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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达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文件
三体系作业/销售团队 12 号（2018）

销售团队员工考勤管理规定

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能力，公司已正式使用互联网云技术，这为

销售团队员工的工作考勤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使用这一新型工具既可

简化销售团队员工考勤打卡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又可真实有效地规范出勤

考核工作。因此，公司决定对原销售团队员工考勤管理规定进行修改调整。

特制订本规定。

1．适用范围与使用设备

1.1 适用范围：销售团队所有员工，包括但不限于：团队经理、秘书、

保管员、销售人员、导员及所在地的技术服务工程师。

1.2 使用设备：个人使用的智能手机

1.3 使用软件：云之家

2．使用方法

2.1 所有适用人员在手机端下载“云之家”软件，并注册账号，账号

仅限本人使用。

2.2 使用的考勤功能为“签到”、“工作汇报”、“智能审批”。

2.3 销售团队员工入职时申请云之家账号并完善信息，员工离职时团

队经理通知公司销售管理服务部，考勤数据保存 2 年。

3．工作考勤内容

3.1 考勤签到时间：

工作日签到标准时间：

上午 8:00-8:30 第一次，到达工作现场不得迟到；

中午 12:00-12:30 第二次，不得早退；

下午 13:00-13:30 第三次，到达工作现场，不得迟到；

下午 17:00-17:30 第四次，不得早退。

各地销售团队作息时间以当地政府作息时间为一致，若当地政府对

上、下班时间有另行规定者，以当地政府规定为准。

3.2 考勤工作内容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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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团队经理、销售人员、导员须使用“工作汇报”功能，每天进

行工作汇报及在云之家中填报拜访记录。每个签到拜访的客户都要填写相

应的《拜访记录》，《拜访记录》应真实反映销售员工作内容，包含但不限

于客户名称、联系方式、拜访内容、要达到的目的、目的是否已经达到或

达到某个阶段，联系方式需真实有效便于公司必要时进行回访使用。团队

经理和导员做管理工作时或陪同销售人员拜访客户时，需在拜访记录中填

报管理或陪同内容。

3.2.2 工作汇报操作步骤

打开“工作汇报”模块 → 点击右下角“+”号 → 选择“拜访记

录” → 填入：拜访对象（即客户名称，要填入完整具体名称）、拜访方

式、客户联系人、电话、拜访结果、如有图片可上传。带*号的为必填项。

汇报对象是系统默认的，是导员、分公司经理。

3.3 考勤智能审批

3.3.1 串休审批

串休是指工作日超出八小时的加班时间或非工作日时间拜访客户或

为客户做服务的加班时间，且加班时间有完整的考勤签到上传记录者，可

申请串休。

串休申请过程：云之家首页 → 智能审批 → 串休 → 填写串休信

息、开始、结束时间 → 串休事由 → 提交审批 → 执行。

串休必须提前进行申请，审批通过后执行，不需要再填写假条，系统

将自动汇总出勤数据。

3.3.2 请假审批

请假申请过程：云之家首页 → 智能审批 → 请假 → 填写请假类型

（年假、事假等）→ 填写请假开始、结束时间 → 请假事由 → 提交审

批 → 执行。

3.3.3 团队经理或销售管理服务部负责人收到请假或串休申请后，进

行批复，请假或串休需批复通过后方可视为有效申请，未经批准的串休或

请假视为旷工，每月考勤时，该批复作为批准同意请假或串休的依据。

4．考勤签到方式

使用“云之家”签到功能，按照规定的签到时间，上传定位和实时照

片，实时照片为自拍带客户门前或现场办公场景图片。

4.1 销售人员拜访客户签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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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客户时，到访签到一次，离开签到一次。公司规定每个工作日至

少拜访两个客户。若当日拜访第三、第四家客户仍需进行签到上传照片，

每次拜访客户时到访和离开时间间隔 15分钟以上，否则视为无效考勤签

到。

5．工作考勤考核规定

5.1 销售人员考勤考核规定

5.1.1 销售人员考核方式：严格按照本规定的考勤时间进行签到，工

作日工作满 8 小时。每月 29日至次月 28 日，为一个考核月。签到结果将

作为考勤月基本工资考核依据 ，每月 29日进行统计。无效签到视为未打

卡考勤，无效签到包括：每次拜访客户时到访和离开时间间隔未达到 15

分钟以上者、考勤签到未在办公地点、非办公地点拍照、照片非自拍带工

作场景、不按规定时间签到、无拜访记录或拜访记录未按制度要求填写、

无请假或特殊情况审批等。对于拜访客户的无效打卡签到视为该次拜访客

户无效，不记入当日至少拜访两个客户范围内；对于无拜访记录或拜访记

录未按制度要求填写者视为当日全部打卡无效，记旷工一天。迟到、早退

一次扣款 20元，当月（考核月）累计迟到、早退五次者记旷工一天，考

勤月累计旷工 3 天或全年累计旷工 10天者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销售人员的级别工资是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组成，基本工资为 1800

元，其余部分为绩效工资。基本工资与签到考勤结果挂钩，不按规定进行

签到考勤的，视为旷工。旷工半天扣半天工资，旷工一天扣一天工资，考

勤月累计旷工 3 天或全年累计旷工 10天者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销售人员年净销售额低于 30 万元的，除了以上考核方式外，为了帮

