构所在地共举办 15场客户交流会遥 市场与技术资
源得到了有效配置袁万泰技术优势充分发挥袁而且这样
跨部门的合作模式袁已逐步形成大万泰和谐尧部门间互
助的工作氛围遥
3冤三级管理实施成效明显

2008年是客户中心实施三级管理的第三年袁 以业
务部为单元的销售管理已更趋成熟袁业务部在客户中心
工作任务的执行尧行业开发尧业务员带教等方面起到了
较好的实施遥

新提拔的三位部门经理均能很好地适应角色转变袁
融入新环境遥 团队内协同合作袁非常具有凝聚力遥 2008
年袁我们看到了良好的团队氛围袁大家一起探讨市场开
发策略袁一起策划尧组织说明会袁一起走访客户袁一起带
教新人袁 一起分享成功的案例袁 一起总结失败的原因
噎噎
4冤业务团队学习与销售能力的提升

2008年袁客户中心在日常研讨会学习交流之外袁做
足了业务员现场跟审工作遥 经与审核中心协调安排袁保
证每人每月至少参加 1家企业跟审遥 通过半年的坚持袁
业务员整体能力与绩效得到明显提升遥
5冤内部流程进一步理顺袁实现内部管理人员消肿

2008年 援 客户中心积极实施内部管理岗位人员精
简袁深化内部管理工作职能袁通过进一步理顺流程袁利用
CIMS系统袁把工作分解到相关岗位袁使工作分工更趋
合理化袁提高工作效率遥

点击 2009

1冤加大直接客户开发力度袁探索更广泛合作渠道
2009年袁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严峻的外部不利背景

下袁直接客户开发依旧是客户中心的主旋律遥 在充分发
挥转岗审核员与客服人员带来的技术力量与市场资源
的同时袁客户中心将探索新市场商机以及更广泛的合作
渠道袁创新营销模式袁从而实现直接客户开发的稳中有
升遥
2冤打造销售工程师团队

2009年袁 为给客户提供更有技术水准的专业化服
务袁万泰整合公司资源袁从审核员队伍抽调了部分审核
员袁充实万泰业务员团队袁通过加强专业学习袁发挥团队
优势袁提升整体销售能力袁建设一支综合素质好尧专业技
术能力强尧团结敬业拼搏尧强有力的销售团队遥
3冤调整客户维护管理职能袁探索野服务创新冶模式

2009年袁万泰调整客户管理职能袁总部体系认证复
审客户及部分监督审核客户管理职能调整到客户中心袁
以期探索更好的客户服务模式袁通过充足的沟通以及增
值服务袁让客户真实地感知到万泰提供的帮助和支持遥
4冤深化业务部三级管理职能袁实施管理重心进一步下沉

2009年袁客户中心将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建设院对
部门经理管理职能的进一步授权曰建立业务部销售定期
绩效评价机制曰 完善业务部经理月度工作报告机制曰建
立业务部定期例会制度曰建立业务部业务竞赛机制等措
施等遥

财务中心

2008亮点荟萃

1冤建立健全财务制度
2008 年袁财务中心梳理了一系列审批尧标准尧程序

等规章制度遥使公司的财务运作更加制度化尧标准化尧规
范化袁步入有据可依尧有章可循的轨道遥
2冤精化尧细化会计核算尧预决算管理制度袁逐步实现账面
权责发生制袁为管理层决策提供更及时尧更准确的财务
信息
窑2008年袁为进一步提高报表的准确性袁年初建立了收
付与权责的对比分析遥找出差异数据尧分析差异合理性尧
确定数据的取舍袁把权责报表建立在会计报表渊收付报
表冤的基础上袁提高报表的准确性遥
窑预决算制度取得良好成效袁 各部门均能通过年度预算
目标袁来安排与实施全年的工作计划曰通过编制预算袁逐
步理清了一条管理思路袁 较好的利用预算管理办法袁来
指导公司的全年工作遥
3冤强化内部管理

2008年袁在人员减少袁工作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袁
财务中心各个岗位员工都能相互合作袁不管份内尧份外
工作争着干袁直至把工作圆满完成袁充分体现了敬业和
事业心遥

点击 2009

1冤 重点抓好财务制度的宣传与落实工作
2009年袁通过内部学习尧外部宣传相结合的方式使

各部门能尽快熟悉财务制度遥 同时袁通过对外严格执行
和对内严密监控来保证财务制度的落实遥
2冤充分利用信息系统袁简化工作程序袁提升工作效率

2009年袁 财务中心各个岗位要尽快突破原有的工
作思路和工作的模式袁积极利用 CIMS 系统创新袁提升
工作效率曰通过财务各个岗位对 CIMS系统可自动生成
数据的研究袁尽可能利用信息系统资源袁简化各个岗位
工作程序遥
3冤加强成本控制

