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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暖风，和着掌声，带着光荣与梦想，

雅昌在这里收获成功！

经过雅昌员工全年的努力拼搏和辛勤

付出，2006年雅昌在原有基础上又取得了

一系列优异的成绩。为肯定雅昌一年来所

取得的成就，表彰2006年度表现突出的集

体和个人，2007年2月7日，“2006雅昌年

度颁奖典礼”率先在雅昌深圳公司拉开序幕，

随后雅昌北京公司和雅昌上海公司也相继

于2月10日、2月13日举行了年度颁奖典礼，

让一年以来为公司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

个人在领奖台上接受鲜花与掌声，和大家

分享成功与喜悦。

让我们用喜悦去拥抱丰收的果实，让

我们用激情来高唱成功的凯歌。此次雅昌

企业集团年度颁奖典礼共包括9个奖项，其

中个人奖项5个，包括：优秀员工奖、优秀

主管奖、优秀经理奖、年度人物奖和年度

特别贡献大奖；集体奖项4个，包括：先进

集体奖、年度市场开拓大奖、年度业绩增

长大奖和年度创新大奖。共表彰了247个先

进个人和部门。

在过去的一年里，雅昌在领导班子正

确经营方针的指引下，高度认识到企业只

有在竞争中才能求生存，在竞争中才能求

发展，从稳固市场份额、扩大市场规模着手，

全体员工上下一心，想企业之所想，急企

业之所急，想方设法促效益，千方百计谋

发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雅昌事业

蓬勃发展。

生产系统：雅昌集团的立企之基

2006年雅昌企业集团下属事业部、子

公司生产系统各部门努力生产，相互配合，

在公司生产计划的统筹下和相关领导的悉

心指导下，涌现出王军辉、杨启华、杨建华、

李勇、甘璐等17位优秀主管人员，成为雅

昌生产系统的骨干。这批生产骨干发挥先

锋带头作用，不仅确保了雅昌各项生产活

动的有序开展，而且确保了雅昌生产的高

品质输出以及生产任务的提前并超额完成。

装订部，作为生产系统最大的部门，

在过去的一年里，不仅任务繁重，而且工

种繁多，工序复杂。但装订员工秉承“在

我手中不出错”的品质要求，积极投入紧

张的生产中，涌现出彭爱兰、李海龙、刘

丽娟、付卫霞等37名优秀员工，为其他员

工树立了优秀的榜样。

制版部是生产系统中对技术要求和专

业要求最高的部门，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

到成品的质量，和客户的信赖，因而他们

每一项工作对公司的生产有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然而制版部在王军辉和曲冬等人的

直接领导下，在杨秀霞、汪细红、娄国立、

蒋庆华、唐彬彬等36名优秀员工的直接带

动下，圆满地完成公司交给的任务，尤其

是深圳事业部制版部，积极推行5S区域管理，

在为上海雅昌成立抽调了14名骨干力量的

条件下，其加工产值仍达到2471.75万元，

比2005年增长16.09%。

印刷部在廖晓华和陈汉弟的直接领导下，

积极培养人才，使龙冬冬、陈明伦、周祥祥、

李庆涛等16名优秀员工在部门中脱颖而出。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深圳事业部印刷部实

行减员增效取得良好效果：人员由2005年

的95人下降至2006年的84人，而人均产值

比2005年增长30.5%，成为公司减员增效

的典范。

其它生产部门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

员工，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无私奉献，用

自己的青春谱写出美丽的篇章。

生产部门的高效率运作离不开技术部

门的大力支持和保障，技术部在葛侬总监

的带领下，组建了深圳艺术品复制中心和

数码摄影部，色彩管理从摄影开始控制，

给客户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同时引进和应

用小森DO-NET生产管理系统，提高了印刷

生产效率，更加准确采集印刷机台的生产

管理信息；负责FTP服务器的安装和维护工

作，给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营业系统：雅昌事业的动力之源

数不清摔碎了多少梦幻，踏平了多少

风雨泥泞，营业系统员工亲身体验了风的

摇曳，雨的滋润，雷的震撼，电的启迪。

其中不乏客户苛刻的要求和市场激烈的竞争，

以及点缀百味人生的酸甜苦辣和参悟人生

真谛的零星感动，正是在这样的磨砺和锻

造下，雅昌营销团队的精英们，一直昂首

阔步，用生命的热血铸造人生的辉煌。

他们对工作有着高度的计划性和紧迫感，

因为他们坚信：实力决定一切，不发展就

没有出路。任何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不

思进来在于创造。在新的一年，雅昌将以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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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暖风，和着掌声，带着光荣与梦想，

雅昌在这里收获成功！

经过雅昌员工全年的努力拼搏和辛勤

付出，2006年雅昌在原有基础上又取得了

一系列优异的成绩。为肯定雅昌一年来所

取得的成就，表彰2006年度表现突出的集

体和个人，2007年2月7日，“2006雅昌年

度颁奖典礼”率先在雅昌深圳公司拉开序幕，

随后雅昌北京公司和雅昌上海公司也相继

于2月10日、2月13日举行了年度颁奖典礼，

让一年以来为公司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

个人在领奖台上接受鲜花与掌声，和大家

分享成功与喜悦。

让我们用喜悦去拥抱丰收的果实，让

我们用激情来高唱成功的凯歌。此次雅昌

企业集团年度颁奖典礼共包括9个奖项，其

中个人奖项5个，包括：优秀员工奖、优秀

主管奖、优秀经理奖、年度人物奖和年度

特别贡献大奖；集体奖项4个，包括：先进

集体奖、年度市场开拓大奖、年度业绩增

长大奖和年度创新大奖。共表彰了247个先

进个人和部门。

在过去的一年里，雅昌在领导班子正

确经营方针的指引下，高度认识到企业只

有在竞争中才能求生存，在竞争中才能求

发展，从稳固市场份额、扩大市场规模着手，

全体员工上下一心，想企业之所想，急企

业之所急，想方设法促效益，千方百计谋

发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雅昌事业

蓬勃发展。

生产系统：雅昌集团的立企之基

2006年雅昌企业集团下属事业部、子

公司生产系统各部门努力生产，相互配合，

在公司生产计划的统筹下和相关领导的悉

心指导下，涌现出王军辉、杨启华、杨建华、

李勇、甘璐等17位优秀主管人员，成为雅

昌生产系统的骨干。这批生产骨干发挥先

锋带头作用，不仅确保了雅昌各项生产活

动的有序开展，而且确保了雅昌生产的高

品质输出以及生产任务的提前并超额完成。

装订部，作为生产系统最大的部门，

在过去的一年里，不仅任务繁重，而且工

种繁多，工序复杂。但装订员工秉承“在

我手中不出错”的品质要求，积极投入紧

张的生产中，涌现出彭爱兰、李海龙、刘

丽娟、付卫霞等37名优秀员工，为其他员

工树立了优秀的榜样。

制版部是生产系统中对技术要求和专

业要求最高的部门，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

到成品的质量，和客户的信赖，因而他们

每一项工作对公司的生产有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然而制版部在王军辉和曲冬等人的

直接领导下，在杨秀霞、汪细红、娄国立、

蒋庆华、唐彬彬等36名优秀员工的直接带

动下，圆满地完成公司交给的任务，尤其

是深圳事业部制版部，积极推行5S区域管理，

在为上海雅昌成立抽调了14名骨干力量的

条件下，其加工产值仍达到2471.75万元，

比2005年增长16.09%。

印刷部在廖晓华和陈汉弟的直接领导下，

积极培养人才，使龙冬冬、陈明伦、周祥祥、

李庆涛等16名优秀员工在部门中脱颖而出。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深圳事业部印刷部实

行减员增效取得良好效果：人员由2005年

的95人下降至2006年的84人，而人均产值

比2005年增长30.5%，成为公司减员增效

的典范。

其它生产部门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

员工，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无私奉献，用

自己的青春谱写出美丽的篇章。

生产部门的高效率运作离不开技术部

门的大力支持和保障，技术部在葛侬总监

的带领下，组建了深圳艺术品复制中心和

数码摄影部，色彩管理从摄影开始控制，

给客户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同时引进和应

用小森DO-NET生产管理系统，提高了印刷

生产效率，更加准确采集印刷机台的生产

管理信息；负责FTP服务器的安装和维护工

作，给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营业系统：雅昌事业的动力之源

数不清摔碎了多少梦幻，踏平了多少

风雨泥泞，营业系统员工亲身体验了风的

摇曳，雨的滋润，雷的震撼，电的启迪。

其中不乏客户苛刻的要求和市场激烈的竞争，

以及点缀百味人生的酸甜苦辣和参悟人生

真谛的零星感动，正是在这样的磨砺和锻

造下，雅昌营销团队的精英们，一直昂首

阔步，用生命的热血铸造人生的辉煌。

他们对工作有着高度的计划性和紧迫感，

因为他们坚信：实力决定一切，不发展就

没有出路。任何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不

思进来在于创造。在新的一年，雅昌将以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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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暖风，和着掌声，带着光荣与梦想，