助其提高业绩，销售管理服务部会安排专人实时了解掌握工作情况和工作

进展，以便于对其进行准确的指导帮扶，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式:公司安

排专人与其实时沟通、要求销售人员发送定位截图、并进行视频查看和定

位轨迹查看等。要求销售员积极配合，完成本职工作。若有销售人员拒绝

公司与其进行考勤考核当日的查询沟通时，一次视为当日旷工，考勤月内

累计三次旷工或全年累计旷工 10天者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销售

员必须保证手机的开机畅通及微信可发送定位信息,若手机、微信、邮件

地址更改应需及时将新号码报备销售管理服务部，以便及时更新，如不报

备，销售管理服务部发送给销售员的所有信息视为该销售员已接收阅读并

无异议，若影响销售管理服务部实时了解工作情况，视为旷工。通过如上

方式还不能提高业绩者，公司将安排销售人员到指定地点或返回总部进行

业务能力和产品知识重新再培训，以提高业务能力，拒绝参加培训者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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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工处理。

5.1.2 新销售员考核方式：新销售员考勤签到要求包括以上 5.1.1 所

有内容，除此之外，新销售员拜访客户的有效数量要达到标准，新销售员

拜访客户的有效数量为：入职第一个月 40家，第二个月 35家，第三个月

以后每月 30家，有效数量是指不重复的客户数量。新销售员的工资由签

到考勤工资及有效拜访客户数组成，事假扣款标准为；工资/21.75*事假

天数，未请假或请假未批准仍未出勤者视为旷工，旷工日无工资，新销售

员累计三次旷工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属于有效客户数量不达标

的，在签到考核基础上，每少一家，扣减工资 50元。

5.2 团队经理和导员考勤考核规定

团队经理工资中，基本工资与用于销售管理工作时间挂钩考核，绩效

工资与团队业绩考核挂钩。每月考核绩效工资后，考核用于销售管理的天

数，少一天不予发放基本工资 100 元。

导员工资与培养新人工作挂钩。每带培新人一天，公司支付导员工资

100-200 元，每月支付导员带培每位新人的工资 500-1000 元。每位导员

每月最多可带培两位新人。少工作一天不予发放当天工资。

5.3 工作汇报考核方式

销售人员、团队经理、导员每天将当天工作情况和拜访客户情况进行

汇报（程序参照 3.2），这是签到考核的内容之一，少填一个客户的拜访

记录视同这个客户没有拜访，签到无效。销售管理服务部将安排专人查证

拜访记录的真实性，填报的客户信息、电话必须是真实的，若有虚假填报，

视同旷工。

5.4 秘书、保管员、司机、技术服务工程师考勤考核规定

秘书、保管员、司机、技术服务工程师工资全部与出勤签到挂钩，按

照规定的签到时间和签到方式进行签到:

工作日签到标准时间：上午 8:00 第一次

中午 12:00 第二次

下午 13:00 第三次

下午 17:00 第四次

若当地政府对上、下班时间有另行规定者，以当地政府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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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29日至次月 28 日，为一个考核月。签到结果将作为工资考核依

据之一，每月 29日进行统计。缺少签到记录或者签到不合格（如没在办

公地点定位、非办公地点拍照等），无请假或特殊情况说明的视为旷工，

旷工半天扣半天工资，旷工一天扣一天工资，迟到、早退一次扣款 20元，

当月（考核月）内累计迟到、早退五次者记旷工一天，考勤月累计旷工 3

天或全年累计旷工 10天者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6．考勤考核程序

6.1 每月考核时间是上月的 29日至当月的 28日，为一个考核周期。

6.2 每月的 29 日前，销售团队秘书将统计好的签到出勤数据上报团

队经理审核，团队经理给出考勤扣款等意见。每月 30日前，销售团队秘

书将出勤统计表、工资考核表等发至销售管理服务部邮箱，销售管理服务

部对各销售团队人员出勤情况进行最终考核，并在销售团队各级人员的月

报表中填写签到出勤工资扣减情况。报销售总经理审批，财务执行。没有

销售秘书的区域，由销售管理服务直接考核出勤情况。对于年净销售低于

30 万元的销售员或销售管理服务有疑义的出勤考核，可由销售管理服务

部安排人员直接进行考核。

7.凡考勤中发生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者，公司将依法依规与违规人

员解除劳动合同，处以开除处理。

8.本制度与《员工手册》的关系

本制度适用于销售团队的所有人员，是对《员工手册》的补充，其他

款项仍按《员工手册》执行。

9.本规定的审批和生效

本规定通过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公司总部及公司网站上

公示后生效实施，是公司规章制度的一部分。各销售团队员工应认真阅读，

并签字确认。

本规定自职工代表大会审批通过并公示后正式执行。同时，原使用的

规定《三体系作业/分公司 12 号（2018）》废止执行。

10.本规定的修订

本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将进行总结，若有需要修改的条款，公司将予以修

订，并按法定程序报批，生效后公布执行。

批准：职工代表大会 实施日期：2021 年 月 日 版次/修订：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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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总经理、销售总经理 发至：市级销售团队 办公室存档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