2009年袁在去年总支出的基础上袁全公司总费用支
出降低 2%遥

行政中心

2008亮点荟萃

1冤全面完成人事制度修订袁薪酬绩效制度实施取得成效
2008年袁 根据公司经营战略和各业务单元的管理

发展需求袁重新梳理尧设计和完善了各项绩效和薪酬管
理制度袁 在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上体现公司的价值导向袁
重点突出公司保护优秀尧激励上进者尧鞭挞平庸尧淘汰后
进的队伍建设目标遥 建立首席审核员薪酬制度尧提高审
核津贴级别档次尧推出业务经理薪酬模式袁保持了优秀
骨干在业内的薪酬竞争优势袁促进管理绩效的提升遥
2冤引进优秀审核员袁促进审核员队伍的结构性调整

2008年袁注重审核员综合素质的把关袁加强了对引
进人员的考核筛选袁年龄尧专业尧注册领域尧职业素养等
关键指标保持了较高水准遥 审核员背景多元化袁带来不
同的管理思路尧审核风格遥
3冤回归机构精干高效运行袁合理布局人力资源

2008年下半年袁万泰以精干高效为目标袁调整职能
分配袁改进管理流程尧分解岗位工作压力袁有效压缩内部
管理人员袁各项工作不仅未受到影响袁工作效率反而得
到提高遥 一系列的机构设置和职能调整袁从组织结构设
计层面为从内部挖潜提高现有人力资源的效率奠定了
基础遥
4冤完善机构人员能力分析和评价系统

2008年审核员需求分析模型的项目工作取得阶段
性的成果袁 在对客户和审核员进行分类分析的基础上袁
测量审核员能力和客户期望的适配度袁通过量化的分析
为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客观依据袁从宏观和局部两
个层面上分析机构的能力袁 客观地把握认证的风险袁进
一步完善了机构人员能力分析和评价系统遥
5冤加大对信息系统建设的投入袁逐步推进电子化运营管理

2008 年公司继续加大了对信息系统建设的投入袁
通过获证组织档案 E化尧 计算机综合管理系统渊CIMS冤
建设两个 IT项目的推进袁 正在逐步实现基于公司网站
和万泰知识管理平台的电子化信息交换系统袁为审核员
工作和管理模式的改革创造了条件遥 通过这个系统袁我
们可以实现远程的电子化信息传递尧技术资料的共享和
管理指令的即时传递遥 对于未来不断提高管理效率尧实
现人力资源更科学合理地布局奠定了硬件基础遥

点击 2009

1冤 加大优秀人才引进力度袁把握人员进出的节奏袁优化
各序列人员配置袁促进人员队伍的精干高效遥
2冤 加强电子运营系统建设袁 完善 CIMS系统和 E化系
统袁发挥知识管理平台和网站功能袁提高信息处理和流
转的效率袁促进内部管理改进遥
3冤 加强成本控制袁 通过内部挖潜不断提高现有人力资
源和行政资源的利用效率遥
4冤在外部经济环境动荡的情况下袁更关注员工的心理变
化和情绪感受袁加强全员沟通袁帮助员工了解公
司状况和经营战略袁增进部门间的了解袁鼓舞团
队士气袁营造良好的内部氛围和工作环境遥

编者按院1月 18-19日袁万泰举行了
干部述职会遥各个部门负责人以及分支机
构领导一起袁 总结回顾了 2008年的管理
心得袁分享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和具有借鉴
意义的方式方法袁 并深刻剖析存在的问
题袁 结合 2009年宏观环境探讨了应对寒
冬的对策袁以其实现野在冬天中成长冶遥

回首 2008
点击 2009

图为客户中心合影

图为审核中心合影

图为食品事业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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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事业部

2008亮点荟萃

1) 超额完成各项经营指标
2008年袁在国内外经济遭遇寒流的大环境下袁食品

事业部的前身产品认证中心通过精心策划尧 狠抓落实袁
千方百计开源节流袁实现了农产品认证项目数尧有效客
户数尧营业收入和利润指标的全面增长袁超额完成公司
下达的年度经营指标遥
2) 探索创新增值服务

2008年袁产品认证中心在争取科研项目尧向政府提供
规划服务尧为客户搭建产销平台尧向客户提供培训服务等
方面大胆实践和创新袁争取到浙江省科技厅科研项目野有
机蔬菜尧 水产品安全生产集成技术与标准制订及检测技
术研究冶尧武义县政府野有机农业发展规划冶尧国家质检总
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 野蜜蜂良好农业规范渊GAP冤
的研究与制定冶等项目袁不仅获得可观的项目经费袁更重
要的是由此提升了万泰在农产品认证领域的地位遥
3) 创建新的业务渠道和增长点

2008年袁 产品认证中心在二方审核领域取得突破袁
与世界排名第三的零售商 TESCO乐购签订野自有品牌
供应商审核服务冶协议袁在 10月份正式启动袁不仅为万
泰今后进一步参与二方审核市场竞争取得了宝贵的实
战经验袁 同时为万泰第三方认证开拓了新的市场渠道遥
2008年袁 产品认证中心在国际合作方面也实现了突破袁
圆满完成了国家认监委下达的与 GlobalGAP 互认工作
的现场见证审核等工作袁由此袁万泰将成为我国首批开
展 GlobalGAP认证的机构袁将为扩大我国农产品出口发
挥重要作用遥
4) 内部管理进一步精细化

