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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业务交流

从员工实际需求出发进行企业员工培训
■北京新合作瑞通公司副总经理 连自洁
企业发展经营过程中，企业
制度、文化等诸多因素最终是为
经营服务，尤其是企业员工的培
训，是为企业的经营发展提供有
效的人才保障。优质的培训能够
解决员工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和困惑，并能够提供良好的
互动和交流的平台。
企业全年的培训内容及形
式由企业的业务经营及文化形
态等诸多因素所决定，制定全年
培训计划需要进行培训需求调
查，综合考量每位员工的培训需
求、培训时间、培训内容及员工
所承担工作等几个方面。本文结
合新合作瑞通公司的培训实践
工作，就企业员工培训谈几点看
法。

全面丰富的内容是
企业培训的要素
员工融入企业就是企业的
一分子，如何更好更快地融入企
业， 新员工入职培训至关重要。
入职培训是打开员工了解企业

历史、发展战略、企业文化、公司
制度、经营内容的一扇门，也是
员工最快融入企业的路径。随后
员工接触更多的是业务培训，业
务培训分为技术性统一培训和
岗位职责的差异化培训。岗位的
技术性系统培训能使员工充分
了解企业的运营系统，对解决企
业发展中遇到的共性问题有指
导作用。 岗位职责的差异化培
训，主要是针对具体岗位工作内
容而进行的培训。差异化培训可
以更好的了解员工的特点，是发
现和培养企业人才的重要途径。

企业发展与个人业务提升
是培训的关键
目前新合作瑞通商贸有限
公司在培训主要内容的选择上，
紧密联系行业发展、企业实际需
求、个人职业发展等方面。
首先是行业发展中需要了
解、更新的知识。在现代商贸型
企业逐步走向网络运营的背景
下，培训特别注重行业发展的趋
势、网络知识的普及、工作方式

的调整等；其次是培训内容会根
据企业的实际需要来制定。比如
全年工作任务的目标达成，企业
制定战略规划后，员工需要掌握
的具体知识，在具体岗位中需要
达到的水平和能力；最后要为培
训提供一支内训师队伍。企业的
业务管理人员对公司的经营方
向和发展理念有非常明晰的了
解和体悟， 是内训师的最佳人
选，这项工作不但是其工作过程
中的系统总结，也能为企业培养
一专多能的人才，有利于员工在
工作中树立全盘意识，更深刻地
了解企业的运作。

集中培训和日常培训。 对于集中
培训会反复讲解课程内容， 内容
形式较为统一。对于日常培训，可
以在工作现场， 现场解答遇到的
实际问题。 工作培训结果的转化
就是公司部门的管理人员作为内
训师， 能够及时在培训和工作现
场给予沟通和指导， 促使员工将
所学内容应用到工作中。
另外，培训结束后要跟踪受
训人员是否将知识运用到工作
中， 这也会促使培训结果的转
化，使企业在培训过程中营造有
利的环境，促使员工能与企业共
同成长。

培训的内容要
注重培训结果的转化

培训计划和实施
需要与激励相结合

为促进企业培训的有效性，
结果转化必不可少，因此，理论结
合实际是关键。 要求培训师在实
际工作中对某一部门、 某一岗位
要有具体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
培训中及时与培训人员互动、交
流和反馈， 并能迅速调整培训的
内容。培训可以形式多样，可分为

企业培训计划和实施还需
要与激励机制相结合。很多员工
认为一些业务培训是在浪费时
间，培训是一种成本投入，而不
是一种投资。出现这种论断的原
因有两方面：一是培训内容与实
际工作没有紧密结合，形式大于
内容； 二是员工的积极性不高，

自觉参与度比较低，培训的实际
效果不佳。 要改善这种现象，必
须将培训与激励机制有效衔接，
不仅将培训内容、考试成绩与激
励机制挂钩，还要对培训结果转
化过程进行良好的延伸。
新合作瑞通公司未来两年
将着力培养内训师队伍，针对工
作的实际问题，由公司具有管理
能力的员工通过组织业务探讨、
业务培训等，进行诊断、分析、系
统性总结， 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内部沟通，
同时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和知识
管理。
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是企
业经营强有力的后盾。事实证明
我们缺乏的不是人才，而是人才
培养机制。只有建立良好的培训
体系，才能满足企业的发展所需
的人才，才能了解员工在工作中
真正的需求，才能制定合理的培
训计划，选择并创造适合自身发
展的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促进
培训结果的转化进而满足企业
发展的需求，不断为企业提供合
格的员工和优秀人才。