雅昌在这里收获成功！

经过雅昌员工全年的努力拼搏和辛勤

付出，2006年雅昌在原有基础上又取得了

一系列优异的成绩。为肯定雅昌一年来所

取得的成就，表彰2006年度表现突出的集

体和个人，2007年2月7日，“2006雅昌年

度颁奖典礼”率先在雅昌深圳公司拉开序幕，

随后雅昌北京公司和雅昌上海公司也相继

于2月10日、2月13日举行了年度颁奖典礼，

让一年以来为公司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

个人在领奖台上接受鲜花与掌声，和大家

分享成功与喜悦。

让我们用喜悦去拥抱丰收的果实，让

我们用激情来高唱成功的凯歌。此次雅昌

企业集团年度颁奖典礼共包括9个奖项，其

中个人奖项5个，包括：优秀员工奖、优秀

主管奖、优秀经理奖、年度人物奖和年度

特别贡献大奖；集体奖项4个，包括：先进

集体奖、年度市场开拓大奖、年度业绩增

长大奖和年度创新大奖。共表彰了247个先

进个人和部门。

在过去的一年里，雅昌在领导班子正

确经营方针的指引下，高度认识到企业只

有在竞争中才能求生存，在竞争中才能求

发展，从稳固市场份额、扩大市场规模着手，

全体员工上下一心，想企业之所想，急企

业之所急，想方设法促效益，千方百计谋

发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雅昌事业

蓬勃发展。

生产系统：雅昌集团的立企之基

2006年雅昌企业集团下属事业部、子

公司生产系统各部门努力生产，相互配合，

在公司生产计划的统筹下和相关领导的悉

心指导下，涌现出王军辉、杨启华、杨建华、

李勇、甘璐等17位优秀主管人员，成为雅

昌生产系统的骨干。这批生产骨干发挥先

锋带头作用，不仅确保了雅昌各项生产活

动的有序开展，而且确保了雅昌生产的高

品质输出以及生产任务的提前并超额完成。

装订部，作为生产系统最大的部门，

在过去的一年里，不仅任务繁重，而且工

种繁多，工序复杂。但装订员工秉承“在

我手中不出错”的品质要求，积极投入紧

张的生产中，涌现出彭爱兰、李海龙、刘

丽娟、付卫霞等37名优秀员工，为其他员

工树立了优秀的榜样。

制版部是生产系统中对技术要求和专

业要求最高的部门，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

到成品的质量，和客户的信赖，因而他们

每一项工作对公司的生产有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然而制版部在王军辉和曲冬等人的

直接领导下，在杨秀霞、汪细红、娄国立、

蒋庆华、唐彬彬等36名优秀员工的直接带

动下，圆满地完成公司交给的任务，尤其

是深圳事业部制版部，积极推行5S区域管理，

在为上海雅昌成立抽调了14名骨干力量的

条件下，其加工产值仍达到2471.75万元，

比2005年增长16.09%。

印刷部在廖晓华和陈汉弟的直接领导下，

积极培养人才，使龙冬冬、陈明伦、周祥祥、

李庆涛等16名优秀员工在部门中脱颖而出。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深圳事业部印刷部实

行减员增效取得良好效果：人员由2005年

的95人下降至2006年的84人，而人均产值

比2005年增长30.5%，成为公司减员增效

的典范。

其它生产部门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

员工，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无私奉献，用

自己的青春谱写出美丽的篇章。

生产部门的高效率运作离不开技术部

门的大力支持和保障，技术部在葛侬总监

的带领下，组建了深圳艺术品复制中心和

数码摄影部，色彩管理从摄影开始控制，

给客户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同时引进和应

用小森DO-NET生产管理系统，提高了印刷

生产效率，更加准确采集印刷机台的生产

管理信息；负责FTP服务器的安装和维护工

作，给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营业系统：雅昌事业的动力之源

数不清摔碎了多少梦幻，踏平了多少

风雨泥泞，营业系统员工亲身体验了风的

摇曳，雨的滋润，雷的震撼，电的启迪。

其中不乏客户苛刻的要求和市场激烈的竞争，

以及点缀百味人生的酸甜苦辣和参悟人生

真谛的零星感动，正是在这样的磨砺和锻

造下，雅昌营销团队的精英们，一直昂首

阔步，用生命的热血铸造人生的辉煌。

他们对工作有着高度的计划性和紧迫感，

因为他们坚信：实力决定一切，不发展就

没有出路。任何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不

思进取，墨守成规的想法，注定会被时代

所淘汰。与时俱进，敬业奉献，不断创新，

积极开拓才是发展的必由之路。正是在这

一思想理念的指导下，2006年公司成立了

海外项目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在彭干

副总监的领导下，不仅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

而且为公司开拓海外市场，走国际化发展

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最基本和最重要

的一个发展规律。竞争不同情弱者，竞争

不相信眼泪，竞争更能激发人的无限潜能。

所以我们要跟同行业展开一场竞争：一场

学习的竞争，一场进步的竞争，一场发展

的竞争。在竞争中求发展，在竞争中求生存，

以达到巩固和发展行业市场的目的。北京

公司综合项目部在彭岱经理的领导下，

2006年积极开拓新领域和新行业，按照以

效益为中心，以优质服务为先导，全面提

高优质服务水平为目标，成为北京公司

2006年开发新客户最多、新业务金额最大

和人均营业额最高的部门，荣获了北京公

司2006年度市场开拓大奖。

深圳事业部艺术拍卖部在邱翠华经理

和汤裕娜高级主管的领导下，2006年超额

完成300万元合同净额；回款额超额完成

2550万元；销售额超额完成400万元，尤其

是汤裕娜高级主管从事艺术拍卖业务十余年，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宗旨，爱

岗敬业，恪守诚信，在平凡的岗位上取得

了不平凡的成绩，多次荣获“优秀员工”

等荣誉称号。记得有一次由于客观因素，

导致嘉德公司秋拍图录印刷质量存在一些

问题，客户一度拒绝收货，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自动请缨，向客户耐心解释，并诚恳表

达了歉意，最终客户被其诚心所感动，没

有追究公司相关责任，避免了公司遭受百

万元的巨大损失。

努力的耕作，辛勤的付出，用卓越的

才华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雅昌事业中，奋

力拼搏，用来形容北京公司营业系统拍卖

部甚为恰当。在尹雨廷高级主管的领导下，

2006年销售额为2738.7万元，与05年同期

1896.5万元相比增长率为44％；应收账90

％以上。

持续奋斗，勇于超越是摄影文博部不

变的追求！荣获了年度业绩增长大奖的摄

影文博部在欧阳彬高级主管的领导下，全

年完成2293.55万元销售的业绩，创下了摄

影文博部的历史新高，在2005年的基础上

翻了一番。

职能系统：雅昌事业的坚强后盾

2006年雅昌着力打造一支学习型、效

能型、和谐型、经营型的公司团队，同时

为保持雅昌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雅昌高层

领导站在战略的高度，由股份公司人力资

源部引进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项目，对公司

的管理体系进行全面的诊断，项目从公司

的组织架构入手，到具体的岗位分工，都

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在整个咨询项目

实施阶段，人力资源部承担着大量的组织、

研讨和分析工作，目前各咨询项目都达到

了预期的效果，并出台了系列诊断报告，

2007年将是项目成果落地生根的一年。

职能系统的员工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

做着不平凡的工作，总裁办在王丽高级主

管的领导下，一年以来对工作兢兢业业，

不仅承担了总部高层领导的出差行程安排，

而且负责社会各界及媒体记者的接待工作，

尤其是谢媛，对工作认真细致，责任心强，

各项工作安排得十分周到，并参与分担了

部分对外宣传工作，得到了公司领导的高

度评价。

行政部在王辉和杨涛经理的领导下，

担负着公司后勤管理的大部分工作，从宿

舍管理，到厂区的财务安全，事无巨细，

一直默默地耕耘在雅昌这块热土上，正是

有着象魏红、张雪红、庄会军等这样无私

奉献的优秀员工在后勤管理的工作岗位上

辛勤工作，保证了雅昌其他各项工作的正

常开展。为加强公司的财务管理，防范金

融风险于未然，深圳事业部财务部在汪德

好经理的领导下，制定了信用管理制度（于

2007年开始推行），并聘用信用管理师加

入财务团队，此项工作使公司的财务管理

得到进一步规范。

2006年，随着雅昌上海公司的成立，

标志着雅昌以深圳、北京和上海三大运营

基地服务于全国艺术市场的战略布局最终

形成，上海公司筹建小组在以杨立望总经理、

翟玉妍副总经理为核心的精英团队的领导下，

连续半年奋战在雅昌上海公司的筹建工作上，

为雅昌上海公司的如期成立做出了突出贡献。

“申大报告”的创意先锋：李华佳

2006年深圳事业部视觉艺术中心在何

成高级主管的带领下，组成以李华佳设计

总监为首的精英团队，成功设计了《中国

深圳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申办报告》，

为深圳申大成功做出了积极贡献。此次大

运会项目是雅昌首次以设计全程参与大型

项目的设计和印制工作，雅昌视觉艺术中

心成功地设计了大运会的《申办报告》、《预

算报告》、宣传画册、宣传折页等系列资料，

为深圳成功申得大运会主办权做出了积极

贡献，为雅昌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2006年4月底，雅昌视觉艺术中心与

深圳众多知名设计师和设计机构竞争，成

功竞得“大运会”项目的设计和印制任务，

拉开了历时半年艰苦而紧张的设计序幕。

2006年5月，在视觉艺术中心同事的

密切配合下，李华佳设计总监通宵达旦，

夜以继日，全力以赴，设计《中国深圳第

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申办报告》，

历时半个月。设计方案首次提交即获得深

圳市领导的高度评价，并获得通过（在如

此重大的项目中，第一次提案就获得通过

的情况在业界是非常罕见的）。

在北京制版的过程中，李华佳设计总

监不辞辛劳，连续加班十多天，排完中文、

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四种语言的版面。

在宣传画册和宣传折页的设计过程中，

通过与视觉艺术中心的众多设计精英多次

研讨后，精心设计了八个备选方案，最后

选送的方案击败了竞争对手深圳平面设计

协会，深圳“大运会”申办委员会正式采

用雅昌提交的方案。

为了策划出更富有创意的《中国深圳

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申办报告》，

使设计更具新意，李华佳设计总监废寝忘

食连续加班二十多天。最后，极富创意和

想象力的设计成果再次获得深圳市领导的

高度肯定和认可。

此次“大运会”项目设计精美、新颖、

充满创意和现代气息，是雅昌2006年最重

要的项目之一。在整个项目的设计过程中，

视觉艺术中心全体员工群策群力，积极配合，

最大限度发挥了团队凝聚力和整体设计实力，

尤其是李华佳总监出色的设计、创新能力

和高度认真负责的忘我精神在《申办报告》

及系列资料的圆满完成过程中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为深圳成功申得2011年第26届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主办权作出了突出