2008年袁产品认证中心划小管理单元袁成功建立了
三级管理体制袁成立项目发展部和综合管理部袁业务运
作进一步顺畅合理袁各部门职责任务明确袁管理得以进
一步精细化袁各团队带头人及全体员工的综合素质得到
明显提升袁团队精神得以进一步强化袁不仅为完成全年
任务指标提供了有利的保证袁也为食品事业部业务整合
长期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遥

点击 2009

1) 发挥专业优势和组合优势袁推进农产品食品各类认证业务
2009年是食品事业部扬帆出海的第一年遥万事开头

难袁把握好开局尤为重要遥 1月 15-17日袁食品事业部召
开了 2009年度工作会议袁 在全面分析农产品食品认证
的现状和自身优势与不足的基础上袁从事业部整体到各
部门尧 各岗位局部精心策划了全年工作计划和实施方
案袁本着积极稳妥的工作思路袁发挥产品认证和体系认
证的组合优势袁 突出农产品认证和食品认证的专业优
势袁全面推进食品链相关认证袁并积极探索并开发与之
相关联的延伸服务遥
2) 优化工作流程袁控制认证风险袁打造万泰食品认证品牌

食品安全与认证在 2009年是热点袁 也是风险的聚
焦点遥 我们将以食品事业部成立为契机袁一开始就从系
统改造入手袁建立一个市场机制灵活尧风险控制严谨的
工作机制袁从市场开发野前道冶尧现场审核野中道冶尧卷宗质
量野后道冶三个过程建立了清晰明了尧细致到位的工作流
程袁一手抓发展袁一手抓风险控制袁迅速打出万泰食品认
证品牌遥
3) 加强能力建设袁打造专业化团队

食品事业部的目标是建成可持续创造经济价值尧品
牌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专业化的农产品食品认证机构遥要
实现这个目标袁当务之急是加强人力资源建设袁充实审
核员队伍袁提高审核员水平遥 我们将以野二次创业冶的目
标统一团队的思想和行动袁坚持个人价值融入团队价值
的核心理念袁打造一支专业素养好尧敬业精神强尧富有创
造力的专业化团队遥
4) 加大创新力度袁拓展服务范围

目前袁国家认监委围绕服务于食品安全将会出台一
系列的新举措袁食品事业部将在国家认监委的统一部署
下袁积极参与认证新领域的研发与实践袁在 GlobalGAP
认证尧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GMP认证等领域取得突破遥同
时将进一步发挥在专业和认证两个方面的优势袁在食品
安全追溯体系尧 蜜蜂养殖 GAP 标准等方面深入开展研
究袁从制高点上加强能力建设和品牌建设遥

食品事业部业务范围

食品事业部负责总部以下领域认证业务和客户维

护管理院1尧管理体系认证院1冤QMS尧EMS尧OHSMS的第
一尧三大类认证业务曰2冤FSMS渊ISO22000冤认证业务曰3冤
HACCP认证业务遥 2尧产品认证院1冤有机产品认证业务曰
2冤良好农业规范渊GAP冤认证业务曰3冤食品行业供应商二
方审核业务曰4冤相关延伸服务曰5冤生态纺织品和 CE认
证业务暂由食品事业部兼管遥 3尧新领域开发;负责农产
品尧食品行业新领域业务开发和实施遥

来自食品事业部的心声

李风度副总经理院非常振奋袁责任重大袁使命光荣袁不辱
使命袁不负重托遥
李君正经理院野两心两任冶要要要将以信心尧用心尧责任和信
任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袁为野一流食品认证机构冶目
标的实现奉献自己的力量遥
郑良伟经理院食品事业部成立袁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袁让
我们一起共同创造更好的业绩遥
韩易副经理院2009年是第二个节奏点袁我们将探索更好
的市场营销模式遥
袁清经理院综合部要发挥综合协调功能袁开展延伸服务曰
热爱事业尧努力学习袁求真务实袁迅速融合和整合遥
王伟杰院因为年轻袁所以有朝气袁虽然也曾经失败袁但在
失败中成长遥
周冀院不断蜕变袁才有发展遥 目前是蛹袁蜕变后是蝴蝶还
是蛾袁需要我们的努力遥
支旭军院从事食品认证袁我们必须给百姓一个信心遥 老
鹰再生袁今天就是一个再生过程遥
谭红院这是一个有责任尧上进尧友爱的团队袁这是我走向
社会第一份职业袁也是让我自豪的职业遥
赵红彦院感谢这个团队给我的帮助袁感受到了朝气尧正
气袁领导的人格魅力袁今后将扎实做好每一项工作袁市
场尧管理尧审核袁提升专业能力和知识遥

审核中心

2008亮点荟萃

1冤 审核员挑战平庸取得阶段性成效
2008年初袁 万泰董事会针对审核员队伍在思想状

态尧业务能力等方面突出问题袁在整个认证行业内率先
提出了野向平庸挑战冶的口号袁明确指出野向平庸挑战冶是
万泰 2008年审核员队伍建设的主题袁 重点是要解决审
核员在思想作风尧审核能力等方面出现的问题遥 这是万
泰在当前严酷的市场环境下对审核员队伍建设提出的
要求袁也是万泰对认证事业价值回归的期待遥 一年来袁公
司从思想教育尧制度导向尧管理改进等多个方面全面推
进袁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机制袁全面提升审核员素质尧优
化队伍结构袁最终提升认证有效性遥
2冤 质量工作精细化管理进一步深化

