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计量各室重点工作计划表（专业室）
序号 科室 工作项目 工作措施 进度安排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 长力室

经济目

标及资
源配置

年度经济目标任

务1026万元
分析2021年完成产值（1008万元），结合现有人员劳动强
度及既有可预见项目等因素，制定同比略增的经济指标。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已完成

资源配置
1、新增和设备更新费用约90万元；
2、新增人员：两名检定员+1名辅工。

（实施时间：第三季度前）
已完成 已完成

稳增长措施

1、收费单价低、项目多、现场检测器具零散等因素耗费较
大的人力资源，迫切需要增加检定员和或辅工；
2、对使用频率高、量大面广的，需要配置多台套标准设
备，以保证工作畅顺；
3、提升人员综合技能，应对日益走向正规化、数字信息化
的现代计量检测要求；
4、适时推进汽车检测线计量检测业务。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能力建

设计划

新建7个社会公用

计量标准

7个标准为：便携式制动性能测试仪校准装置、木直(折) 尺
检定装置、水准标尺检定装置、混凝土贯入阻力仪检定装置
、引线弯折试验机检定装置、纺织检针机校准装置、试模校
准装置。实行明确项目负责人责任制，由部门负责人跟进、
敦促以确保年内完成建标资料提交考评。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CNAS认可校准能

力扩项10项

计划扩项（电子压力控制器、贯入式砂浆强度检测仪、钢筋
保护层/楼板厚度测量仪、汽车制动操纵力计、空盒气压表/
空盒气压计、电子水平尺、π尺、浮标式氧气吸入器、带弹
簧管压力表的气体减压器、倾斜式微压计），实行明确项目
负责人责任制，由部门负责人跟进、敦促以确保年内完成扩
项资料的填报，并对缺少的必备硬件完成采购。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CNAS认可校准能

力变更
试验筛、通用角度尺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1 长力室

年度重
点工作

适时推进汽车检

测线计量器具检
定/校准

1、进一步完善涉及汽车检测线计量标准建设；
2、联合热工理化室研究、探讨汽车检测线在线计量检定/校
准工作，为部门的稳增长创造支持条件。

（实施时间：第二、三季度）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进一步规范燃油

加油机强检工作

1、查找相关文件，结合相关规定，及时组织人员进行研究
、探讨具体工作实施方式、方法，必要时制定或修订作业指
导书；
2、严格落实规范加油机检定工作行为，常态化不定期抽查
包含但不限于加油机检定原始记录、现场调取回油记录及“
三大部位”铅封号；
3、严格专用铅封管理，规范加油机实施检定程序和维修报
批手续，完善更换铅封记录存档；
4、促进增加加油机检定装置采购工作，有效缓解目前设备
严重不足所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人员培

训计划

内部培训

培训内容涵盖新员工检测基本技能的培训，新建计量标准或
CNAS校准能力扩项与变更研讨，规程规范变更后新工作的
开展，计量标准技术管理等部门目前需要强化的基本知识需
求项目。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外出培训
适时针对受限于内部老师能力，具高新检测技术或项目和主
管管理部门强制性要求培训。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期间核

查计划

计量标准器具期

间核查

对在用使用频繁或准确度较高或变动性较大的标准器具，经
部门风险评估后作出区间核查指令（详见：2022年度期间
核查计划表）并按予以完成期间核查工作。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仪器设

备维护
保养计

仪器设备维护保

养

对高价值或用使用频繁或准确度较高或变动性较大的仪器设
备，制定强制维护保养计划（详见：2022年度仪器设备维
护保养计划表）并按计划完成专项工作。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质量控
制与能

力验证
活动计

划

质量控制

经部门对检测质量管理环节可能存在风险的充分评估，制定
年度质量控制计划（详见：2022年度质量控制计划表），
针对重点管控项目及人员进行人员计量比对等能力验证，以
增强检测质量信心。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能力验证活动

1、无条件参加管理部门组织的计量比对和CNAS能力验证项
目；
2、结合管理部门组织的计量比对情况，合理安排符合CNAS
政策的测量审核项目，年度计划5个项目（详见：2022年度
能力活动计划表）。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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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科室 工作项目 工作措施 进度安排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 长力室

