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准备
1.<质量管理手册>的改版及发行
2010年11月开始将正式贯彻ISO-9001-2008版，为此公司依据ISO-9001-2008版

的要求重新制定了新版<质量管理手册>并已于2010年8月18日发行、贯彻执行。
内部审查
2010年8月25日进行了一次全面内审（由公司持有新版即2008版资格的内审员近日，在日本工业机械协会主办的第36届优秀环境设备表彰活动中，荏原环境机械设备株式会社（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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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
建议项
No1

在内审中、仅对问题点进行了记录，缺
少过程描述

需对发现之问题点进行详细的记录 品管科 下次内审
时贯彻

口头 产品涂装时缺少对‘油漆附着力’的确 对于重要部品的涂装、应进行相应的数据采集（来 生技科 10/202010年8月25日进行了 次全面内审（由公司持有新版即2008版资格的内审员
担当）,对各部门的审查中,计发现了27个问题点，详细内容参见内审总结；

上述27个问题点涉及到业务部、技术开发部、ST设计、生产部、品管部及管
理部，有关改善方案已通报各责任部门,各部已完成了相应的整改。

管理评审
2010年9月13日进行了2010年度的公司内管理评审,由周强主持,详细内容参见

管理评审记录。
2.换版升级审查
2010年9月26-28日由TUVNORD公司的评审组长尹向伟先生、于萍女士组成

的评审组对我司ISO-9001质量保证体系进行了换版升级审查,审查日程（另付）,由
于各部门在2010年度的质量管理工作进行了持续有效努力 ,故公司顺利通过了ISO
的换版升级审查、将在未来2年中持有ISO-9001-2008证书。在审查中没有发现‘
不符合’项 仅提出了8个‘口头建议’项 但本着持续提高的原则现将其分述

的低空气比高温燃烧炉排荣获“日本工业机械协会会长奖” 。

据了解，该表彰活动每年举行一次,主要用来表彰日本国内的优秀环境设备和环境企业。“低空气比高温燃

烧炉排”作为我公司主力焚烧系统之一“炉排炉焚烧系统 HPCC21”的核心设备，通过烟气再循环和强

制空冷两项技术，使得炉排的耐久性和垃圾燃烧的稳定性得到大大提高，从而了降低环境负荷，提高

了系统发电效率。此外，这已经是我公司连续第二次获得会长奖，在去年举行的第35届优秀环境设备

表彰活动中，我公司“生物燃烧发电用内部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同样获得了该殊荣。

今后，我公司将继续发挥我们的技术优势，通过提供有针对性的垃圾焚烧技术方案和先进的产品

，为保护地球有限的资源和环境，提高能源利用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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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
建议项
No2

产品涂装时缺少对 油漆附着力 的确
认

对于重要部品的涂装、应进行相应的数据采集（来
自客户要求或标准）或自行试验、针对不同油漆确
定出‘最小附着力要求’，并在实际刷涂时、进行
抽检确认。

生技科 10/20
制定出实
施细则

口头
建议项
No3

有个别设备上的‘日点检’记录有空白
处

对于规定的设备‘日点检’项目必须认真点检、记
录

设备科
生产部

即日起
实施

口头
建议项
No4

《QC月报》中对于原材料检验的篇幅显
得单薄

考虑增加原材料检验的内容评价 品管科 在10
月月报中
实施

口头
建议项
No5

外来文件清单未做更新（系2009年版） 按最新2010版进行核对、更新 技术开
发部

10/20

口头
建议项
No6

1）仓库受空间小的影响、对加工件（如
紧固件）的摆放显得混乱；
2）对客户支给材料没有醒目标示

1）重新进行整理、对机加工件需妥善保管、保护；
2）对客户支给材料、可以用标牌或标示板明确标示
出

仓库 10/31

口头
建议项
No7

用户满意度调查：
1. 国内调查统计日期为2009年1-9月

份；
2. 国外客户未进行相应的调查

1. 国内调查统计的时间口径需采用年度—12个月
2. 业务部负责收集、征集国外用户的意见

售后服
务科
业务部

10/31

口头 人员培训计划 1 部门级的培训由各部门长最后盖章（签字）批 管理部 即日起实不符合 项；仅提出了8个 口头建议 项，但本着持续提高的原则,现将其分述
如下,并请各相关部门按下表要求的整改内容及完成时间进行改进：

2010年8月12日下午16时刚过、青岛荏原第14届纳凉会现场、准备工作井然有序……
我们都准备好了！
荏原小吃街――食品充足、花色多样。食堂员工临时充当了小吃街的服务人员。
舞台布置OK、将近200件奖品已摆放整齐、好诱人啊！
保安人员早已各就各位 四处巡视 大家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 关键时刻看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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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项
No8

