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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飞逝，似乎一眨眼又到了新一期简报发刊的时

间。 

 

在过去的六周里,参与到共一项目的每一位成员都投

身于了用户验收测试第一阶段。成员的满腔热忱和

正确肯干的态度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有利于

共一项目成功实施。 

 

我们在仓库管理系统接口和电子数据交换建立等一

系列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活动进展。 培训是对于共一

项目来说一个极其关键。有关于各部门的培训规

划，我们也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在这期简报里,与往

常一样我将会向您更新有关于这些活动主要的最新

动向以及关键性即将执行活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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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瑞典关键项目活动最新动向 

 - 用户验收测试第一阶段 

          - 共一项目团队成员会面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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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活动计划动向 

           - 主要活动计划 

           - 培训培训师&培训终端用户 

 

 全球政策规定 

 ColArt柯雅：你&全球 

 

 

如果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或者推荐给下一期Project One共一

项目简报的文章,请通过以下邮件地址与Jing Huang (黄晶）

取得联系。 

Email: J.Huang@colart.com  

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Project One 共一项目  

英国&瑞典关键项目活动最新动向 

ColArt United!                             

Better for you, me and us!  

在用户测试第一阶段启动之前，为了确保我们的测试的成功执

行,业务流程负责经理们为用户们提供了很好辅助性培训, 这

帮助他们对此建立了信心。 

 

用户验收测试第一阶段 

在上一期简报里，我们提到了用户测试的第一阶段UAT1是测试

系统的全球模板和基本功能是否适用于英国和瑞典。 

  

在紧张的两周测试里， 我们测试了财务的20个流程，供应链

的22个流程以及商业客户服务的18个流程。各部门的各种系统

问题都已查明，然而，我们高兴地向大家呈报，我们没有发现

系统的大的问题。 

在UAT1过程中，我们见

证了现实中的 “柯雅

联合“，我们的员工是

如何跨越不同的国家区

域，通过不同功能部门

一起执行一条商务流程

链共同合作。我们相信

所有我们发现的问题一定将会在规定的计划时间里取得解决。

我们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提供和给予最有质量的匹配的区域

要求的解决方案。 

 

共一项目团队在此特别感谢所有参与到我们UAT1会议的每一

位，英国区和瑞典区的所有努力积极参与的业务流程负责人以

及给予帮助的所有法国业务流程负责人。 

 

我们在上一期特别介绍了业务流程负责人团队，这一期，我们

希望向大家提及一下我们共一项目英国和瑞典阶段的所有团队

成员。整个过程中，他们会一直细致到位地引导我们完成整个

M3系统实施的旅程。 

Meet the Project One Team 
 

            项目赞助人                                       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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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财务官                                         信息技术总监                           项目经理 

 

                       全球IT资源   

 
 
 
                
              
 
                                Robert Doyle                                                     Kam Saran  

                                 业务流程经理                                                    业务流程经理 

 

                                                  变更管理 
           
 
 
                 
             
 
                                 
                                   Harsa Beagley                                                  Jing Huang      

                            英国 & 美国区 人事经理                            企业商务变更 & 培训协调 

Functional Area Number of Tests

Financial Accounting 21

Financial Controlling 1

Procurement 7

Product Data Management 2

Sales Management 15

Supply Chain Execution 7

Supply Chain Planning 8

Grand Total 61

柯雅联合！是你，我，还有我们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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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全球规定政策SharePoint 页面链接 http://one.colart.com/Policies%20%

20Procedures/Forms/AllItems.aspx 

  

其中有10本已通过审批的人事管理全球政策规定能清楚地指导所有柯雅每一

位职业管理人，在公平的管理环境下如何调动员工们积极性，激励他们尽可

能最高标准的发挥他们的特长。如果不了解，不执行和不交流这些政策规定, 

是很难在柯雅成为一位优秀领导管理者的。这些人事管理政策规定如： 

绩效标准考核 

HR 006 Performance Appraisal 

行为守则 

HR 005 Code of Conduct 

薪酬规定 

HR 004 Remuneration Authorities 

英国分部处分和申诉程序 

HR 008 Disciplinary and Grievance Procedure UK  

 

发展全球政策规定绝对是共一项目成功的关键所在,全球政策规定为我们需要

做什么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向. 