仪器设

备采购
计划

仪器设备采购

1、年度计划采购共18台套，预算总金额约262万元；
2、经所内部论证核准采购16台套提交专家论证，拟采购总
金额为92万元（含燃油加油机检定装置单列采购，金额为
19.9万元）；
3、所内部论证未通过或由其它科室采购设备3台套，为：坐
标测量机、电梯限速器测试仪校准装置和空盒气压表检定装
置，总金额为193.8万元。

（实施时间：第一季度）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2 热工

经济目

标及资
源配置

年度产值目标任

务

在2021年产值960万元（除中海油大修80万元）基础上，
2022年产值计划增长7.9%、计划完成产值1045万元。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新产值增长点
1.省局、市局下达红外体温计专项工作（第一季度已完成
3256台）；2.揭阳大南海石化项目（已完成2691台）。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资源配置

1.计划购置设备7台/套，92.05万元：温湿度检定箱、尘埃

粒子计数器校准装置、高温油槽（可升降温）、低温恒温槽
（-80℃-室温）、过程仪表校准仪（2台）、额温计黑体。

2.因业务发展需要增加2名检定员和3名实习生。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能力建
设

新建计量标准装
置（8项）

1.烟尘采样器检定装置；2.烟气采样器检定装置；3.离子计

检定装置；4.电位滴定仪检定装置；5.尘埃粒子计数器校准
装置；6.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红外气体分析器检定装置；7.

柴油车氮氧化物（NOx）检测仪校准装置；8.六氟化硫检测

报警仪校准装置。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CANS认可校准能

力扩项（9项）

根据业务及工作需要扩项下列校准项目：1.总有机碳分析
仪;2.卡尔费休滴定法水份测定仪； 3.示差扫描热量计；4.

环氧乙烷气体报警器；5.丙烯腈气体报警器；6.数字温度计

（一体式）；7.微波消解仪；8.纯水机专用电阻/电导率

仪；9.液态介质恒温设备共9项

（实施时间：全年）结合我所CANS校
准能力扩项时间完成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CNAS认可校准能
力变更（2项）

因规程变更，需进行2项能力变更：双金属温度计、压力式

温度计
（实施时间：全年）同上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质量控

制和管
理

计量比对及能力
验证

计划参加4项能力验证活动：数字温湿度计（湿度传感器）

、声级计、毛细管黏度计、工作用玻璃液体温度计。
3月完成可燃气体报警器比对， 5月完

成声级计测量审核。
已完成 已完成

2 热工室

质量控制
为保证检定数据准确可靠，针对重点项目和计量专业分类制
定质量监督计划：玻璃温度计、酸度计、电导率仪、可燃气

体检测报警器。内容包括设备比对和人员比对。

   5月对玻璃温度计、酸度计两项目

进行质量监督。
已完成 已完成

期间核查
针对使用频繁或者准确度较高的计量主标准器制定期间核查
计划（纳伏/微欧表\标准通风干湿表等11台）。详见质保室

附件4“2022年度期间核查计划表”。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仪器设备维护保
养

针对使用频繁或者准确度较高的仪器设备制定维护保养计划
（多功能温度校验仪等24台）。详见质保室详见质保室附件

4“2022年度仪器设备维护保养计划表”。

正常进行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人员培训
1.内部培训：针对本部门新进人员较多，配合注册计量师考

试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培训；2.外部培训：尘埃粒子计数器
校准装置（2022年新建标项目，通过比对进行量值溯源，需

外出培训）。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3 衡器站

基础工

作

中小型衡器

1.加大与市局、区局联动，借助监管力度，增大现有工作量

。                                                            
2.配合大亚湾局就新划转过来大亚湾片区的衡器进行检定，