人员培训计划：
1. 培训计划中有未经批准的；
2. 培训计划与实施之间缺少对应（验

证）

1. 部门级的培训由各部门长最后盖章（签字）批
准、公司级的培训需经公司级领导最后盖章
（签字）批准；

2. 培训计划业经实施后需进行相应的记录、并需
对实施情况进行评价。

管理部 即日起实
施

二、总结
本次审查中所发现的8个问题点（口头建议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问题：

• 需要提高的：ISO-9001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持续提高，因此需要不断地总结及持续地提高，口头建议项的No2、4、6(2）及7即属于此类；
• 未严格执行公司质量管理规定的：公司质量管理规定中有着明确的要求、但未能有效地贯彻、执行，口头建议项的No1、3、5、8即属于此类；
• 公司5S活动持续进行了有10多年、但总是有反复，口头建议项的No6(1）即属于此类。

在本次审查中各部门认真、有效的工作、良好的做法给审查组留下良好的印象、并在总结会议上特别提出、现列举如下、希望再接再厉：
 设备科的设备保养计划、措施及实施非常完备；
 生产部的工程管理（表）详尽、直观、易懂；
 品管部每月发布的《质量月报》内容详实。

综上所述,在为我们顺利地通过2010年度的ISO换版升级审查而高兴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所存在的不足,希望各部门针对上表所列问题及我们在内审中所
发现的问题 举 反三 切实整改 而对于受到评审组赞誉的方面需要保持 使公司的质量管理工作再提高 步

这是谁家的小朋友？弹得好认真啊！完全没有在意风雨的打扰

保安人员早已各就各位、四处巡视、大家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关键时刻看我们的！

17点30分、主持人登场、塚原总经理热情洋溢的致词及敬酒拉开了纳凉会的序幕．．．．．．
开场舞幽默俏皮、活泼大方、舞者个个帅气挺拔、这是韩国的哪个明星组合吗？想不起来呀！错了

、这是我们今年新入社的6位大学生！他们的表演单单用引爆全场、欢乐爆棚几个简单的词语是不能形容
的。他们让几天来一直闷着不肯下来的秋雨也终于忍俊不住、唏哩哗啦的来凑热闹了！

另一位新入社大学生表演的魔术更是吸引了全场的目光、3个圆环在他的手中像中了魔道、想串就串
说分就分。扑克牌的互动更加玄妙、让你在魔术师的身边见证到了奇迹！

最感动的是大学生们表演完毕打出的横幅--「因为我们、所以更好」、欢迎你们！希望青岛荏原的
明天会因为你们的加入而更好！

策划已久的飞镖比赛在员工们的期待中拉开帷幕，比赛以“重在参与，人人有奖”为口号，得到各部门的积极响应，大家踊跃报名，
共有63人参加。

比赛共分六组，活动时间为9月19日至9月28日，每天中午12：20~12：40进行比赛，经过激烈的角逐，小组第一分别为陈世忠、李传
兵、孙雪峰、白羽汉、刘长发、马银光，作为各小组的优胜者代表，6名选手在9月28日进行最后的争夺，最终第一名由孙雪峰获得。为

总工程师：周强投稿
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切实整改；而对于受到评审组赞誉的方面需要保持，使公司的质量管理工作再提高一步.

这是谁家的小朋友？弹得好认真啊！完全没有在意风雨的打扰。
小小年纪如此淡定、已具备大艺术家的修养。

总经理也来为你撑伞啦、表演完节目要给我签名噢！

去年纳凉会的变脸 恐怕很多同事还记忆犹新吧 今年纳凉会前 很

纳凉晚会的现场就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演出继续、精彩不断！欢呼声此起彼伏。

张丽君的一首《传奇》让大家如痴如醉、空灵的天籁之音绝不亚
于天后王菲；贾志宇的《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更加贴近大家的感情、有共鸣者献花献酒、宛如对
待自己的偶像！

《我的太阳》！美女版《我的太阳》！第一句还没唱完、全场便想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
。看似娇弱纤细的小女生、嗓音可绝不含糊、专业的就是不一般。

表示对参与者的感谢，每位参与者均获得纪念奖——1块香皂和1瓶衣领净。比赛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圆满结束。

此次飞镖比赛旨在活跃公司文化气氛，丰富员工业余活动，使员工能够劳逸结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松身心，以更加积极饱满的
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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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不需再多说、看看大家的笑脸吧。

去年纳凉会的变脸、恐怕很多同事还记忆犹新吧。今年纳凉会前、很
多人表示没有看够、还想再看。满足大家的要求、变脸---又回来了！

在京剧音乐的伴奏下、演员走下舞台来到人群当中、看见了美女、握
握手吧？瞬间红脸变成了白脸、吓了美女一跳。接着同事们争着跟演员互动
、白脸变成了黑脸、黄脸、蓝脸、绿脸．．．．．．

如此近距离地欣赏了一把国粹、大家都陶醉了。
演出继续着……员工独唱《突然的自我》、日语班

合唱《如果幸福就拍拍手》、古筝独奏《站台风》等、或
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都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除了周三，几乎每天下班后我们都能听到从第一会议室传来的日语朗读声，透过会议室的窗户，我们能清楚的看到，授课的日语老师认