2008年袁质量管理部以野挑战能力尧挑战职业精神尧
挑战细节冶的决心袁通过对审核计划和审核报告的审批袁
把许多认证质量问题消灭在前期曰对总部和分支机构卷

宗质量的检查袁 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规避了认证风险袁
并以统计数据说明了审核员的能力袁为公司规范认证过
程尧提高认证有效性尧规避风险和审核员队伍挑战平庸
做出了了努力袁并且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尧不断完善各项
规章制度尧注重全员参与及全过程的质控尧重视培训研
讨,努力提高人员能力水平 ,确保了 200愿年卷宗质量达
较高的水平袁成效十分明显遥
3冤 探索精准服务的客户服务模式

2008年袁 审核中心计划管理部在认证项目管理上袁
工作有创新袁经进一步梳理袁强化内部客户管理责任和
实施进度监督袁较好地建立了客户管理责任制遥 通过加
强客户管理人员的能力培训和培养袁进一步延伸客户管
理人员的管理职责和范围袁提供全程的客户跟踪服务遥

点击 2009

1冤深化野向平庸挑战冶的跨年度任务袁优化审核员队伍结构
2009年袁野向平庸挑战冶的重点将放在野培养尧提高尧

上新台阶冶遥 万泰不仅要消除平庸的审核袁而且要建设一
支野能审核尧能讲课尧能为客户解决疑难问题尧能开发市
场冶袁全面发展的优秀审核员团队遥 通过人才引进尧队伍
调整尧培训尧实践等措施袁使相当数量的专职审核员基本
具备这些能力袁实现人员能力的阶段性跨越遥
2冤提高审核有效性尧提升审核价值袁更好地服务于企业

2009年袁万泰将通过提供增值服务袁雪中送炭袁为获
证客户提供更多帮助和支持遥 通过每次审核袁引导企业改
进管理袁 帮助企业发现管理的薄弱环节和风险袁 改进管
理遥 使企业更需要通过寻求管理体系认证袁提高内部管理
水平袁规范内部管理袁提高效率袁减少浪费曰通过寻求管理
培训尧内部流程的再造袁提高企业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遥
3冤发挥技术研发载体优势袁为客户提供更专业化服务

2009年袁万泰将重点围绕各认证领域以及各行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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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应用研发和项目研发袁 以期为客户提供更专业的服
务曰同时袁2009年袁为满足客户对认证相关信息的需求袁
万泰将推出电子期刊遥

审核员挑战平庸成果回顾
自 2008年初打响野向平庸挑战冶战役以来袁审核中

心经过一年的努力袁 取得了阶段性进展遥 在 2009年之
初袁 我们欣喜地看到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审核员队伍袁
听到了审核员们发自内心尧挑战自我尧挑战平庸的肺腑
之言遥 大多数审核员都能苦练内功尧转型增效尧扩能升
级袁根据自身特点袁找到了实现个人优势的方式遥

在总结会上我们发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院
窑在审核过程中袁审核员思索的更多的是院如何提高审核
有效性钥 如何进行增值审核钥 如何更好地服务客户钥
窑审核员现场审核规范性和有效性得到进一步改善遥
窑审核组准备更为充分尧审核组内交流沟通更通畅尧更有效遥
窑审核员讨论审核技术尧学习管理新知识的热情尧渴望更
高涨遥
窑审核员能更多地利用各种沟通渠道渊如院每月的沟通讨
论会尧各种座谈会尧知识管理平台及日常的沟通交流机
会冤提出自己的看法尧建议或问题袁更多地围绕业务问题
开展讨论袁形成良好的解决问题氛围遥
窑在 叶WIT 审核员良好行为规范及审核实践指南曳和
叶WIT审核员工作规范曳的统一规范下袁审核员着装尧仪
表更为端庄曰行为举止更加规范得体遥
窑审核员积极配合业务部门袁尽心尽力尧竭尽所能提供技
术支持遥
噎噎

闵莲英院彻底转变审核理念院从过场审核转向深度
审核尧从符合性审核转向有效性审核尧从平淡审核转向
专业化审核遥 企业需要专业尧有深度的审核遥

陆勇院多一把刷子袁多一种能力要要要不断掌握新的
管理方法尧新的管理工具,帮助企业提升遥

姚海云院珍惜客户资源袁帮助不同类型的企业实现
真正提高遥

但丽云院选择审核员职业袁是作为事业曰而不是谋生
的手段遥 审核过程中袁尝试抛开标准袁体会企业的管理袁
试图使企业获得帮助遥

傅文景院我们的审核要对得起企业尧对得起万泰尧对
得起自己袁时刻树立以顾客为关注焦点袁让企业感觉到
价值遥

潘林霞院用心学习他人长处袁改进自己不足袁学会倾
听尧细心观察尧寻找管理的薄弱环节曰不做僵化审核袁通
过了解企业管理流程袁推进流程改善曰用企业的语言而
不是条款来与企业进行沟通遥
裘富钦院挑战自我袁找到了自己挑战平庸的切入点遥
寿张福院通过审核发现企业的一些关键问题袁发现