促进大亚湾片区新增业务。                                                           

3.产值任务：155万元

完成：1581台件数，产值：45.78万元
。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大型衡器

1.加大与市局、区局联动，借助监管力度，对我市货运源头
单位、超限检测站和治超卸货场等汽车衡使用单位拓展新业

务增大现有工作量。                                                                                                   

2.配合大亚湾局就新划转过来大亚湾片区的衡器进行检定，

促进大亚湾片区新增业务。             3.产值任务：70
万元

完成：274台件数，产值：54.56万元

。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集贸市场
加大与区局联动，督促市场主体进行强制检定申报，合理调
配人员。特别是做好大亚湾新增市场的强检工作。产值任

务：180万元

完成：4608台件数，产值：61.1万元
。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光学计量
1.根据新建标项目扩展业务，挖掘角膜曲率计和瞳距仪业务

量。                                                              
2.合理调配人员，和区局加强联动，对外县区强检业务进行

集中申报，提高检定效率。             3.产值任务：45

完成：317台件数，产值：17.74万元

。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能力建
设

开展计量标准量
值比对

完成市局完成开展的计量标准量值比对（固定式电子秤）。 （实施时间：第一季度） 已完成 已完成

3 衡器站

地方规程
按照制定的工作方案，完成省局委派的:“自动检重秤检定
规程”起草工作。

（实施时间：第二季度~第四季度）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建标复查及质量

活动

预计2季度完成2项计量标准复查工作。视工作完成情况，推
进混凝土配料秤新建标，配合质保室下达的质量活动。人员

培训计划，设备期间核查计划，设备维护保养。

（实施时间：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分

开实施）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电子证书及原始

记录的记录推进
完成电子证书模板40份，并全面开展工作。

（实施时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

开实施）
已完成 已完成

政府委

托

开展计量器具和

定量包装（过度
包装）监督抽查

2022年计划市局抽查30批次产品。仲恺区局定量包装抽样20

批次产品。
（实施时间：第三季度）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开展520世界计

量日宣传活动。
配合市局和所，完成520计量日相关工作。 （实施时间：第二季度） 已完成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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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科室 工作项目 工作措施 进度安排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4 医学室

工作任

务及资
源配置

年度目标任务
1.年度目标任务：750万。
2.平均每月完成任务67万左右，合理协调安排工作。                     

已完成工作任务421万，已完成56.3%
年度任务。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资源配置
1新增检定员2人，培训法律法规、检定规程和校准规范等计

量知识、，提高技术员技术能力及水平，拉长培训时间。

2.新增更新设备95万。

1.新增检定员2人，新增人员已在本室

实习了6个月，学习了血压计、电子血
压计、心电图机和多参数监护仪，可

以独立工作。2.2022年新购置设备

9台，实际到位8台标准设备。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工作完成措施

1.科室配置专用大车和司机应对繁重的下厂任务，缩短下厂

周期，
2.每周科室例会对检定员开展技术规范、检定/校准方法专

题研讨，提高检定员技术水平和工作效率。           

1.日常检定工作有序有计划正常进行
。                                                  

2.每周一例会对常规项目进行检定/校
准方法专题研讨，同时分享新的检定

方法。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能力建

设

加强社会公用计
量标准的建标

科室今年预计完成4项新项目的能力建设，加强本科室计量

检定/校准能力短板。

完成4项新建标资料上交省局，已收到

省局计量标准考核计划通知3项，等待
省院安排现场考核。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CNAS认可能力扩

项
计划上交4项，具体为麻醉机、血细胞分析仪、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尿液分析仪。
（实施时间：全年）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4 医学室

精准医疗

1.根据广东省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信息平台，做好日常检定工

作，进一步优化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检定流程。
2.以服务为中心，营造良好的计量环境，跟医疗单位构建和

谐关系，高效完成工作。

3.加大宣传医学计量的重要性，严把医学仪器检定关，提高

强制检定覆盖率。

1.按照广东省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信息

平台医院预约单号，跟医院单位沟通

协调，高效完成日常工作。                                           
2.配合业务完成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022年医学计量招标工作。以服务为
中心，提高本室技术水平。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推广数据计量

