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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广泰举行区域经理产品营销竞赛  威海广泰举行区域经理产品营销竞赛
      —广泰风雨兼程三十载，共同坚守年年如一日      —广泰风雨兼程三十载，共同坚守年年如一日

 2020 年 3 月 9 日至 3 月 13 日，
营 销 中 心 销 售 部 利 用 腾 讯 会 议
APP 组织了现有产品的相关培训
竞赛。竞赛邀请了集团总经理李
文轩、广泰学校校长罗丽、空港
设备事业部副总经理刘海涛、技
术中心副总工雷小明、空港设备
事业部副总经理尚羽、市场部陈
述武部长、售后服务部王爱云部
长以及公司产品相关技术人员等
担任本次竞赛评委，广大公司总
经理李波、副总经理刘恕忠、副
总经理刘晓军、营销中心全员、
广泰各驻外办事处负责人等 70 余
人参会。

集团总经理李文轩对本次竞赛
高度重视，专门到现场鼓励竞赛

了让各区域经理强化产品知识及
学习产品最新动态，同时也培训
了广泰驻外办事处的各位销售经
理。围绕这个重点，区域经理以
技术中心培训教材为依据，制作
了内容丰富的 PPT。再结合近几
年在各自所负责区域从事销售的
情况，运用专业的销售术语，向 5
位评委和参会人员分别作了公司
十余种产品，及同行业产品对比
的报告。经过为期 5 天的激烈角逐，
各个奖项尘埃落定，比赛共决出
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
奖三名，其他参赛选手也获得了
精美的纪念奖品。

通过本次竞赛，营销中心全体
成员、广泰驻外办事处销售经理

都对公司产品销售方面有了更深
刻的学习，参加竞赛的区域经理
也在竞赛的过程中互相学习、共
同进步。公司领导及评委们对本
次竞赛给予好评，竞赛中存在的
缺少应答环节、评分办法不清晰
等问题，销售部将在今后举办的
竞赛活动中，不断完善赛制，既
让区域经理锻炼专业的销售能力，
同时也让所有参与到今后的销售
活动中的同事，有共同学习交流
的机会。

                                   （销售部）

人员。销售部组织的产品营销竞
赛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充分
培养和锻炼所有销售人员对外的
推介产品的能力，为了让销售人
员在向客户展示广泰产品时能更
有自信，为了锻炼销售人员在销
售过程中的各种随机应变的能力。
今年销售部第一次举办这个活动，
并专门设立奖品，以资鼓励，以
后对销售人员进行培训常态。

11 位选手分为 3 组，选手们按
照赛前抽签决定的顺序，在五楼
504 会议室进行产品知识演讲。竞
赛重点是从销售的角度，对“公司
产品简介”“与同行产品的对比”“分
析同行产品优劣”“对公司产品合理
化建议”四个方面进行阐述，既为

 摩洛哥 SWISSPORT 首单成功交付，广泰产品进入摩洛哥市场 摩洛哥 SWISSPORT 首单成功交付，广泰产品进入摩洛哥市场
首次使用，客户提出在交付培训之外，需要额外
进行两次现场运营保障服务。按照客户要求，广
泰平台车以高标准完成了两次凌晨两点的 B747
货运专机现场保障任务，赢得了客户对车辆性能
和广泰服务的赞扬。

本次交付，是广泰产品第一次进入摩洛哥市
场，在广泰设备覆盖的版图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国
家的同时，也给广泰与 SWISSPORT 的合作又添
一笔亮色，为未来的进一步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国际业务事业部 郑珺月）

二月中下旬至三月上旬，摩洛哥 SWISSPORT
订购的第一批广泰设备在摩洛哥顺利完成交付。
这标志着广泰设备覆盖的版图又增加了一个新的
国家。

去年，广泰成功与大型国际地服公司 SWISSPORT
建立了合作关系，并首先与 SWISSPORT 日本和
SWISSPORT 摩洛哥签订了订单。今年 2 月中旬，
SWISSPORT 摩洛哥订购的第一批广泰设备陆续
在摩洛哥各大机场完成交付。这批设备包括平台
车、气源车等，覆盖了摩洛哥境内卡萨布兰卡机
场、索维拉机场和阿佳迪尔机场等五个机场。所
有机场众口一词，对广泰的产品和服务给予了高
度评价。在卡萨布兰卡机场，由于广泰平台车是

  威海广泰荣获威海市地方纳税 50 强  威海广泰荣获威海市地方纳税 50 强
营企业做大做优做实做强。同时，也祝福威海
广泰保持发展劲头，继续发挥好财税贡献标杆
作用，脚踏实地、稳扎稳打、凝心聚力推动企
业发展迈上更高台阶。

总经理李文轩感谢区领导的走访慰问，向
区领导介绍了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和企业年度发
展目标，表示广泰人将戒骄戒躁、砥砺前行、
接续奋斗，为威海市经济社会发展再立新功。

                                            （宣传部  牟慧）        

3 月 27 日上午，威海市环翠区人大常委会
刘光辉主任、区委常委王大治副区长到威海广
泰走访慰问，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威海广泰颁发
“2019 年度威海市地方纳税 50 强”奖牌。总经
理李文轩热情接待了区领导一行，并与区领导
进行了热切交流。