审核价值遥
殷丽英院全方位进入全职审核员角色袁挑战审核人

天尧承担重任曰挑战特殊专业袁认真准备袁加倍付出遥
章煜汉院审核员除了技术尧能力以外袁还要调整好心

态袁重点做好客户服务遥

客户中心

2008亮点荟萃

1冤直接客户开发成效稳健
2008年袁客户中心坚持对直接客户进行开发袁不仅

直接客户开发数量稳定袁而且在开发渠道尧开发方法上
取得新的突破遥
2冤技术优势发挥袁组织多次客户交流会

2008年袁 紧扣宏观经济形势袁 客户中心与审核中
心尧产品中心多次合作袁在浙江省各地区以及 WIT 各分
支机构所在地共举办 15场客户交流会遥 市场与技术资
源得到了有效配置袁万泰技术优势充分发挥袁而且这样
跨部门的合作模式袁已逐步形成大万泰和谐尧部门间互
助的工作氛围遥
3冤三级管理实施成效明显

2008年是客户中心实施三级管理的第三年袁 以业
务部为单元的销售管理已更趋成熟袁业务部在客户中心
工作任务的执行尧行业开发尧业务员带教等方面起到了
较好的实施遥

新提拔的三位部门经理均能很好地适应角色转变袁
融入新环境遥 团队内协同合作袁非常具有凝聚力遥 2008
年袁我们看到了良好的团队氛围袁大家一起探讨市场开
发策略袁一起策划尧组织说明会袁一起走访客户袁一起带
教新人袁 一起分享成功的案例袁 一起总结失败的原因
噎噎
4冤业务团队学习与销售能力的提升

2008年袁客户中心在日常研讨会学习交流之外袁做
足了业务员现场跟审工作遥 经与审核中心协调安排袁保
证每人每月至少参加 1家企业跟审遥 通过半年的坚持袁
业务员整体能力与绩效得到明显提升遥
5冤内部流程进一步理顺袁实现内部管理人员消肿

2008年 援 客户中心积极实施内部管理岗位人员精
简袁深化内部管理工作职能袁通过进一步理顺流程袁利用
CIMS系统袁把工作分解到相关岗位袁使工作分工更趋
合理化袁提高工作效率遥

点击 2009

1冤加大直接客户开发力度袁探索更广泛合作渠道
2009年袁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严峻的外部不利背景

下袁直接客户开发依旧是客户中心的主旋律遥 在充分发
挥转岗审核员与客服人员带来的技术力量与市场资源
的同时袁客户中心将探索新市场商机以及更广泛的合作
渠道袁创新营销模式袁从而实现直接客户开发的稳中有
升遥
2冤打造销售工程师团队

2009年袁 为给客户提供更有技术水准的专业化服
务袁万泰整合公司资源袁从审核员队伍抽调了部分审核
员袁充实万泰业务员团队袁通过加强专业学习袁发挥团队
优势袁提升整体销售能力袁建设一支综合素质好尧专业技
术能力强尧团结敬业拼搏尧强有力的销售团队遥
3冤调整客户维护管理职能袁探索野服务创新冶模式

2009年袁万泰调整客户管理职能袁总部体系认证复
审客户及部分监督审核客户管理职能调整到客户中心袁
以期探索更好的客户服务模式袁通过充足的沟通以及增
值服务袁让客户真实地感知到万泰提供的帮助和支持遥
4冤深化业务部三级管理职能袁实施管理重心进一步下沉

2009年袁客户中心将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建设院对
部门经理管理职能的进一步授权曰建立业务部销售定期
绩效评价机制曰 完善业务部经理月度工作报告机制曰建
立业务部定期例会制度曰建立业务部业务竞赛机制等措
施等遥

财务中心

2008亮点荟萃

1冤建立健全财务制度
2008 年袁财务中心梳理了一系列审批尧标准尧程序

等规章制度遥使公司的财务运作更加制度化尧标准化尧规
范化袁步入有据可依尧有章可循的轨道遥
2冤精化尧细化会计核算尧预决算管理制度袁逐步实现账面
权责发生制袁为管理层决策提供更及时尧更准确的财务
信息
窑2008年袁为进一步提高报表的准确性袁年初建立了收
付与权责的对比分析遥找出差异数据尧分析差异合理性尧
确定数据的取舍袁把权责报表建立在会计报表渊收付报
表冤的基础上袁提高报表的准确性遥
窑预决算制度取得良好成效袁 各部门均能通过年度预算
目标袁来安排与实施全年的工作计划曰通过编制预算袁逐
步理清了一条管理思路袁 较好的利用预算管理办法袁来
指导公司的全年工作遥
3冤强化内部管理

2008年袁在人员减少袁工作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袁
财务中心各个岗位员工都能相互合作袁不管份内尧份外
工作争着干袁直至把工作圆满完成袁充分体现了敬业和
事业心遥