1.配合所工作，大力推进数据计量云，做好电子证书/电子

记录。
2.加强大数据实时监控，提高服务水平，跟医院需求对接，

优化企业智慧管理水平。

1.6月1日开始，科室全面启动电子证
书，云系统正常运行。                                                                    

2.利用云系统，提高工作效率，优化

企业智慧管理水平。

已完成 已完成

人员培
训

人员培训

1.老带新，对新人进行培训，在工作互相协助工作进步。                                                                    
2.跟厂家电话沟通、研究自动体外除颤仪（AED）计量检

定，解决该类仪器如何计量问题，快速提高工作效率。                                                                  

3.动态心电图机检定方法研究，跟厂家工程师沟通，解决了

该类仪器在检定过程中如何调节仪器，顺利高效完成检定工
作。

1.老带新，有经验的检定员对新人进
行培训，互相互动学习，共同提高技

术水平。
2.与兄弟单位实施联动机制，电话或

实地到有经验的兄弟单位学习，提高
技术水平。                               

3.脱产培训，新检测项目外出培训
（由于当前疫情防控，按实际情况出

外培训）。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仪器设

备采购
仪器设备采购

年度计划采购设备10台套其中一台进口设备，预计金额95万

元。                                     
已完成 已完成

质量活
动

仪器设备维护保

养
制定年度设备维护保养计划，按照计划完成。 正常进行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期间核查 制定年度期间核查计划，按照计划完成。 正常进行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5 能源站
产值提
升

检定产值 1.检定/校准产值提升（285万） 能源审查和充电桩工作在下半年开

展，产值增长点在下半年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业务任务 2.计量业务产值（60万）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5 能源站

能力建

设

建标5项
余氯测定仪、滤纸式烟度计、透射式烟度计、空盒气压表、

雾度计，共5项

由于空盒气压表及雾度计标准还在采

购中，未到货，预计8月中旬可以完成
采购，9月提交考核申请。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CNAS扩项6项
因本年度暂未安排CNAS评审计划，待

单位统一申请评审。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产业计

量科研
项目及

成果

发表产业联盟测
试方法4项，产业

联盟测试参数
2项，申请产业计

量专利2项，产业
计量论文3篇，产

业服务案例4项

1已发表产业联盟测试方法4项（储油罐液位计现场计量测试

方法、储油罐温度传感器的在线测试方法、液体流量计在线

计量测试方法、温度计在线校准测试方法）；
2.已扩产业联盟测试参数3项（储油罐温度传感器、液体流

量计在线计量、复合气体报警器）；

3.已申请产业计量专利1项（气体流量装置相关1项）；

4.已发表论文5篇（产业计量测试相关论文5篇）；
5.已开展服务案例4项（服务产业计量项目：储油罐的液位

计、温度传感器的现场测试、液体流量计、温度计在线测试

等4项产业计量测试服务案例）。

已完成 已完成

质量控
制

培训 部门展开人员培训计划7批次 部门已展开人员培训4批次。 已完成 已完成

仪器核查 开展仪器设备期间核查计划 已开展仪器设备期间核查4批次。 已完成 已完成

维护 仪器设备维护保养 完成仪器设备维护保养6批次。 已完成 已完成

质量控制 开展质量控制计划 开展人员比对2批次。 已完成 已完成

质量监督 进行质量监督计划 已完成质量监督2批次。 已完成 已完成

政府委
托任务

能源审查 做好重点用能企业能源审查工作
市局能源审查工作计划在下半年，现
已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充电桩抽查 开展我市充电桩监督抽查的计量任务
市局监督抽查任务计划在下半年，现

已经参加招标。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信息化

建设
启动数字化证书 完善计量云的证书与记录模板的建设

由于系统版本更新频繁，导致模板的

更新速度延时。后期需加快步骤尽量
与系统更新同步。

已完成 已完成

6 综合室
年度目

标任务
450万元 校准产值190万元，免征产值260万元 （实施时间：全年）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6 综合室

能力建
设

建标与扩项

（1）完成4个计量标准建标（失真度仪校准装置、非接触式

静电电压测量仪校准装置、静电放电发生器校准装置、临界
流文丘里喷嘴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2）完成6项CNAS扩项项目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研发和改造计量