贡献，为雅昌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自主研发的探路人：肖辉

一直以来，雅昌北京公司方案策划部

的肖辉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习，从加强现

场管理入手，运用创新思维，科学理念，

于2006年为公司成功地开发了内部管理系

统软件。“内部管理系统的建立和使用使

各部门管理更加规范化、系统化，并大大

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另外使生产现场管理

科学化，生产组织更加顺畅。”陈家平高

级主管如是说。

这套内部管理系统软件包括了印前工

艺内部管理系统和印后工艺内部管理系统。

其中印前工艺内部管理系统已运行一年，

运作稳定，并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现

有工作环境更科学化、管理系统化、组织

规范化，现在，印后工艺内部管理系统也

已投入使用了半年时间，效果很好。当前

肖辉正在本部门软件开发的基础上，开发

制版部制作课的管理系统，并已取得初步

成果。以下就是这套系统的部分功能展示。

一、2006年1月1日开始启用的制版工

艺课内部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

1、记录营业下单信息及个人工作量； 

2、当日、昨日及本月下单量及个人整理量

列表显示；

3、记录部门内部出勤和质量信息；

4、下单数据统计、部门内部个人绩效考核

评定；

5、营业下单查询；

6、添加培训学习文章，供内部学习交流。

二、2006年5月1日开始启用的制版部

制作课内部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

1、课室内部生产实时监控，记录每版活的

详细信息及作业工时；

2、查看活件状态及详细信息；

3、活件完成状况及个人报表列表显示；

4、可模糊及高级查询活件；

5、自动统计班次、班组、个人产量（根据

预先设定的比例进行折合），替代了纸质

报表，由人工繁杂统计改为系统自动产生

报表；

6、后台管理班组、活件类型及帐户信息。

三、2006年8月26日开始启用的印后

工艺内部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

1、开单（印刷传票）过程由系统控制，下

单情况一目了然；

2、印刷传票由系统统一存储、管理，版本

唯一，避免人为错误；

3、模糊和精确查询印刷传票；

4、开单及查阅不受地域限制；

5、记录工单修改及审核情况；

6、统计各项下单数据。

孟昭隆经理对这套系统给予了高度的

评价：“开发项目具有独创意识，是员工

智慧的集中体现，创新理念值得在跨部门

管理中推广”。

肖辉的内部管理系统软件项目的成功

开发并高效运行，将极大地激发员工在各

自平凡岗位上开拓进取的精神。

平凡岗位上的耕耘者：崔霁巍

2006年深圳事业部计划部在崔霁巍高

级主管的领导下，全体员工秉承求真、务实、

积极主动、团结协作的工作态度，严格履

行岗位工作职责，克服计划部人员少，但

责任重的工作压力，保质保量的完成各项

工作。

计划部作为营业系统、生产系统和职

能系统的中间部门，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

要作用，是各种业务、生产信息的集散中心，

也是生产的安排、控制、协调指挥中心，

公司的每一单业务都必须经过计划部员工

周密协调、合理安排各生产部门的工作才

能顺利实现。公司全年业绩指标的提前完成，

与计划部周密的工作安排是分不开的。

只要耕耘就会有收获，在雅昌只有不

断地挑战自己，才能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成功之路在于自己的奋斗，天助自助者，

成功永远垂青那些自强不息的奋斗者。计

划部就是用这样的思想付诸行动，并在部

门同事间积极推广，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辉煌已是昨日

的往事，我们应该着眼于今天，认认真真、

踏踏实实做好工作中的每一件事，‘君子

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这是

崔霁巍主管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2007年工作展望

回首昨天，我们用自己的心血，用自

己的汗水，用自己的青春热情，迈出了坚

实的步伐。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意

气风发不在一时，持续奋斗才是根本。所

以新年伊始，雅昌就确定了“进一步巩固

和提高国内艺术印刷市场的领先优势，加

强在各专业市场的综合竞争力”等六大经

营方针，通过运用“战略、组织架构、流程、

绩效、IT和企业文化”六项管理指标来达

到公司的经营方针和巩固雅昌在行业内的

市场领先地位。

立足现在，雅昌正在积极优化集团内

部资源的配置，以向管理要效益为手段，

形成雅昌在国内艺术各专业市场、国内商

业各专业市场、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达

到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的目的。作为雅昌的各分支机构，必须明

确自身职责，充实必要的专业人员，提高

关键岗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同

时加强各子公司间和各部门间的协调配合

能力，提倡在股份公司统一目标下的协同

精神和合作意识。确保企业的经营决策和

执行体系高效运转。

对于企业的每位员工，应本着“爱岗

敬业，视司为家，企兴家合”的思想观念，

通过增强对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

促进雅昌员工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全体员工正积极主动地完成岗位所赋予的

职责，把雅昌2007年“专业化、协同、效率、

成长”的经营管理主题落到实处，努力工作，

开拓进取，抢抓机遇，共同推动雅昌事业

健康发展。

成绩属于过去，荣誉归于大家，未来

在于创造。在新的一年，雅昌将以加强经

营管理为根本，以坚持经营方针为保证，

以整合内部资源为基础，以推行管理指标

为载体，打造一支学习型、效能型、和谐型、

经营型的激情团队，提高对市场的反应能力、

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真正做到用心思考、

用心做事、用心讲话，让我们携手共进，

在新的起点上实现雅昌平稳快速发展。

雅昌同仁们，让我们继续以昨天的成功，

凝聚成今天的力量，点燃我们的激情，放

飞我们的梦想，挥洒青春的力量，用雅昌

人充满活力的心弦，演奏出新的更加华美

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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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_雅昌年度特别贡献奖获得者：李华佳

2 _雅昌年度人物：崔霁巍

3 _雅昌年度人物：肖辉

1      

2      3 

迎着暖风，和着掌声，带着光荣与梦想，

雅昌在这里收获成功！

经过雅昌员工全年的努力拼搏和辛勤

付出，2006年雅昌在原有基础上又取得了

一系列优异的成绩。为肯定雅昌一年来所

取得的成就，表彰2006年度表现突出的集

体和个人，2007年2月7日，“2006雅昌年

度颁奖典礼”率先在雅昌深圳公司拉开序幕，

随后雅昌北京公司和雅昌上海公司也相继

于2月10日、2月13日举行了年度颁奖典礼，

让一年以来为公司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

个人在领奖台上接受鲜花与掌声，和大家

分享成功与喜悦。

让我们用喜悦去拥抱丰收的果实，让

我们用激情来高唱成功的凯歌。此次雅昌

企业集团年度颁奖典礼共包括9个奖项，其

中个人奖项5个，包括：优秀员工奖、优秀

主管奖、优秀经理奖、年度人物奖和年度

特别贡献大奖；集体奖项4个，包括：先进

集体奖、年度市场开拓大奖、年度业绩增

长大奖和年度创新大奖。共表彰了247个先

进个人和部门。

在过去的一年里，雅昌在领导班子正

确经营方针的指引下，高度认识到企业只

有在竞争中才能求生存，在竞争中才能求

发展，从稳固市场份额、扩大市场规模着手，

全体员工上下一心，想企业之所想，急企

业之所急，想方设法促效益，千方百计谋

发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雅昌事业

蓬勃发展。

生产系统：雅昌集团的立企之基

2006年雅昌企业集团下属事业部、子

公司生产系统各部门努力生产，相互配合，

在公司生产计划的统筹下和相关领导的悉

心指导下，涌现出王军辉、杨启华、杨建华、

李勇、甘璐等17位优秀主管人员，成为雅

昌生产系统的骨干。这批生产骨干发挥先

锋带头作用，不仅确保了雅昌各项生产活

动的有序开展，而且确保了雅昌生产的高

品质输出以及生产任务的提前并超额完成。

装订部，作为生产系统最大的部门，

在过去的一年里，不仅任务繁重，而且工

种繁多，工序复杂。但装订员工秉承“在

我手中不出错”的品质要求，积极投入紧

张的生产中，涌现出彭爱兰、李海龙、刘

丽娟、付卫霞等37名优秀员工，为其他员

工树立了优秀的榜样。

制版部是生产系统中对技术要求和专

业要求最高的部门，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

到成品的质量，和客户的信赖，因而他们

每一项工作对公司的生产有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然而制版部在王军辉和曲冬等人的

直接领导下，在杨秀霞、汪细红、娄国立、

蒋庆华、唐彬彬等36名优秀员工的直接带

动下，圆满地完成公司交给的任务，尤其

是深圳事业部制版部，积极推行5S区域管理，

在为上海雅昌成立抽调了14名骨干力量的

条件下，其加工产值仍达到2471.75万元，

比2005年增长16.09%。

印刷部在廖晓华和陈汉弟的直接领导下，

积极培养人才，使龙冬冬、陈明伦、周祥祥、

李庆涛等16名优秀员工在部门中脱颖而出。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深圳事业部印刷部实