刘光辉主任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威海广泰
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对企业
的稳步发展和骄人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
将继续营造关心、支持、尊重、爱护民营企业
的浓厚氛围，推动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助力民

（集团总经理李文轩出席会议）（广泰学校校长罗丽应邀担任本次竞赛评委）（空港设备事业部副总经理尚羽出席会议）（营销中心组织培训竞赛）

踊跃捐款抗击疫情踊跃捐款抗击疫情
党员爱心汇聚暖流党员爱心汇聚暖流

委 117 名党员和 4 名入党积极分子
参加捐款，累计捐款金额 10780 元，
所捐款项悉数上交至张村镇党委。

据悉，本次捐款将主要用于慰
问战斗在疫情防控斗争一线的医务
人员、基层干部、公安民警、社区
工作者、志愿者和新闻工作者等，
其中重点慰问一线医务人员。对在
疫情防控斗争中牺牲的干部群众家
属也予以重点慰问。根据疫情和实
际需要，党员捐款资金重点向疫情
最严重的湖北省倾斜。

                        （党群办 赵雅群）

3 月份，根据中组部关于《要求
各级党组织做好党员自愿捐款指导
服务工作，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的文件精神要求，公司党委
积极安排部署五个支部分别组织党
员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自愿捐款
工作。党员们积极响应，慷慨解囊，
支持疫情防控工作，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次捐款坚持自觉自愿、量力
而行的原则，同时鉴于疫情影响，
为了避免人员聚集，捐款没有采取
传统的现场捐款方式，而是创新利
用手机支付平台收集捐款。公司党

  廉洁采购，我郑重承诺  廉洁采购，我郑重承诺
      —集采及采购监察部举行廉洁承诺书签订仪式      —集采及采购监察部举行廉洁承诺书签订仪式

为建立优良采购作风，明确采
购纪律，2020 年 3 月 25 日集采及
采购监察部组织举行集团采购系
统廉洁承诺书签订仪式。集团总
经理李文轩、集团常务副总经理
王明亮参加了签字仪式。

在审计监察部梁臣部长、人力
资源部王金山部长监督下，集团
采购系统中的采购中心、进口业
务部、电源公司、采购监察部、
广泰特车、生产一厂外协科、生
产二厂外协科、中卓时代、环保
科技、山鹰报警、天津全华、广
大公司共计 12 个采购外协部门、
77 名干部员工，通过线上和线下

审计监察部梁部长在会上宣读了“廉
洁承诺书”内容，并明确了后续审
计监察部的监督检查职责。

集团李文轩总经理提出三点要
求：一是采购外协岗位的全体干
部员工要秉持廉洁办公的初心，
加强自身的业务能力建设，精通
产品，认真研究，熟悉市场，高
质量的完成采购任务，坚决杜绝
不负责任、应付工作的渎职行为。
二是围绕提质降本增效，对供应
商进行质量体系、人员管理、设
备配置、技能水平、财务状况进
行综合评估，调动供应商的合作
积极性，使供应商能够心无旁骛

做配套，保持业务合作初心，保
质保量做产品配套。三是采购人
员要坚守工作底线和主线，即坚
守廉洁办公的初心和底线，坚守
站在公司利益上最大限度为公司
创造利润的主线。全体采购人员
要深挖业务，在工作中牢记廉洁
是底线，敬业是根本，专注才能
做好做精。

会后，相关与会人员深度认同
此次仪式的必要性，大家有决心
能够做到此次会议提出的相关要
求，履行责任，义不容辞。

      （集采及采购监察部  江浩）

两种方式参加了本次廉洁承诺书
签订仪式。

会上集采及采购监察部江浩部
长对本此廉洁承诺书签订的目的
及要求做了汇报，明确业务人员
应当牢记广泰采购人的文化——“质
优价廉是采购人的责任、我们用
忠心为公司创造利润”，在不断提
升自身业务能力的同时，要秉持
“客观公正、办事公道、廉洁自律、
不谋私利、遵纪守法的职业素养，
在工作中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
职责权力，不断提高自律意识，
坚决杜绝利用职务同关系单位搞
内部交易，损坏公司利益的行为。

威海广泰获批“齐鲁技能大师威海广泰获批“齐鲁技能大师
  特色工作站”项目建设单位  特色工作站”项目建设单位

徒传技、技能攻关、技艺传承、技
能推广等活动。工作站将推动创新
成果运用到生产实际中，优化工艺
路线、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
量、解决难点问题，营造创新增效
氛围，助力企业长远发展。特色工
作站项目有利于建设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
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
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人力资源中心 周衍）
     

近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公布了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等 5 个项目建设单位名单，
威海广泰成功获批 2020 年齐鲁技
能大师特色工作站项目建设单位，
将获得专项财政补助资金 35 万元。

威海广泰将秉持精益求精、实
效创新的原则，发挥建设“威海市师
范技师工作”“山东省技师工作站”的
成功经验，做好齐鲁技能大师特色
工作站的建设工作。工作站将继续
以高技能人才和青年技术骨干为带
头人，围绕以客户价值为导向，推
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开展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