标准设备

已启动的项目有电焊机焊机电源校准装置、便携式交直流充

电桩现场检测仪
部份完成 部份完成

质量控

制

电能表比对、电压互感器比对、电流互感器比对、燃气表比

对
计划比对时间：2022.8-2022.11 未开始 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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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计量各室重点工作计划表（业务室）
序号 科室 工作项目 工作措施 进度安排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
计量业务

室

目标总任

务
4400万元 校准1565万元，免征600万元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重点工作

老客户维护

1.建立客户档案，如对壳牌、中心医院、中海油等等超大客

户量身定做、制订贴身式服务；                                                                             

2.制定对亿纬锂能、伊利乳业等大客户的回访计划,做好客

户满意度调查；                                                 

3.客户到期合同的跟进及招投标工作；                                                    

4.及时有效的解决客户碰到到的诸多问题 ，以服务赢得客户

。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开发新业务

1.修订绩效考核方案，突出新业务，提高新业务提成比例，

以激励业务人员开发新客户的积极性

（实施时间：全年）

已完成 已完成

2.2022年重点从本市需要对社会出具证书报告的第三方检验

检测机构（工程检测、环境检测、职业卫生、机动车检测线

等）着手：                                                                      

（1）制定机动车检测线行业工作方案，安排专项小组跟

进；                                            

（2）策划组织“机动车检测线在用计量器具计量比对 （千

分尺、轮胎压力表）”通过比对等措施建立与行业协会及企

业的紧密联系。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提升效率，以服
务赢得客户

1.积极推进计量信息化系统升级（云计量）的各项工作；                                                

2.培训相关人员，做到收发窗口前移，在企业现场完成收发

录入工作，回到所后再由相关人员直接送到各专业室 ，减少

仪器流转环节与时间。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制定绩效考核方

案，对业务实行

精细化管理。

要求业务员清楚明白掌握各时间段的具体业务对象并及时跟

进，及时做好对账与收款工作，将业绩与收款率列入绩效考

核项目。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加强局所联动

1.利用各级行政资源、证后监管、能源普查等优势，保障强

检计量器具的检定，通过强检带动校准，带动计量业务的发

展；                                                                    

2.协助行政部份把好质量关，积极配合市局、区局的日常监

管行动，重点检查外机构的证书报告等。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1
计量业务

室

基础建设

加强科室人员业

务能力提升

1.定期组织计量业务人员进行业务经验交流 。

2.组织业务人员到各专业室学习计量器具分类及检定 、校准

方法，了解并掌握计量方面相关业务。

3.与县/区计量技术机构探索实施联动机制，充分发挥事业

单位的技术及人手力量,有助加强科室人员计量业务知识，

人手紧缺的困难。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加强基层能力提
升

1.编制工作指引，指导基层工作人员开展各项工作。   

2.举办计量合同培训，提升基层业务人员应对招投标能力及

水平。

将在第二季度开展相关
工作

已完成 已完成

日常工作
合同管理

落实《计量技术服务合同编写与审核作业指导书 》及合同样

版、对合同等进行规范管理，便于操作及降低合同风险。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业务数据统计
1.各部门月报表                                                                                

2.业务员月报表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民生计量

惠民计量 制定《2022年惠民计量检定工作方案》，落实惠民计量各项

工作
（实施时间：全年） 已完成 已完成

开展520世界计量
日宣传活动

配合市局通过线上（如有奖问答）和线下（如实验室开放、

三进等）等一系列活动，科普正确计量知识。

第二季度与计量认证科

科沟通，配合制定方
案，完成5.20世界计量

日工作。

已完成 已完成

能源计量培训

配合市局能源计量检查，组织举办惠州市重点用能单位能源

计量年度培训，通过培训进一步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优

质的质量综合技术服务，助推我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增进与

企业的互动交流，赢得客户

1.第二季度将和计量认
证科提前沟通，落实初

步计划及实施方案。
2.具体任务将在第三季

度实施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信息化建

设

数字计量云平台
1.建立客户数据库 .                                                                          