行减员增效取得良好效果：人员由2005年

的95人下降至2006年的84人，而人均产值

比2005年增长30.5%，成为公司减员增效

的典范。

其它生产部门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

员工，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无私奉献，用

自己的青春谱写出美丽的篇章。

生产部门的高效率运作离不开技术部

门的大力支持和保障，技术部在葛侬总监

的带领下，组建了深圳艺术品复制中心和

数码摄影部，色彩管理从摄影开始控制，

给客户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同时引进和应

用小森DO-NET生产管理系统，提高了印刷

生产效率，更加准确采集印刷机台的生产

管理信息；负责FTP服务器的安装和维护工

作，给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营业系统：雅昌事业的动力之源

数不清摔碎了多少梦幻，踏平了多少

风雨泥泞，营业系统员工亲身体验了风的

摇曳，雨的滋润，雷的震撼，电的启迪。

其中不乏客户苛刻的要求和市场激烈的竞争，

以及点缀百味人生的酸甜苦辣和参悟人生

真谛的零星感动，正是在这样的磨砺和锻

造下，雅昌营销团队的精英们，一直昂首

阔步，用生命的热血铸造人生的辉煌。

他们对工作有着高度的计划性和紧迫感，

因为他们坚信：实力决定一切，不发展就

没有出路。任何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不

思进取，墨守成规的想法，注定会被时代

所淘汰。与时俱进，敬业奉献，不断创新，

积极开拓才是发展的必由之路。正是在这

一思想理念的指导下，2006年公司成立了

海外项目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在彭干

副总监的领导下，不仅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

而且为公司开拓海外市场，走国际化发展

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最基本和最重要

的一个发展规律。竞争不同情弱者，竞争

不相信眼泪，竞争更能激发人的无限潜能。

所以我们要跟同行业展开一场竞争：一场

学习的竞争，一场进步的竞争，一场发展

的竞争。在竞争中求发展，在竞争中求生存，

以达到巩固和发展行业市场的目的。北京

公司综合项目部在彭岱经理的领导下，

2006年积极开拓新领域和新行业，按照以

效益为中心，以优质服务为先导，全面提

高优质服务水平为目标，成为北京公司

2006年开发新客户最多、新业务金额最大

和人均营业额最高的部门，荣获了北京公

司2006年度市场开拓大奖。

深圳事业部艺术拍卖部在邱翠华经理

和汤裕娜高级主管的领导下，2006年超额

完成300万元合同净额；回款额超额完成

2550万元；销售额超额完成400万元，尤其

是汤裕娜高级主管从事艺术拍卖业务十余年，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宗旨，爱

岗敬业，恪守诚信，在平凡的岗位上取得

了不平凡的成绩，多次荣获“优秀员工”

等荣誉称号。记得有一次由于客观因素，

导致嘉德公司秋拍图录印刷质量存在一些

问题，客户一度拒绝收货，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自动请缨，向客户耐心解释，并诚恳表

达了歉意，最终客户被其诚心所感动，没

有追究公司相关责任，避免了公司遭受百

万元的巨大损失。

努力的耕作，辛勤的付出，用卓越的

才华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雅昌事业中，奋

力拼搏，用来形容北京公司营业系统拍卖

部甚为恰当。在尹雨廷高级主管的领导下，

2006年销售额为2738.7万元，与05年同期

1896.5万元相比增长率为44％；应收账90

％以上。

持续奋斗，勇于超越是摄影文博部不

变的追求！荣获了年度业绩增长大奖的摄

影文博部在欧阳彬高级主管的领导下，全

年完成2293.55万元销售的业绩，创下了摄

影文博部的历史新高，在2005年的基础上

翻了一番。

职能系统：雅昌事业的坚强后盾

2006年雅昌着力打造一支学习型、效

能型、和谐型、经营型的公司团队，同时

为保持雅昌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雅昌高层

领导站在战略的高度，由股份公司人力资

源部引进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项目，对公司

的管理体系进行全面的诊断，项目从公司

的组织架构入手，到具体的岗位分工，都

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在整个咨询项目

实施阶段，人力资源部承担着大量的组织、

研讨和分析工作，目前各咨询项目都达到

了预期的效果，并出台了系列诊断报告，

2007年将是项目成果落地生根的一年。

职能系统的员工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

做着不平凡的工作，总裁办在王丽高级主

管的领导下，一年以来对工作兢兢业业，

不仅承担了总部高层领导的出差行程安排，

而且负责社会各界及媒体记者的接待工作，

尤其是谢媛，对工作认真细致，责任心强，

各项工作安排得十分周到，并参与分担了

部分对外宣传工作，得到了公司领导的高

度评价。

行政部在王辉和杨涛经理的领导下，

担负着公司后勤管理的大部分工作，从宿

舍管理，到厂区的财务安全，事无巨细，

一直默默地耕耘在雅昌这块热土上，正是

有着象魏红、张雪红、庄会军等这样无私

奉献的优秀员工在后勤管理的工作岗位上

辛勤工作，保证了雅昌其他各项工作的正

常开展。为加强公司的财务管理，防范金

融风险于未然，深圳事业部财务部在汪德

好经理的领导下，制定了信用管理制度（于

2007年开始推行），并聘用信用管理师加

入财务团队，此项工作使公司的财务管理

得到进一步规范。

2006年，随着雅昌上海公司的成立，

标志着雅昌以深圳、北京和上海三大运营

基地服务于全国艺术市场的战略布局最终

形成，上海公司筹建小组在以杨立望总经理、

翟玉妍副总经理为核心的精英团队的领导下，

连续半年奋战在雅昌上海公司的筹建工作上，

为雅昌上海公司的如期成立做出了突出贡献。

“申大报告”的创意先锋：李华佳

2006年深圳事业部视觉艺术中心在何

成高级主管的带领下，组成以李华佳设计

总监为首的精英团队，成功设计了《中国

深圳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申办报告》，

为深圳申大成功做出了积极贡献。此次大

运会项目是雅昌首次以设计全程参与大型

项目的设计和印制工作，雅昌视觉艺术中

心成功地设计了大运会的《申办报告》、《预

算报告》、宣传画册、宣传折页等系列资料，

为深圳成功申得大运会主办权做出了积极

贡献，为雅昌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2006年4月底，雅昌视觉艺术中心与

深圳众多知名设计师和设计机构竞争，成

功竞得“大运会”项目的设计和印制任务，

拉开了历时半年艰苦而紧张的设计序幕。

2006年5月，在视觉艺术中心同事的

密切配合下，李华佳设计总监通宵达旦，

夜以继日，全力以赴，设计《中国深圳第

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申办报告》，

历时半个月。设计方案首次提交即获得深

圳市领导的高度评价，并获得通过（在如

此重大的项目中，第一次提案就获得通过

的情况在业界是非常罕见的）。

在北京制版的过程中，李华佳设计总

监不辞辛劳，连续加班十多天，排完中文、

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四种语言的版面。

在宣传画册和宣传折页的设计过程中，

通过与视觉艺术中心的众多设计精英多次

研讨后，精心设计了八个备选方案，最后

选送的方案击败了竞争对手深圳平面设计

协会，深圳“大运会”申办委员会正式采

用雅昌提交的方案。

为了策划出更富有创意的《中国深圳

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申办报告》，

使设计更具新意，李华佳设计总监废寝忘

食连续加班二十多天。最后，极富创意和

想象力的设计成果再次获得深圳市领导的

高度肯定和认可。

此次“大运会”项目设计精美、新颖、

充满创意和现代气息，是雅昌2006年最重

要的项目之一。在整个项目的设计过程中，

视觉艺术中心全体员工群策群力，积极配合，

最大限度发挥了团队凝聚力和整体设计实力，

尤其是李华佳总监出色的设计、创新能力

和高度认真负责的忘我精神在《申办报告》

及系列资料的圆满完成过程中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为深圳成功申得2011年第26届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主办权作出了突出