真专注的讲解着词汇，语法，在白板上挥洒笔墨，指指划划，而台下的同学们则聚精会神的听课做笔记。如果偶而传来一片笑声，那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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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而至的小雨也不能减少大家一丝的兴致、撑着雨伞一样可以干杯、别有一番情调嘛！大家笑
着、欢呼着、和着节拍、跳动着、这是我们的节日、是全体荏原人的盛会！

最后的抽奖活动锦上添花、得奖与否已经不重要了．．．．．．
又到礼花绚烂时！
依依不舍、依依不舍、当盛宴落幕之时、让我们感谢公司并共同期待---明年再

会！
结束语借用今年新入社大学生的话---因为有你我他、荏原明天更美好！

老师在给大家讲解异域的独特文化，如果不是在公司，大家一定会觉得这是在日语学校，因为这样的教学实在是太像模像样了，不仅老师是

最专业的老师，学生也充满了求知欲和渴望进步，这样的场景不由让人觉得羡慕和感动。在我们这样一个生产销售都非常繁忙的公司里，能

获得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如果你足够细心便会发现，其实这只是青岛荏原公司文化的小小一部分。

青岛荏原公司从塚原总经理、副总经理到各级领导向来重视员工的教育培训工作，日语班已经举办了很多期，毕业的学员大部分能掌握

基本的日语会话能力和阅读能力，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工作热情。了解的同事们都知道，教授日语课程的老师都是公司的员工，先后一

共有七八位同事承担过日语班的教学培训任务，奉献自己的休息时间来给大家传授学业，因为篇幅有限，我们就不一一列举说明了，在这里

我们向曾经做过老师的同事们说声“谢谢”。今天，我们在这里着重讲一下今年4月份开办的一期日语班的老师和同学们。请大家认识并记

住我们两位日语老师的名字：黄海燕和张丽娜。

见过两位老师的人 都会说 老师长得真俊 其实 我们的两位老师不仅人长得美 心灵更美 黄海燕曾被公派到日本交换留学 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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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两位老师的人，都会说，老师长得真俊，其实，我们的两位老师不仅人长得美，心灵更美。黄海燕曾被公派到日本交换留学，有着

丰富的阅历，对日本文化有着独特的见解，经常在讲课中给同学们介绍日本文化，并不断开创新的教学模式，寓教于乐，使同学们增长了兴

趣。我们另外一老师张丽娜是日语硕士研究生，有着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知识储备，曾在日语培训学校专门教授高级辅导班，教学经验丰富。

我们的两位老师德才兼备，艺高人美，博得了同学们的喜欢和尊敬。

日语班是我们了解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窗口，意义非同小可。日语班的开办，不仅使没有学习过日语的同事有了新的开端，也吸引了大

批有着日语基础和希望进一步深化的同事们的注意，并积极参与着日语班的活动，在每月一次的日语电影放映中，就有很多同事闻迅而来，

既欣赏了电影情节，了解了日本文化，又能提高自己的听力和语感，这种学习的氛围，着实让人感动和奋进。

现在的日语班，已经进入到培训中期，较之往年同学的上课流失率而言，本次学生人数一直保持着开班前的规模，这也得益于公司领导

的重视和支持，塚原总经理多次过问日语班学员的学习情况，并在纳凉会上邀请日语班的优秀学员做‘随身翻译’，望月副总经理也表示要

近日，从威海市垃圾处理厂二期工程现场传来消息，该工程1号线设备安装施工基本

结束，即将转入电缆及电器安装阶段。与此同时，2号线设备安装施工加紧进行中。

威海市垃圾处理厂二期工程是我公司在中国国内中标并实施的第二例炉排炉垃圾焚

烧处理项目，该项目的现场设备安装于今年3月正式启动，经过7个月紧张有序的施工，1
号线设备安装基本结束，根据业主制定的工程表，该项目将于今年11月5日
点火启动，由于厦门东部垃圾焚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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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各位员工踊跃投稿，一经录用将给予适当奖励。本报编辑：陈亮

在合适的时间举办交流活动，记得在开班前的仪式上，仇副总和大家开玩笑，日语班很多期了，但真正坚持下来的同学不多，这次对你们来电项目现场继续停工中，本工程若能

如期完工，将成为我公司在中国国内

首例完工并投入运营的炉排炉垃圾焚

烧处理项目，这对我公司炉排炉垃圾

焚烧处理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和推广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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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个对比也是考验，希望你们能学好，树立榜样。同学们知道，学好日语，不仅是对工作的帮助

和提高，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所以同学们非常的刻苦努力，学习的精神令人振奋。

虽然本文是为了向我们的日语老师表示敬意，但是我们也借此，向公司领导们说声谢谢，向支持日

语班的同事们说声谢谢，我们也相信，在这么优秀和尽责的老师带领下，这一期的日语班学员定能

取得显著的进步。

有一天，日语班的学员们也将站在讲台上，开始新一轮的培训。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