2.通过平台使客户与我所形成更紧密联系 。

云计量系统已于

2022.3.1起试运行，相

关工作也试行中，

2022.6.1起全面启用云

部分完成 已完成

广东省强制检定

工作计量器具管

理平台

推进平台备案与申报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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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科室 工作项目 工作措施 进度安排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
大亚湾工

作站

目标任务 700万元 校准620万元、免征80万元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重点工作

提升业务水平
提升业务服务水平，按市场规则重点维护好老企业客户 ，适

时开发新客户，主动协调好辖区内各企业强制检定计量器具

的提前申报备案服务工作,以便我所安排在有效期内开展检

定工作。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重点项目 积极跟进中海壳牌三期项目建设，科莱恩公司阻燃剂工厂建

设。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业务管理 完成日常业务管理工作。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老客户维护

1、要求全体人员树立“客户就是上帝”的理念，经常性与

客户保持各种通讯联系，必要时定期或不定期与客户登门拜

访进行感情沟通。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2、提前跟进，关注业务到期情况，客户动向情况，以防客

户流失，加强客户稳定性。落实客户落实到人原则，一对一

贴身服务每一个客户。采用业务员为第一跟进人，站长为第

二联络人，必要时设立第三联络人跟进机制。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新客户开发

1、针对新客户开发方面，即便目前缺少人员的情况下，也

需重视新客户开发，通过各种媒介掌握市场动向，发掘新客

户。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2、针对新建设项目，要密切关注项目建设动向，作好实时

跟进。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业务管理

精细化管理 着力全面加强业务精细化管理。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业绩考核

1、全面加强业务员业绩考核机制。

（实施时间：全年）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2、每月加强老业务维护率的统计分析 ，掌握老客户动向，

防止客户流失。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3、每月加强新客户开发情况统计分析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4、每月加强业务到账率的统计分析，防止出现呆账，烂账

。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5、以上主要业绩指标，每月都纳入绩效考核当中核发绩效

。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2
大亚湾工

作站
人才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

1、近期目前急需业务助理一名，以便完善业务人员结构，

便于开展实施业务合理分工，如完善业务分内勤、外勤开展

业务等工作。 （实施时间：全年）
未完成 未完成

2、远期需增加业务员多名，做好传帮带工作，储备人才加

强开发新客户力度，做大做强业务总量。
未完成 未完成

3 拓展室

业务管理

例会及业务分享

机制

室内建立了每周例会的制度。室类3个人轮流主持，报告每

个人本周的工作情况及下周的工作计划情况 ，分享工作中所

收获的成绩，分享业务技巧，分享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分

享每个人获得的客户信息，行业信息等等。每个人会说，会

写，会总结分享。在分享的氛围中培养业务员业务能力 ，分

析能力，组织能力，对我们的业务有正确的理解，促进业务

员的成长与团队的成长。

每周一至二次 已完成 已完成

业务培训
1.专业知识；2.业务技巧。按照业务员的优点与不足，合理

分工，有针对性的培训指导。我们是专业技术机构，我们的

业务是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基础才能更好地开展业务 。
全年 已完成 已完成

团队建设 1. 团队保持积极主动的工作状态；2. 营造分享的工作氛围

。
全年 已完成 已完成

业务开展

老客户维护

1.老客户建立档案；建立客户的仪器台账档案；2.一对一专

人负责制；3.要求每个业务员对自己所负责的客户有充分的

了解，客户在他这个行业中的地位，现在与未来的投资意向

。联络对接人的职位及其位置上下的人物关系等等 。

全年 已完成 已完成

新客户开发

1.利用局所联动，与特检院的联动，与油品中心的联动，更

快更详细地获取企业新项目信息；2.宣贯相关的法律法规，

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服务与企业对接；3.关注我们优质客户的

行业信息动态，多渠道了解来惠州投资的优质企业 ，优质客

户；4.勤奋积极主动地外出拜访客户，获取客户信息量，积

累客户信息量，踏踏实实的开发新客户。

全年 已完成 已完成

重点项目
重点客户维护与

开发
1.广东石化揭阳项目。2.恒力化工。3.美孚石化。4.惠东化

工产业园。5.中海油。
全年 已完成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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