贡献，为雅昌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自主研发的探路人：肖辉

一直以来，雅昌北京公司方案策划部

的肖辉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习，从加强现

场管理入手，运用创新思维，科学理念，

于2006年为公司成功地开发了内部管理系

统软件。“内部管理系统的建立和使用使

各部门管理更加规范化、系统化，并大大

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另外使生产现场管理

科学化，生产组织更加顺畅。”陈家平高

级主管如是说。

这套内部管理系统软件包括了印前工

艺内部管理系统和印后工艺内部管理系统。

其中印前工艺内部管理系统已运行一年，

运作稳定，并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现

有工作环境更科学化、管理系统化、组织

规范化，现在，印后工艺内部管理系统也

已投入使用了半年时间，效果很好。当前

肖辉正在本部门软件开发的基础上，开发

制版部制作课的管理系统，并已取得初步

成果。以下就是这套系统的部分功能展示。

一、2006年1月1日开始启用的制版工

艺课内部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

1、记录营业下单信息及个人工作量； 

2、当日、昨日及本月下单量及个人整理量

列表显示；

3、记录部门内部出勤和质量信息；

4、下单数据统计、部门内部个人绩效考核

评定；

5、营业下单查询；

6、添加培训学习文章，供内部学习交流。

二、2006年5月1日开始启用的制版部

制作课内部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

1、课室内部生产实时监控，记录每版活的

详细信息及作业工时；

2、查看活件状态及详细信息；

3、活件完成状况及个人报表列表显示；

4、可模糊及高级查询活件；

5、自动统计班次、班组、个人产量（根据

预先设定的比例进行折合），替代了纸质

报表，由人工繁杂统计改为系统自动产生

报表；

6、后台管理班组、活件类型及帐户信息。

三、2006年8月26日开始启用的印后

工艺内部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

1、开单（印刷传票）过程由系统控制，下

单情况一目了然；

2、印刷传票由系统统一存储、管理，版本

唯一，避免人为错误；

3、模糊和精确查询印刷传票；

4、开单及查阅不受地域限制；

5、记录工单修改及审核情况；

6、统计各项下单数据。

孟昭隆经理对这套系统给予了高度的

评价：“开发项目具有独创意识，是员工

智慧的集中体现，创新理念值得在跨部门

管理中推广”。

肖辉的内部管理系统软件项目的成功

开发并高效运行，将极大地激发员工在各

自平凡岗位上开拓进取的精神。

平凡岗位上的耕耘者：崔霁巍

2006年深圳事业部计划部在崔霁巍高

级主管的领导下，全体员工秉承求真、务实、

积极主动、团结协作的工作态度，严格履

行岗位工作职责，克服计划部人员少，但

责任重的工作压力，保质保量的完成各项

工作。

计划部作为营业系统、生产系统和职

能系统的中间部门，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

要作用，是各种业务、生产信息的集散中心，

也是生产的安排、控制、协调指挥中心，

公司的每一单业务都必须经过计划部员工

周密协调、合理安排各生产部门的工作才

能顺利实现。公司全年业绩指标的提前完成，

与计划部周密的工作安排是分不开的。

只要耕耘就会有收获，在雅昌只有不

断地挑战自己，才能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成功之路在于自己的奋斗，天助自助者，

成功永远垂青那些自强不息的奋斗者。计

划部就是用这样的思想付诸行动，并在部

门同事间积极推广，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辉煌已是昨日

的往事，我们应该着眼于今天，认认真真、

踏踏实实做好工作中的每一件事，‘君子

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这是

崔霁巍主管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2007年工作展望

回首昨天，我们用自己的心血，用自

己的汗水，用自己的青春热情，迈出了坚

实的步伐。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意

气风发不在一时，持续奋斗才是根本。所

以新年伊始，雅昌就确定了“进一步巩固

和提高国内艺术印刷市场的领先优势，加

强在各专业市场的综合竞争力”等六大经

营方针，通过运用“战略、组织架构、流程、

绩效、IT和企业文化”六项管理指标来达

到公司的经营方针和巩固雅昌在行业内的

市场领先地位。

立足现在，雅昌正在积极优化集团内

部资源的配置，以向管理要效益为手段，

形成雅昌在国内艺术各专业市场、国内商

业各专业市场、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达

到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的目的。作为雅昌的各分支机构，必须明

确自身职责，充实必要的专业人员，提高

关键岗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同

时加强各子公司间和各部门间的协调配合

能力，提倡在股份公司统一目标下的协同

精神和合作意识。确保企业的经营决策和

执行体系高效运转。

对于企业的每位员工，应本着“爱岗

敬业，视司为家，企兴家合”的思想观念，

通过增强对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

促进雅昌员工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全体员工正积极主动地完成岗位所赋予的

职责，把雅昌2007年“专业化、协同、效率、

成长”的经营管理主题落到实处，努力工作，

开拓进取，抢抓机遇，共同推动雅昌事业

健康发展。

成绩属于过去，荣誉归于大家，未来

在于创造。在新的一年，雅昌将以加强经

营管理为根本，以坚持经营方针为保证，

以整合内部资源为基础，以推行管理指标

为载体，打造一支学习型、效能型、和谐型、

经营型的激情团队，提高对市场的反应能力、

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真正做到用心思考、

用心做事、用心讲话，让我们携手共进，

在新的起点上实现雅昌平稳快速发展。

雅昌同仁们，让我们继续以昨天的成功，

凝聚成今天的力量，点燃我们的激情，放

飞我们的梦想，挥洒青春的力量，用雅昌

人充满活力的心弦，演奏出新的更加华美

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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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暖风，和着掌声，带着光荣与梦想，

雅昌在这里收获成功！

经过雅昌员工全年的努力拼搏和辛勤

付出，2006年雅昌在原有基础上又取得了

一系列优异的成绩。为肯定雅昌一年来所

取得的成就，表彰2006年度表现突出的集

体和个人，2007年2月7日，“2006雅昌年

度颁奖典礼”率先在雅昌深圳公司拉开序幕，

随后雅昌北京公司和雅昌上海公司也相继

于2月10日、2月13日举行了年度颁奖典礼，

让一年以来为公司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

个人在领奖台上接受鲜花与掌声，和大家

分享成功与喜悦。

让我们用喜悦去拥抱丰收的果实，让

我们用激情来高唱成功的凯歌。此次雅昌

企业集团年度颁奖典礼共包括9个奖项，其

中个人奖项5个，包括：优秀员工奖、优秀

主管奖、优秀经理奖、年度人物奖和年度

特别贡献大奖；集体奖项4个，包括：先进

集体奖、年度市场开拓大奖、年度业绩增

长大奖和年度创新大奖。共表彰了247个先

进个人和部门。

在过去的一年里，雅昌在领导班子正

确经营方针的指引下，高度认识到企业只

有在竞争中才能求生存，在竞争中才能求

发展，从稳固市场份额、扩大市场规模着手，

全体员工上下一心，想企业之所想，急企

业之所急，想方设法促效益，千方百计谋

发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雅昌事业

蓬勃发展。

生产系统：雅昌集团的立企之基

2006年雅昌企业集团下属事业部、子

公司生产系统各部门努力生产，相互配合，

在公司生产计划的统筹下和相关领导的悉

心指导下，涌现出王军辉、杨启华、杨建华、

李勇、甘璐等17位优秀主管人员，成为雅

昌生产系统的骨干。这批生产骨干发挥先

锋带头作用，不仅确保了雅昌各项生产活

动的有序开展，而且确保了雅昌生产的高

品质输出以及生产任务的提前并超额完成。

装订部，作为生产系统最大的部门，

在过去的一年里，不仅任务繁重，而且工

种繁多，工序复杂。但装订员工秉承“在

我手中不出错”的品质要求，积极投入紧

张的生产中，涌现出彭爱兰、李海龙、刘

丽娟、付卫霞等37名优秀员工，为其他员

工树立了优秀的榜样。

制版部是生产系统中对技术要求和专

业要求最高的部门，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

到成品的质量，和客户的信赖，因而他们

每一项工作对公司的生产有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然而制版部在王军辉和曲冬等人的

直接领导下，在杨秀霞、汪细红、娄国立、

蒋庆华、唐彬彬等36名优秀员工的直接带

动下，圆满地完成公司交给的任务，尤其

是深圳事业部制版部，积极推行5S区域管理，

在为上海雅昌成立抽调了14名骨干力量的

条件下，其加工产值仍达到2471.75万元，

比2005年增长16.09%。

印刷部在廖晓华和陈汉弟的直接领导下，

积极培养人才，使龙冬冬、陈明伦、周祥祥、

李庆涛等16名优秀员工在部门中脱颖而出。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深圳事业部印刷部实

行减员增效取得良好效果：人员由2005年

的95人下降至2006年的84人，而人均产值

比2005年增长30.5%，成为公司减员增效

的典范。

其它生产部门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

员工，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无私奉献，用

自己的青春谱写出美丽的篇章。

生产部门的高效率运作离不开技术部

门的大力支持和保障，技术部在葛侬总监

的带领下，组建了深圳艺术品复制中心和

数码摄影部，色彩管理从摄影开始控制，

给客户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同时引进和应

用小森DO-NET生产管理系统，提高了印刷

生产效率，更加准确采集印刷机台的生产

管理信息；负责FTP服务器的安装和维护工

作，给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营业系统：雅昌事业的动力之源

数不清摔碎了多少梦幻，踏平了多少

风雨泥泞，营业系统员工亲身体验了风的

摇曳，雨的滋润，雷的震撼，电的启迪。

其中不乏客户苛刻的要求和市场激烈的竞争，

以及点缀百味人生的酸甜苦辣和参悟人生

真谛的零星感动，正是在这样的磨砺和锻

造下，雅昌营销团队的精英们，一直昂首

阔步，用生命的热血铸造人生的辉煌。

他们对工作有着高度的计划性和紧迫感，

因为他们坚信：实力决定一切，不发展就

没有出路。任何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不

思进取，墨守成规的想法，注定会被时代

所淘汰。与时俱进，敬业奉献，不断创新，

积极开拓才是发展的必由之路。正是在这

一思想理念的指导下，2006年公司成立了

海外项目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在彭干

副总监的领导下，不仅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

而且为公司开拓海外市场，走国际化发展

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最基本和最重要

的一个发展规律。竞争不同情弱者，竞争

不相信眼泪，竞争更能激发人的无限潜能。

所以我们要跟同行业展开一场竞争：一场

学习的竞争，一场进步的竞争，一场发展

的竞争。在竞争中求发展，在竞争中求生存，

以达到巩固和发展行业市场的目的。北京

公司综合项目部在彭岱经理的领导下，

2006年积极开拓新领域和新行业，按照以

效益为中心，以优质服务为先导，全面提

高优质服务水平为目标，成为北京公司

2006年开发新客户最多、新业务金额最大

和人均营业额最高的部门，荣获了北京公

司2006年度市场开拓大奖。

深圳事业部艺术拍卖部在邱翠华经理

和汤裕娜高级主管的领导下，2006年超额

完成300万元合同净额；回款额超额完成

2550万元；销售额超额完成400万元，尤其

是汤裕娜高级主管从事艺术拍卖业务十余年，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宗旨，爱

岗敬业，恪守诚信，在平凡的岗位上取得

了不平凡的成绩，多次荣获“优秀员工”