点击 2009

1冤 重点抓好财务制度的宣传与落实工作
2009年袁通过内部学习尧外部宣传相结合的方式使

各部门能尽快熟悉财务制度遥 同时袁通过对外严格执行
和对内严密监控来保证财务制度的落实遥
2冤充分利用信息系统袁简化工作程序袁提升工作效率

2009年袁 财务中心各个岗位要尽快突破原有的工
作思路和工作的模式袁积极利用 CIMS 系统创新袁提升
工作效率曰通过财务各个岗位对 CIMS系统可自动生成
数据的研究袁尽可能利用信息系统资源袁简化各个岗位
工作程序遥
3冤加强成本控制

2009年袁在去年总支出的基础上袁全公司总费用支
出降低 2%遥

行政中心

2008亮点荟萃

1冤全面完成人事制度修订袁薪酬绩效制度实施取得成效
2008年袁 根据公司经营战略和各业务单元的管理

发展需求袁重新梳理尧设计和完善了各项绩效和薪酬管
理制度袁 在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上体现公司的价值导向袁
重点突出公司保护优秀尧激励上进者尧鞭挞平庸尧淘汰后
进的队伍建设目标遥 建立首席审核员薪酬制度尧提高审
核津贴级别档次尧推出业务经理薪酬模式袁保持了优秀
骨干在业内的薪酬竞争优势袁促进管理绩效的提升遥
2冤引进优秀审核员袁促进审核员队伍的结构性调整

2008年袁注重审核员综合素质的把关袁加强了对引
进人员的考核筛选袁年龄尧专业尧注册领域尧职业素养等
关键指标保持了较高水准遥 审核员背景多元化袁带来不
同的管理思路尧审核风格遥
3冤回归机构精干高效运行袁合理布局人力资源

2008年下半年袁万泰以精干高效为目标袁调整职能
分配袁改进管理流程尧分解岗位工作压力袁有效压缩内部
管理人员袁各项工作不仅未受到影响袁工作效率反而得
到提高遥 一系列的机构设置和职能调整袁从组织结构设
计层面为从内部挖潜提高现有人力资源的效率奠定了
基础遥
4冤完善机构人员能力分析和评价系统

2008年审核员需求分析模型的项目工作取得阶段
性的成果袁 在对客户和审核员进行分类分析的基础上袁
测量审核员能力和客户期望的适配度袁通过量化的分析
为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客观依据袁从宏观和局部两
个层面上分析机构的能力袁 客观地把握认证的风险袁进
一步完善了机构人员能力分析和评价系统遥
5冤加大对信息系统建设的投入袁逐步推进电子化运营管理

2008 年公司继续加大了对信息系统建设的投入袁
通过获证组织档案 E化尧 计算机综合管理系统渊CIMS冤
建设两个 IT项目的推进袁 正在逐步实现基于公司网站
和万泰知识管理平台的电子化信息交换系统袁为审核员
工作和管理模式的改革创造了条件遥 通过这个系统袁我
们可以实现远程的电子化信息传递尧技术资料的共享和
管理指令的即时传递遥 对于未来不断提高管理效率尧实
现人力资源更科学合理地布局奠定了硬件基础遥

点击 2009

1冤 加大优秀人才引进力度袁把握人员进出的节奏袁优化
各序列人员配置袁促进人员队伍的精干高效遥
2冤 加强电子运营系统建设袁 完善 CIMS系统和 E化系
统袁发挥知识管理平台和网站功能袁提高信息处理和流
转的效率袁促进内部管理改进遥
3冤 加强成本控制袁 通过内部挖潜不断提高现有人力资
源和行政资源的利用效率遥
4冤在外部经济环境动荡的情况下袁更关注员工的心理变
化和情绪感受袁加强全员沟通袁帮助员工了解公
司状况和经营战略袁增进部门间的了解袁鼓舞团
队士气袁营造良好的内部氛围和工作环境遥

编者按院1月 18-19日袁万泰举行了
干部述职会遥各个部门负责人以及分支机
构领导一起袁 总结回顾了 2008年的管理
心得袁分享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和具有借鉴
意义的方式方法袁 并深刻剖析存在的问
题袁 结合 2009年宏观环境探讨了应对寒
冬的对策袁以其实现野在冬天中成长冶遥

回首 2008
点击 2009

图为客户中心合影

图为审核中心合影

图为食品事业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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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陨栽网站院 宰宰宰援宰陨栽原陨晕栽援悦韵酝

篇章一：
那些温暖的回忆

音乐是时代的
印记, 回忆过去最好
的方式莫过于音乐 ,
每个人的青春都伴
随着那个时代特有
的旋律度过袁今天就
让歌声激起我们内
心的温暖回忆遥

篇章二：
那些相互勉励的歌

漫 漫人生旅途
中袁 我们需要相互关
怀尧相互期待袁因为人
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
撑遥今天袁让我们一起
唱响那些相互勉励的
歌曲袁一起鼓劲尧一起
加油袁一起跨越寒冬遥