  

现已审批完成的政策规定一共有37本，分属不同业务功能。目前仍有17本政

策规定仍在继续修订中，如： 

 

供应链 

采购订单和配销订单管理政策 

 

生产 

物料清单工艺路线&变化政策 

生产规划政策 

分包管理调度和执行政策 

产品召回政策 

 

财务与操作运营 

产品成本制定政策 

  

为什么全球政策规定非常重要? 

所有的政策规定将提供给每一位员工工作指南,您通过它对ColArt的工作方式

了解, 这样我们能确保全球性一致性地开展运行我们业务.为了确保我们每一

天每一月每一年在集团公司每一位员工的工作质量，学习和理解全球政策规

定对于为一位员工来说是个重要的基础。 

 

我们将会给予最大的支持，欢迎提交政策学习培训需要。 

 

“共一项目的目标之一是确保我们的全球政策规定是到位。 这不仅将确保我

们有一个一致的工作方式,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球工作准则指南。” 

- Connie Li  共一项目管理经理 

我们希望您给予共一项目一个全球视野角度的看法。 

您的热情,您的开诚布公，有助于整个集团创新发现和最高质量获取。

这些正是柯雅ColArt价值所有。 

 

这一期我们诚挚邀请了英国区供应链配销中心执行经理Paul Woodward

的参与，同时他也是我们的共一项目地区项目经理。 

 

“ 它似乎听起来并不可能,英国团队成员致力于共一项目的执行时间已

经超过6个月了, 我一直在反问自己，时间到底飞

去哪了！ 

 

目前, 我们需要通过两个不同的系统管理英国与

勒芒之间每周多个采购订单,这个冗长繁琐站点间

配销订单的流程程序主要由勒芒Le Mans团队负

责。  

对于我们供应链业务部门的测试来说，使用一个单一的全球企业资源规

划管理（ERP）系统平台业务取得了很多优化： 

-区域行政工作减少 

-英国财务纸张发票检查消除 

-两个仓库使用和控制透明度 

-Kidderminster仓库库存安置活动减少的可能性 

 

共一项目，一个积极有效的实例, 将给我们所做的工作带来积极正面的

影响。“ 

共一项目Project One  

关键活动计划动向 

Project One 共一项目 

全球政策规定 

ColArt 柯雅  

你 & 全球 

主要活动计划：  
 

 UAT1问题解决方案 

 仓库管理系统接口 

 英国客户电子数据交换信息 

 用户验收测试第二阶段UAT2 

 

如果UAT1用户接受度测试第一阶段是共一项目的发动机，那么问

题解决方案就是确保共一项目平稳运作的发动机机油。 

 

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为UAT1中的发现问题找到解决方案。 其目

的是为了改进和优化系统(系统流程和数据)以及满足用户的需求。 

我们也将积极主动地实现这一创新。 

 

这一结果将会是一个综合性的决策，这个决策取决于财务，商业，

以及供应链部门的所有关键用户。这些也都决定于良好的交流。确

保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和最高质量实施，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团队

精神。 

 

 

一旦这些解决方案到位，我们将进行用户验收测试第二阶段UAT2。 

因此，如果我们的关键用户能越积极地参与,解决方案将会越有

效， 而系统上线反响也将会越好。 

 

培训培训师&培训终端用户 
 

这是我们在未来几个月的培训计划： 

三月：商业关键用户回访Le Mans团队第二次。 

四月：英国供应链团队商访Le Mans法国业务流程负责人团队接受

“培训培训师“项目的培训以及初步商业部终端客户培训开展。 

我们认为这种全球开放性的合作将会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待所有

的关键用户从勒芒Le Mans商访之后，他们的终端用户们将会得到

最佳效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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