等荣誉称号。记得有一次由于客观因素，

导致嘉德公司秋拍图录印刷质量存在一些

问题，客户一度拒绝收货，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自动请缨，向客户耐心解释，并诚恳表

达了歉意，最终客户被其诚心所感动，没

有追究公司相关责任，避免了公司遭受百

万元的巨大损失。

努力的耕作，辛勤的付出，用卓越的

才华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雅昌事业中，奋

力拼搏，用来形容北京公司营业系统拍卖

部甚为恰当。在尹雨廷高级主管的领导下，

2006年销售额为2738.7万元，与05年同期

1896.5万元相比增长率为44％；应收账90

％以上。

持续奋斗，勇于超越是摄影文博部不

变的追求！荣获了年度业绩增长大奖的摄

影文博部在欧阳彬高级主管的领导下，全

年完成2293.55万元销售的业绩，创下了摄

影文博部的历史新高，在2005年的基础上

翻了一番。

职能系统：雅昌事业的坚强后盾

2006年雅昌着力打造一支学习型、效

能型、和谐型、经营型的公司团队，同时

为保持雅昌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雅昌高层

领导站在战略的高度，由股份公司人力资

源部引进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项目，对公司

的管理体系进行全面的诊断，项目从公司

的组织架构入手，到具体的岗位分工，都

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在整个咨询项目

实施阶段，人力资源部承担着大量的组织、

研讨和分析工作，目前各咨询项目都达到

了预期的效果，并出台了系列诊断报告，

2007年将是项目成果落地生根的一年。

职能系统的员工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

做着不平凡的工作，总裁办在王丽高级主

管的领导下，一年以来对工作兢兢业业，

不仅承担了总部高层领导的出差行程安排，

而且负责社会各界及媒体记者的接待工作，

尤其是谢媛，对工作认真细致，责任心强，

各项工作安排得十分周到，并参与分担了

部分对外宣传工作，得到了公司领导的高

度评价。

行政部在王辉和杨涛经理的领导下，

担负着公司后勤管理的大部分工作，从宿

舍管理，到厂区的财务安全，事无巨细，

一直默默地耕耘在雅昌这块热土上，正是

有着象魏红、张雪红、庄会军等这样无私

奉献的优秀员工在后勤管理的工作岗位上

辛勤工作，保证了雅昌其他各项工作的正

常开展。为加强公司的财务管理，防范金

融风险于未然，深圳事业部财务部在汪德

好经理的领导下，制定了信用管理制度（于

2007年开始推行），并聘用信用管理师加

入财务团队，此项工作使公司的财务管理

得到进一步规范。

2006年，随着雅昌上海公司的成立，

标志着雅昌以深圳、北京和上海三大运营

基地服务于全国艺术市场的战略布局最终

形成，上海公司筹建小组在以杨立望总经理、

翟玉妍副总经理为核心的精英团队的领导下，

连续半年奋战在雅昌上海公司的筹建工作上，

为雅昌上海公司的如期成立做出了突出贡献。

“申大报告”的创意先锋：李华佳

2006年深圳事业部视觉艺术中心在何

成高级主管的带领下，组成以李华佳设计

总监为首的精英团队，成功设计了《中国

深圳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申办报告》，

为深圳申大成功做出了积极贡献。此次大

运会项目是雅昌首次以设计全程参与大型

项目的设计和印制工作，雅昌视觉艺术中

心成功地设计了大运会的《申办报告》、《预

算报告》、宣传画册、宣传折页等系列资料，

为深圳成功申得大运会主办权做出了积极

贡献，为雅昌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2006年4月底，雅昌视觉艺术中心与

深圳众多知名设计师和设计机构竞争，成

功竞得“大运会”项目的设计和印制任务，

拉开了历时半年艰苦而紧张的设计序幕。

2006年5月，在视觉艺术中心同事的

密切配合下，李华佳设计总监通宵达旦，

夜以继日，全力以赴，设计《中国深圳第

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申办报告》，

历时半个月。设计方案首次提交即获得深

圳市领导的高度评价，并获得通过（在如

此重大的项目中，第一次提案就获得通过

的情况在业界是非常罕见的）。

在北京制版的过程中，李华佳设计总

监不辞辛劳，连续加班十多天，排完中文、

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四种语言的版面。

在宣传画册和宣传折页的设计过程中，

通过与视觉艺术中心的众多设计精英多次

研讨后，精心设计了八个备选方案，最后

选送的方案击败了竞争对手深圳平面设计

协会，深圳“大运会”申办委员会正式采

用雅昌提交的方案。

为了策划出更富有创意的《中国深圳

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申办报告》，

使设计更具新意，李华佳设计总监废寝忘

食连续加班二十多天。最后，极富创意和

想象力的设计成果再次获得深圳市领导的

高度肯定和认可。

此次“大运会”项目设计精美、新颖、

充满创意和现代气息，是雅昌2006年最重

要的项目之一。在整个项目的设计过程中，

视觉艺术中心全体员工群策群力，积极配合，

最大限度发挥了团队凝聚力和整体设计实力，

尤其是李华佳总监出色的设计、创新能力

和高度认真负责的忘我精神在《申办报告》

及系列资料的圆满完成过程中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为深圳成功申得2011年第26届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主办权作出了突出