篇章三：
那些鞭策前进的歌

团队的力量在
任何时候都是重要
的袁不管过去或未来
我们都需要依靠齐
心协力去创造未来遥

篇章四：
那些代表希望的歌

2009 年全球经济
形势存在很多不确
定性袁但危机同时也
意味着机会 袁万泰已
做好充足准备迎接
这场挑战遥 我们的团
队充满了朝气尧充满
了正气尧充满了热情,
万泰将在野冬天中成
长冶遥

过去的 200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遥 这一年
中袁我们共同经历了南方百年不遇的雪灾袁四川汶
川特大地震袁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袁也经历了全
球金融市场风雨飘摇的一年噎噎

2008年不容易,然而有幸经历也是一种财富遥
在这种不利的大环境下袁 万泰的全体员工坚守着
自己的岗位袁奋战在第一线上遥

今天袁忙碌了一年的万泰人又相聚一堂袁一起
欢歌笑语遥 走过难忘的年份 ,我们将倍加珍惜现在
所拥有的一切遥

此次晚会以 HIGH 歌为主旋律袁 以回忆尧互
勉尧激励尧展望为主题依次分为四个篇章袁中间穿
插一些精彩的节目 SHOW 以及充满惊喜的抽奖
环节遥

万泰有很多业务精英袁而且还有很多金嗓子遥

主持人闪亮登场

引吭高歌

火热拉丁舞

台上台下

特邀小嘉宾古筝演奏

幸运儿花落谁家 金牛送福传递中 傣族舞蹈叶快乐老家曳

激情洋溢朗诵 叶我和你曳温暖每一个万泰人

公告

万泰将于 2009
年推出电子期刊袁为
客户提供专业化的
信息资讯遥详情请关
注万泰网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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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20日袁 万泰总部全体同
事和分支机构的领导欢聚一堂袁 明亮尧 温
馨的希尔假日酒店大厅里洋溢着一张张喜
悦的面孔袁 既有对 2008 年辛勤耕耘后的
释放袁 更有对 2009年的憧憬和期待噎噎

汤凯珊董事长为荣获 2008 年先进集
体审核中心质量管理部以及从数百名员工
中脱颖而出的年度 野冠军冶尧 野最佳冶 代
表颁奖赠花遥 歌声尧 笑声尧 音乐声让寒冷
的冬天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噎噎

汪晓冬总经理代表董事会对万泰
2008年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袁 对 2009
年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遥

回顾 2008年院 野挑战平庸冶 取得阶
段性成效遥 2008 年初 袁 万泰董事会针对
审核员队伍在思想状态尧 业务能力等方面
突出问题袁 在认证行业内率先提出了 野向
平庸挑战冶 的年度主题袁 重点解决审核员
思想作风尧 审核能力的平庸状态遥 这是万
泰在当前严酷的市场环境下对审核员队伍
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袁 也是万泰对认证事业
价值回归的努力遥 一年来袁 万泰从思想教
育尧 制度导向尧 管理改进等多个方面全面
推进袁 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机制袁 全面提
升审核员素质尧 优化队伍结构袁 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遥 管理机制渐趋成熟遥 经过两年
的试点袁 万泰从 2008 年开始在三个管理
幅度比较大的部门逐步建立三级管理机
制袁 一方面为更多的优秀员工提供职业发
展平台袁 另一方面也为实施精细化管理提
供条件遥 从实施的效果看袁 基本达到了预
期的目的袁 大多数部门经理奋发工作袁 身
先士卒袁 在这个平台上初步展示了自己的
才华和潜质遥 推进电子化运营管理系统袁

推动管理变革 遥 2008 年袁 公司 CIMS 系
统投入使用袁 通过功能的完善袁 有效提高
了管理效率曰 实现文件及信息远程传递电
子化袁 有效提高了审核员的工作效率曰 建
设知识管理平台袁 为公司管理和员工提供
了快速交流尧 学习和知识共享的平台遥 回
归精干高效的团队组织遥 2008 年袁 万泰
针对机构臃肿袁 以精干高效为目的袁 改进
流程尧 合并岗位尧 调整职责袁 分解有关岗
位压力 遥 探索增值服务 袁 创造新价值 遥
2008 年 袁 公司主要业务部门都开展了增
值服务项目探索袁 以求在现有认证领域以
外开拓新的蓝海遥

2009年 袁 全球各个行业都将面临漫
长的冬天 遥 董事会要求万泰不能消极等
待袁 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适应世界经济形势
的变化袁 整合资源尧 优化队伍尧 突出优
势袁 把维护客户规模与扩大市场份额有机
结合起来袁 把开源和节流有机结合起来遥
万泰 2009 年度的工作要从两方面入手 院
一方面袁 调整市场策略尧 探索综合性认证
机构向专业化发展的道路袁 使万泰品牌在
中国认证市场中更具竞争力曰 另一方面袁
加大内部管理改进袁 控制运营成本遥 万泰
2009年的主题要要要在冬天中成长遥