J 经营看台

泰山新合作强化预算管理
提升财务管控水平
■泰山新合作
为提升公司财务管控水平，泰
山新合作扎实开展强化预算管理
工作，在 2015 年工作计划中，将强
化预算管理工作作为全年重点工
作之一。
全面预算管理是一种重要的
管理工具，强化预算管理，有助于
企业提升战略管理能力。 全面预算
管理的执行结果可以作为业绩考
核的重要依据，实施全面预算有利
于提高企业运用资源的效率，节约
成本，避免资源浪费，还可以使企
业有效地避免经营风险。
泰山新合作公司在年初工作会
议上， 成立了以总经理张忠先为组
长的“
强化预算管理工作小组”，并
充分利用办公 OA 系统、局域网、微
信等平台以及动员会和班前晨会，
宣传预算管理的科学性、 重要性和
紧迫性。 同时，广泛深入一线销售部
门、 班组， 就预算管理问题进行沟
通， 倾听基层声音， 在全公司树立
“
一盘棋式全员预算”理念。
全面推行预算管理计划分四步
走：一是与各经营部门签订《经营目
标责任书》，详细约定部门销售额、利
润额、费用率（额）等任务指标；二是
根据年初与各经营部门签订的《经营
目标责任书》，编制预算管理指标，严
格控制各部门费用支出，并要求各部
门将费用支出计划细化到每季、每
月，公司监督实施并定期考核；三是

以质为本 用心经营
——
—十堰新合作努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徐伟
要求各行政部门根据 2014 年费用支
出， 详细上报各部门办公用品 （耗
材）、用电、业务招待、用车等费用支
出计划，经财务部门审核后，下达各
部门具体实施；四是编制《泰山新合
作 2015 年度经营目标管理办法》作
为预算管理绩效考核依据。
目前，2015 年度预算管理工作
已开始实施，并初见成效，例如：行
政 部 门 2014 年 度 用 电 量 为
166570.44 度，年初，各科室全部更
换了插卡电表， 实行定量用电制
度， 预计每年至少可节省用电
10%，可节省电费约 1.7 万元；新合
作购物中心停车场共有夜间照明
路灯 13 盏，自一月份开始，后勤保
障部在保证照明效果的前提下，采
用“隔一亮一”或根据时段开启的
方式， 预计每年可节省用电 11520
度， 节省电费约 1.2 万元。 由此可
见，通过很少的投入或工作方法的
改变，即可为公司节约电费近 3 万
元。
日常经营管理中，泰山新合作
公司将严格落实预算分解，优化预
算管控手段， 严控预算执行结果，
不断完善考核评价，增强预算的调
控力、执行力。 及时分析、处理预算
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全面完成
集团公司各项考核指标，向预算管
理科学化、精益化水平迈进，不断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十堰市新合作 严月杉
十堰新合作公司本着“安
全为本、诚信经营”的原则，以
满足消费者需求、引导消费为
宗旨，努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为城乡居民营造“安全放
心”的消费环境。

宣传引导先行
规范管理制度， 并把制度
贯穿到经营中 的 每一 个细 节
中去；印发了 16 种企业经营管
理手册，定期开展专题学习教
育。 每季度定期组织一次领导
班子成员和中 层 管理 人员 成
立的“消费者维权服务小组”
专题分析会，针对门店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制
定改进计划；坚持每年度至少
开展 1-2 期专题活动，如“质
量在我心中”为主题的食品安
全征文 、 食 品安 全知 识 竞赛
等，联合消费者和政府职能部
门，组织“消费者心声征集 活
动”、“政企质量管理沟通 会 ”
等，有效提升了维护消费者权
益工作的整体管控水平

把好流通环节关
在商品采购源头， 公司通
过甄别、筛选，与诚信度高、经

营能力强的正规厂商合作，并
建立健全规 范的 供应 商 评价
机制，坚持索证、查证制度，严
把商品“入口关”。 采购任何一
件商品，公司都要与供应商签
订包含质量 承诺 条款 的 合同
书，要求每一位供应商必须提
供营业执照、证书、商品检 测
报告等证件， 建立产品台帐、
厂家质量档案，并要求所有商
品供货 商 必须 接受“现 场审
核”、“证照检查”、“产品检测”
三个层面的审核。
在源头处打造放心工程，
积极推进“农超对接”模式。 与
各专业合作社建立合作关系，
并将黄龙、郧县等周边农户集
中起来发展蔬菜基地建设，实
现生鲜的“统一采购”。
随着 十堰 经 济 和 旅 游 业
的发展，绿色、无公害农副土
特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 为了
做好商品质量追索控制，对物
流仓储中心进行扩改建，实现
了商品从进场到检测、 储存、
运输、 销售的一体化链条，通
过物流健全 的 管理 机制 和 检
测机制，确保各类商品的质量
安全。
在终端销售把控上， 十堰

新合作采取“统一管理、 统一
采购、 统一销售” 的模式， 在
每个门店 设立 商 品质 量安 全
管理员， 专人专项随时对门店
商品质量进行抽检， 一旦发现
存在 质量 问题 商 品， 立 刻下
架， 并对相关区域负责人及店
长进行处罚， 杜绝有质量问题
的商品上架。

责任追究不手软
为了快捷处理消费者投诉
问题， 公司在数十家大型门店
建立了“消费者维权服务站”，
按照“事无大小，有诉必理；人
无亲疏， 有求必应” 的工作原
则，及时受理各类投诉案件，挽
回消费者经济损失， 维护了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对所有查出的质量问
题商品， 一律按相关规定处理
商品的直接管理人， 并及时向
政府相关部门汇报处理情况及
处理结果。 近年来， 公司就因
食品质量管控出现问题而处理
2 名管理人员， 3 名直接责任
人， 做辞退处理 1 人。 通过强
硬的食品安全管控手段， 有效
提高了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责
任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