贡献，为雅昌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自主研发的探路人：肖辉

一直以来，雅昌北京公司方案策划部

的肖辉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习，从加强现

场管理入手，运用创新思维，科学理念，

于2006年为公司成功地开发了内部管理系

统软件。“内部管理系统的建立和使用使

各部门管理更加规范化、系统化，并大大

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另外使生产现场管理

科学化，生产组织更加顺畅。”陈家平高

级主管如是说。

这套内部管理系统软件包括了印前工

艺内部管理系统和印后工艺内部管理系统。

其中印前工艺内部管理系统已运行一年，

运作稳定，并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现

有工作环境更科学化、管理系统化、组织

规范化，现在，印后工艺内部管理系统也

已投入使用了半年时间，效果很好。当前

肖辉正在本部门软件开发的基础上，开发

制版部制作课的管理系统，并已取得初步

成果。以下就是这套系统的部分功能展示。

一、2006年1月1日开始启用的制版工

艺课内部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

1、记录营业下单信息及个人工作量； 

2、当日、昨日及本月下单量及个人整理量

列表显示；

3、记录部门内部出勤和质量信息；

4、下单数据统计、部门内部个人绩效考核

评定；

5、营业下单查询；

6、添加培训学习文章，供内部学习交流。

二、2006年5月1日开始启用的制版部

制作课内部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

1、课室内部生产实时监控，记录每版活的

详细信息及作业工时；

2、查看活件状态及详细信息；

3、活件完成状况及个人报表列表显示；

4、可模糊及高级查询活件；

5、自动统计班次、班组、个人产量（根据

预先设定的比例进行折合），替代了纸质

报表，由人工繁杂统计改为系统自动产生

报表；

6、后台管理班组、活件类型及帐户信息。

三、2006年8月26日开始启用的印后

工艺内部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

1、开单（印刷传票）过程由系统控制，下

单情况一目了然；

2、印刷传票由系统统一存储、管理，版本

唯一，避免人为错误；

3、模糊和精确查询印刷传票；

4、开单及查阅不受地域限制；

5、记录工单修改及审核情况；

6、统计各项下单数据。

孟昭隆经理对这套系统给予了高度的

评价：“开发项目具有独创意识，是员工

智慧的集中体现，创新理念值得在跨部门

管理中推广”。

肖辉的内部管理系统软件项目的成功

开发并高效运行，将极大地激发员工在各

自平凡岗位上开拓进取的精神。

平凡岗位上的耕耘者：崔霁巍

2006年深圳事业部计划部在崔霁巍高

级主管的领导下，全体员工秉承求真、务实、

积极主动、团结协作的工作态度，严格履

行岗位工作职责，克服计划部人员少，但

责任重的工作压力，保质保量的完成各项

工作。

计划部作为营业系统、生产系统和职

能系统的中间部门，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

要作用，是各种业务、生产信息的集散中心，

也是生产的安排、控制、协调指挥中心，

公司的每一单业务都必须经过计划部员工

周密协调、合理安排各生产部门的工作才

能顺利实现。公司全年业绩指标的提前完成，

与计划部周密的工作安排是分不开的。

只要耕耘就会有收获，在雅昌只有不

断地挑战自己，才能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成功之路在于自己的奋斗，天助自助者，

成功永远垂青那些自强不息的奋斗者。计

划部就是用这样的思想付诸行动，并在部

门同事间积极推广，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辉煌已是昨日

的往事，我们应该着眼于今天，认认真真、

踏踏实实做好工作中的每一件事，‘君子

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这是

崔霁巍主管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2007年工作展望

回首昨天，我们用自己的心血，用自

己的汗水，用自己的青春热情，迈出了坚

实的步伐。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意

气风发不在一时，持续奋斗才是根本。所

以新年伊始，雅昌就确定了“进一步巩固

和提高国内艺术印刷市场的领先优势，加

强在各专业市场的综合竞争力”等六大经

营方针，通过运用“战略、组织架构、流程、

绩效、IT和企业文化”六项管理指标来达

到公司的经营方针和巩固雅昌在行业内的

市场领先地位。

立足现在，雅昌正在积极优化集团内

部资源的配置，以向管理要效益为手段，

形成雅昌在国内艺术各专业市场、国内商

业各专业市场、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达

到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的目的。作为雅昌的各分支机构，必须明

确自身职责，充实必要的专业人员，提高

关键岗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同

时加强各子公司间和各部门间的协调配合

能力，提倡在股份公司统一目标下的协同

精神和合作意识。确保企业的经营决策和

执行体系高效运转。

对于企业的每位员工，应本着“爱岗

敬业，视司为家，企兴家合”的思想观念，

通过增强对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

促进雅昌员工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全体员工正积极主动地完成岗位所赋予的

职责，把雅昌2007年“专业化、协同、效率、

成长”的经营管理主题落到实处，努力工作，

开拓进取，抢抓机遇，共同推动雅昌事业

健康发展。

成绩属于过去，荣誉归于大家，未来

在于创造。在新的一年，雅昌将以加强经

营管理为根本，以坚持经营方针为保证，

以整合内部资源为基础，以推行管理指标

为载体，打造一支学习型、效能型、和谐型、

经营型的激情团队，提高对市场的反应能力、

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真正做到用心思考、

用心做事、用心讲话，让我们携手共进，

在新的起点上实现雅昌平稳快速发展。

雅昌同仁们，让我们继续以昨天的成功，

凝聚成今天的力量，点燃我们的激情，放

飞我们的梦想，挥洒青春的力量，用雅昌

人充满活力的心弦，演奏出新的更加华美

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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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暖风，和着掌声，带着光荣与梦想，

雅昌在这里收获成功！

经过雅昌员工全年的努力拼搏和辛勤

付出，2006年雅昌在原有基础上又取得了

一系列优异的成绩。为肯定雅昌一年来所

取得的成就，表彰2006年度表现突出的集

体和个人，2007年2月7日，“2006雅昌年

度颁奖典礼”率先在雅昌深圳公司拉开序幕，

随后雅昌北京公司和雅昌上海公司也相继

于2月10日、2月13日举行了年度颁奖典礼，

让一年以来为公司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

个人在领奖台上接受鲜花与掌声，和大家

分享成功与喜悦。

让我们用喜悦去拥抱丰收的果实，让

我们用激情来高唱成功的凯歌。此次雅昌

企业集团年度颁奖典礼共包括9个奖项，其

中个人奖项5个，包括：优秀员工奖、优秀

主管奖、优秀经理奖、年度人物奖和年度

特别贡献大奖；集体奖项4个，包括：先进

集体奖、年度市场开拓大奖、年度业绩增

长大奖和年度创新大奖。共表彰了247个先

进个人和部门。

在过去的一年里，雅昌在领导班子正

确经营方针的指引下，高度认识到企业只

有在竞争中才能求生存，在竞争中才能求

发展，从稳固市场份额、扩大市场规模着手，

全体员工上下一心，想企业之所想，急企

业之所急，想方设法促效益，千方百计谋

发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雅昌事业

蓬勃发展。

生产系统：雅昌集团的立企之基

2006年雅昌企业集团下属事业部、子

公司生产系统各部门努力生产，相互配合，

在公司生产计划的统筹下和相关领导的悉

心指导下，涌现出王军辉、杨启华、杨建华、

李勇、甘璐等17位优秀主管人员，成为雅

昌生产系统的骨干。这批生产骨干发挥先

锋带头作用，不仅确保了雅昌各项生产活

动的有序开展，而且确保了雅昌生产的高

品质输出以及生产任务的提前并超额完成。

装订部，作为生产系统最大的部门，

在过去的一年里，不仅任务繁重，而且工

种繁多，工序复杂。但装订员工秉承“在

我手中不出错”的品质要求，积极投入紧

张的生产中，涌现出彭爱兰、李海龙、刘

丽娟、付卫霞等37名优秀员工，为其他员

工树立了优秀的榜样。

制版部是生产系统中对技术要求和专

业要求最高的部门，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

到成品的质量，和客户的信赖，因而他们

每一项工作对公司的生产有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然而制版部在王军辉和曲冬等人的

直接领导下，在杨秀霞、汪细红、娄国立、

蒋庆华、唐彬彬等36名优秀员工的直接带

动下，圆满地完成公司交给的任务，尤其

是深圳事业部制版部，积极推行5S区域管理，

在为上海雅昌成立抽调了14名骨干力量的

条件下，其加工产值仍达到2471.75万元，

比2005年增长16.09%。

印刷部在廖晓华和陈汉弟的直接领导下，

积极培养人才，使龙冬冬、陈明伦、周祥祥、

李庆涛等16名优秀员工在部门中脱颖而出。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深圳事业部印刷部实

行减员增效取得良好效果：人员由2005年

的95人下降至2006年的84人，而人均产值

比2005年增长30.5%，成为公司减员增效

的典范。

其它生产部门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

员工，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无私奉献，用

自己的青春谱写出美丽的篇章。

生产部门的高效率运作离不开技术部

门的大力支持和保障，技术部在葛侬总监

的带领下，组建了深圳艺术品复制中心和

数码摄影部，色彩管理从摄影开始控制，

给客户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同时引进和应

用小森DO-NET生产管理系统，提高了印刷

生产效率，更加准确采集印刷机台的生产

管理信息；负责FTP服务器的安装和维护工

作，给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营业系统：雅昌事业的动力之源

数不清摔碎了多少梦幻，踏平了多少

风雨泥泞，营业系统员工亲身体验了风的

摇曳，雨的滋润，雷的震撼，电的启迪。

其中不乏客户苛刻的要求和市场激烈的竞争，

以及点缀百味人生的酸甜苦辣和参悟人生

真谛的零星感动，正是在这样的磨砺和锻

造下，雅昌营销团队的精英们，一直昂首

阔步，用生命的热血铸造人生的辉煌。

他们对工作有着高度的计划性和紧迫感，

因为他们坚信：实力决定一切，不发展就

没有出路。任何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不

思进取，墨守成规的想法，注定会被时代

所淘汰。与时俱进，敬业奉献，不断创新，

积极开拓才是发展的必由之路。正是在这

一思想理念的指导下，2006年公司成立了

海外项目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在彭干

副总监的领导下，不仅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

而且为公司开拓海外市场，走国际化发展

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最基本和最重要

的一个发展规律。竞争不同情弱者，竞争

不相信眼泪，竞争更能激发人的无限潜能。

所以我们要跟同行业展开一场竞争：一场

学习的竞争，一场进步的竞争，一场发展

的竞争。在竞争中求发展，在竞争中求生存，

以达到巩固和发展行业市场的目的。北京

公司综合项目部在彭岱经理的领导下，

2006年积极开拓新领域和新行业，按照以

效益为中心，以优质服务为先导，全面提

高优质服务水平为目标，成为北京公司

2006年开发新客户最多、新业务金额最大

和人均营业额最高的部门，荣获了北京公

司2006年度市场开拓大奖。

深圳事业部艺术拍卖部在邱翠华经理

和汤裕娜高级主管的领导下，2006年超额

完成300万元合同净额；回款额超额完成

2550万元；销售额超额完成400万元，尤其

是汤裕娜高级主管从事艺术拍卖业务十余年，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宗旨，爱

岗敬业，恪守诚信，在平凡的岗位上取得

了不平凡的成绩，多次荣获“优秀员工”

等荣誉称号。记得有一次由于客观因素，

导致嘉德公司秋拍图录印刷质量存在一些

问题，客户一度拒绝收货，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自动请缨，向客户耐心解释，并诚恳表