新的一年中院 采取积极灵活的市场政
策袁 适应市场环境变化遥 通过整合资源突
出优势袁 在市场人员提升专业技术能力的
基础上袁 要求全体审核技术人员积极参与
市场开发袁 从而形成以技术实力为导向的
市场开发团队新优势遥 创建万泰食品事业
部遥 在原产品认证中心的基础上袁 集中专
业力量袁 组建万泰认证食品事业部袁 全面
整合万泰在食品认证链中从田间到餐桌的

各项业务尧 人员及客户资源袁 形成万泰在
食品和农产品认证领域的领先优势袁 为食
品企业提供一体化认证服务方案袁 在全国
范围内打响万泰食品认证品牌袁 增强万泰
竞争力袁 提升经营绩效曰 同时袁 通过充分
的授权袁 推动万泰内部管理机制的创新袁
增强在相关认证领域竞争力遥 分解管理压
力袁 加强客户维护管理遥 从 2009年开始袁
调整部分客户管理职能袁 以求有效发挥
各业务部门优势袁 分解管理压力 遥 整合
资源 袁 提升培训业绩袁 提高业务创新能
力遥 2009 年袁 公司将进行一系列的资源
整合 袁 包括总部和分支机构 尧 业务尧 人
员 尧 技术等 袁 目的在于促进业务创新 遥
深化 野向平庸挑战冶 的跨年度任务袁 一
手抓审核员队伍结构调整袁 一手抓优秀
审核员队伍建设遥 在 2008年甑别尧 淘汰
平庸审核员等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袁 2009
年把 野向平庸挑战冶 的重点放在 野培养尧
提高尧 上台阶冶遥 万泰不仅要消除平庸的
审核 袁 而且要建设一支 野能审核 尧 能讲
课尧 能为客户解决疑难问题 尧 能开发市
场冶 全面发展的优秀审核员团队 袁 从而
保障万泰的审核能为获证企业提供高技
术含量的技术支持遥 雪中送炭袁 为企业
提供增值的审核袁 满足企业提升内部管
理尧 向管理要效益的需求遥 提升内部管
理水平袁 向管理要效益遥 适应当前宏观
经济形势变化袁 加强成本控制袁 向管理
要效益袁 在抓开源的同时袁 强化成本控
制 袁 减少开支和浪费 袁 努力 野节流 冶遥
2009 年袁 公司将通过提高内部管理电子
化运行水平 尧 精干人员队伍 尧 压缩行政
开支等手段 袁 有效提升管理效率 袁 降低

整体运营成本袁 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袁 提高
公司经营效益遥 同时袁 公司将完善现有
CIMS的管理功能尧 信息电子化的远程通
讯和数据传递功能尧 知识管理平台信息发
布和学习交流功能袁 提升公司管理水平遥

会后各部门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遥
整个活动载歌载舞袁 高潮迭起遥

渊行政中心 傅南仕冤

本报讯 1月 5日袁在万泰总部的会议室里袁野万泰
食品事业部冶匾额上的红绸布被徐徐拉开袁标志着万泰
食品事业部的正式成立遥经董事会批准袁在原产品认证
中心基础上袁 全面整合万泰在食品认证链的技术资源
和客户资源袁 把从田间到餐桌各项认证业务统一划转
到食品事业部遥 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万泰食品认证的品
牌遥

汤凯珊董事长在成立会上指出院近年来袁国家认监
委尧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领导多次强调中国认证机构必
须走专业化发展的道路遥 万泰食品事业部是基于认证
机构专业化发展趋势背景下成立的遥 食品事业部业务
整合后最大的亮点就是突显专业优势遥 作为高技术含
量的认证行业袁没有专业性就没有认证的有效性遥 没有
有效性就没有认证的持久生命力遥 万泰成立食品事业
部的第二个目的袁也是内部管理机制改革创新的需要遥
万泰现有的管理模式已运行十多年了袁 如何让认证机
构内部管理机制更加富有激励性袁 从而激发干部员工
的创造性袁是近年来我们关注的焦点遥 因此袁食品事业

部的成立袁还肩负着万泰内部管理改革试点的重担遥
汤凯珊董事长要求新成立的事业部承袭万泰的核

心竞争力要要要拼搏与创新遥 食品认证在 2009 年是热
点袁也是风险的聚焦点袁期待这支充满朝气尧正气尧蓬勃
向上的团队在卢总带领下一手抓发展袁 一手抓风险控
制袁迅速打出万泰食品认证品牌遥
随后袁 汪晓东总经理在会上宣布了公司对食品事

业部职能划分及相关干部的任命遥
在成立会上袁食品事

业部卢振辉总经理发表
感言 院野感谢董事会对我
们的信任袁对于公司寄予
的厚望我们一定不辱使
命 袁再接再厉 袁向大家交
出一份满意的答卷遥 相信
我们在一起打拼袁没有不
成功的理由遥 冶

渊行政中心 傅南仕冤
图为食品事业部成立揭幕仪式

要要要万泰 2009年春节团拜会侧记

先进部门院审核中心质量管理部
业务销售冠军院沈 青

审核人天冠军院闵莲英
最佳审核员业务开发奖院廖长春
最佳首席审核员院林国华
最佳增值创新奖院袁 清

最佳技术支持奖院蒋翔翔

野新生力量冶上台前先合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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