达了歉意，最终客户被其诚心所感动，没

有追究公司相关责任，避免了公司遭受百

万元的巨大损失。

努力的耕作，辛勤的付出，用卓越的

才华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雅昌事业中，奋

力拼搏，用来形容北京公司营业系统拍卖

部甚为恰当。在尹雨廷高级主管的领导下，

2006年销售额为2738.7万元，与05年同期

1896.5万元相比增长率为44％；应收账90

％以上。

持续奋斗，勇于超越是摄影文博部不

变的追求！荣获了年度业绩增长大奖的摄

影文博部在欧阳彬高级主管的领导下，全

年完成2293.55万元销售的业绩，创下了摄

影文博部的历史新高，在2005年的基础上

翻了一番。

职能系统：雅昌事业的坚强后盾

2006年雅昌着力打造一支学习型、效

能型、和谐型、经营型的公司团队，同时

为保持雅昌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雅昌高层

领导站在战略的高度，由股份公司人力资

源部引进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项目，对公司

的管理体系进行全面的诊断，项目从公司

的组织架构入手，到具体的岗位分工，都

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在整个咨询项目

实施阶段，人力资源部承担着大量的组织、

研讨和分析工作，目前各咨询项目都达到

了预期的效果，并出台了系列诊断报告，

2007年将是项目成果落地生根的一年。

职能系统的员工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

做着不平凡的工作，总裁办在王丽高级主

管的领导下，一年以来对工作兢兢业业，

不仅承担了总部高层领导的出差行程安排，

而且负责社会各界及媒体记者的接待工作，

尤其是谢媛，对工作认真细致，责任心强，

各项工作安排得十分周到，并参与分担了

部分对外宣传工作，得到了公司领导的高

度评价。

行政部在王辉和杨涛经理的领导下，

担负着公司后勤管理的大部分工作，从宿

舍管理，到厂区的财务安全，事无巨细，

一直默默地耕耘在雅昌这块热土上，正是

有着象魏红、张雪红、庄会军等这样无私

奉献的优秀员工在后勤管理的工作岗位上

辛勤工作，保证了雅昌其他各项工作的正

常开展。为加强公司的财务管理，防范金

融风险于未然，深圳事业部财务部在汪德

好经理的领导下，制定了信用管理制度（于

2007年开始推行），并聘用信用管理师加

入财务团队，此项工作使公司的财务管理

得到进一步规范。

2006年，随着雅昌上海公司的成立，

标志着雅昌以深圳、北京和上海三大运营

基地服务于全国艺术市场的战略布局最终

形成，上海公司筹建小组在以杨立望总经理、

翟玉妍副总经理为核心的精英团队的领导下，

连续半年奋战在雅昌上海公司的筹建工作上，

为雅昌上海公司的如期成立做出了突出贡献。

“申大报告”的创意先锋：李华佳

2006年深圳事业部视觉艺术中心在何

成高级主管的带领下，组成以李华佳设计

总监为首的精英团队，成功设计了《中国

深圳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申办报告》，

为深圳申大成功做出了积极贡献。此次大

运会项目是雅昌首次以设计全程参与大型

项目的设计和印制工作，雅昌视觉艺术中

心成功地设计了大运会的《申办报告》、《预

算报告》、宣传画册、宣传折页等系列资料，

为深圳成功申得大运会主办权做出了积极

贡献，为雅昌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2006年4月底，雅昌视觉艺术中心与

深圳众多知名设计师和设计机构竞争，成

功竞得“大运会”项目的设计和印制任务，

拉开了历时半年艰苦而紧张的设计序幕。

2006年5月，在视觉艺术中心同事的

密切配合下，李华佳设计总监通宵达旦，

夜以继日，全力以赴，设计《中国深圳第

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申办报告》，

历时半个月。设计方案首次提交即获得深

圳市领导的高度评价，并获得通过（在如

此重大的项目中，第一次提案就获得通过

的情况在业界是非常罕见的）。

在北京制版的过程中，李华佳设计总

监不辞辛劳，连续加班十多天，排完中文、

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四种语言的版面。

在宣传画册和宣传折页的设计过程中，

通过与视觉艺术中心的众多设计精英多次

研讨后，精心设计了八个备选方案，最后

选送的方案击败了竞争对手深圳平面设计

协会，深圳“大运会”申办委员会正式采

用雅昌提交的方案。

为了策划出更富有创意的《中国深圳

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申办报告》，

使设计更具新意，李华佳设计总监废寝忘

食连续加班二十多天。最后，极富创意和

想象力的设计成果再次获得深圳市领导的

高度肯定和认可。

此次“大运会”项目设计精美、新颖、

充满创意和现代气息，是雅昌2006年最重

要的项目之一。在整个项目的设计过程中，

视觉艺术中心全体员工群策群力，积极配合，

最大限度发挥了团队凝聚力和整体设计实力，

尤其是李华佳总监出色的设计、创新能力

和高度认真负责的忘我精神在《申办报告》

及系列资料的圆满完成过程中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为深圳成功申得2011年第26届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主办权作出了突出

贡献，为雅昌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自主研发的探路人：肖辉

一直以来，雅昌北京公司方案策划部

的肖辉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习，从加强现

场管理入手，运用创新思维，科学理念，

于2006年为公司成功地开发了内部管理系

统软件。“内部管理系统的建立和使用使

各部门管理更加规范化、系统化，并大大

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另外使生产现场管理

科学化，生产组织更加顺畅。”陈家平高

级主管如是说。

这套内部管理系统软件包括了印前工

艺内部管理系统和印后工艺内部管理系统。

其中印前工艺内部管理系统已运行一年，

运作稳定，并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现

有工作环境更科学化、管理系统化、组织

规范化，现在，印后工艺内部管理系统也

已投入使用了半年时间，效果很好。当前

肖辉正在本部门软件开发的基础上，开发

制版部制作课的管理系统，并已取得初步

成果。以下就是这套系统的部分功能展示。

一、2006年1月1日开始启用的制版工

艺课内部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

1、记录营业下单信息及个人工作量； 

2、当日、昨日及本月下单量及个人整理量

列表显示；

3、记录部门内部出勤和质量信息；

4、下单数据统计、部门内部个人绩效考核

评定；

5、营业下单查询；

6、添加培训学习文章，供内部学习交流。

二、2006年5月1日开始启用的制版部

制作课内部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

1、课室内部生产实时监控，记录每版活的

详细信息及作业工时；

2、查看活件状态及详细信息；

3、活件完成状况及个人报表列表显示；

4、可模糊及高级查询活件；

5、自动统计班次、班组、个人产量（根据

预先设定的比例进行折合），替代了纸质

报表，由人工繁杂统计改为系统自动产生

报表；

6、后台管理班组、活件类型及帐户信息。

三、2006年8月26日开始启用的印后

工艺内部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

1、开单（印刷传票）过程由系统控制，下

单情况一目了然；

2、印刷传票由系统统一存储、管理，版本

唯一，避免人为错误；

3、模糊和精确查询印刷传票；

4、开单及查阅不受地域限制；

5、记录工单修改及审核情况；

6、统计各项下单数据。

孟昭隆经理对这套系统给予了高度的

评价：“开发项目具有独创意识，是员工

智慧的集中体现，创新理念值得在跨部门

管理中推广”。

肖辉的内部管理系统软件项目的成功

开发并高效运行，将极大地激发员工在各

自平凡岗位上开拓进取的精神。

平凡岗位上的耕耘者：崔霁巍

2006年深圳事业部计划部在崔霁巍高

级主管的领导下，全体员工秉承求真、务实、

积极主动、团结协作的工作态度，严格履

行岗位工作职责，克服计划部人员少，但

责任重的工作压力，保质保量的完成各项

工作。

计划部作为营业系统、生产系统和职

能系统的中间部门，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

要作用，是各种业务、生产信息的集散中心，

也是生产的安排、控制、协调指挥中心，

公司的每一单业务都必须经过计划部员工

周密协调、合理安排各生产部门的工作才

能顺利实现。公司全年业绩指标的提前完成，

与计划部周密的工作安排是分不开的。

只要耕耘就会有收获，在雅昌只有不

断地挑战自己，才能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成功之路在于自己的奋斗，天助自助者，

成功永远垂青那些自强不息的奋斗者。计

划部就是用这样的思想付诸行动，并在部

门同事间积极推广，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辉煌已是昨日

的往事，我们应该着眼于今天，认认真真、

踏踏实实做好工作中的每一件事，‘君子

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这是

崔霁巍主管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2007年工作展望

回首昨天，我们用自己的心血，用自

己的汗水，用自己的青春热情，迈出了坚

实的步伐。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意

气风发不在一时，持续奋斗才是根本。所

以新年伊始，雅昌就确定了“进一步巩固

和提高国内艺术印刷市场的领先优势，加

强在各专业市场的综合竞争力”等六大经

营方针，通过运用“战略、组织架构、流程、

绩效、IT和企业文化”六项管理指标来达

到公司的经营方针和巩固雅昌在行业内的

市场领先地位。

立足现在，雅昌正在积极优化集团内

部资源的配置，以向管理要效益为手段，

形成雅昌在国内艺术各专业市场、国内商

业各专业市场、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达

到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的目的。作为雅昌的各分支机构，必须明

确自身职责，充实必要的专业人员，提高

关键岗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同

时加强各子公司间和各部门间的协调配合

能力，提倡在股份公司统一目标下的协同

精神和合作意识。确保企业的经营决策和

执行体系高效运转。

对于企业的每位员工，应本着“爱岗

敬业，视司为家，企兴家合”的思想观念，

通过增强对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

促进雅昌员工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全体员工正积极主动地完成岗位所赋予的

职责，把雅昌2007年“专业化、协同、效率、

成长”的经营管理主题落到实处，努力工作，

开拓进取，抢抓机遇，共同推动雅昌事业

健康发展。

成绩属于过去，荣誉归于大家，未来

在于创造。在新的一年，雅昌将以加强经

营管理为根本，以坚持经营方针为保证，

以整合内部资源为基础，以推行管理指标

为载体，打造一支学习型、效能型、和谐型、

经营型的激情团队，提高对市场的反应能力、

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真正做到用心思考、

用心做事、用心讲话，让我们携手共进，

在新的起点上实现雅昌平稳快速发展。

雅昌同仁们，让我们继续以昨天的成功，

凝聚成今天的力量，点燃我们的激情，放

飞我们的梦想，挥洒青春的力量，用雅昌

人充满活力的心弦，演奏出新的更加华美

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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