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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领导莅临我公司检查指导 

本报讯：2013 年 10 月

14 日，省领导一行人莅临

我公司指导检查工作。各

位领导与公司常务副总蒋

昭成一起进入车间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情况，对我公

司多年来为地区的经济建

设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

的肯定。（责任编辑李晴） 

  

日前，在杜塞尔多夫展览

集团公司于上海举行的

2014 年国际管材、线缆及线

材展览会筹备阶段中国介绍

会上，《中国冶金报》记者

了解到，我国汽车行业快速

成长，全面提振弹簧行业，

从而拉动弹簧钢需求，未来

弹簧钢市场前景广阔。 

我国汽车用弹簧钢需求

强劲。据此次会议上的国内

弹簧行业人士介绍，现在交

通运输行业对弹簧需求非

常强劲，包括为汽车、摩托

车、柴油机和铁道等行业提

供配套和维修件弹簧，这是

弹簧行业目前最重要、最有

发展前途的市场，销售额接

近全行业的 40%。其中，汽

车行业的发展惹人注目。今

年 1 月~8 月份，我国汽车

产销分别完成 1401.22 万

辆和 1394.76 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 12.4%和 11.8%，全

年产量有望达到 2120 万辆

的新高水平。相关数据显

示，2013 年~2018 年，汽 

 

今天我们召开第六次战略

发展会议。在开这次战略发展

会议之前，我不得不提醒大家

一些事情。 

   作为企业的主人，我拼命

地使企业发展得更好，使大家

同样工作一天能够在德胜得

到更多的收入，各方面条件更

好，到老了，生活有一定保障。

但我绝对不会虚伪地说，我们

是兄弟。我们永远不是兄弟！

这个必须讲清楚。我办公司一

开始就是按这个原则办的。有

些人说：“那不行，我要回去

啦”，那请你自便。我宁可不

办公司，也不认同你们是公司

的主人。我们之间有明确的分

工。 

   这样我就有一个要求：你

要是不好好干，或者不愿意

干，那么我就请你走人。另一

方面我们也会不断主动提高

我们的待遇去吸引别人。谁离

开谁都不会饿死，都不会走向

绝路。这对你一样，对我也一

样。对我来说你走了，我会有

新人；对你来说，你到别人那

儿干，可能会干得更好，这是

平等的。我们一定要把一些事

情摆到桌面上来。德胜公司永

远不存在谁走了，这个公司就

不能正常运转的情况。我记得

当时陶先生走时，我就说过，

有一句话听起来会不好听，你

走了以后，下一个可能会比你

做得更好。这就是我聂圣哲一

贯做事的原则。后来就培养巴

耀辉。实践证明他就是比陶先

生做得更好，尽管我现在跟陶

先生还是朋友。曾先生走后，

以前他负责的工作现在也比

以前好多了！这就是我个人的

魅力，我是下这盘棋的棋手，

我对每一个棋子都了如指掌。 

于是我们德胜公司永远有

个原则：只要提出辞职的人坚

决不允许挽留。谁挽留，谁违

反纪律。 

今年上半年我们完成了调

资。到了今年年底，我们要逐

步完善养老保险的工作。现阶

段是德胜公司在苏州落户五

年来风气最好的时候，人与人

之间最没有矛盾的时候。只要

有两三个人在这里搅合，公司

的风气就会很糟糕。当然风气

有所好转，与大家的努力是分

不开的。特别是程副总指挥、

虞梦，给了我鼓励，给了我做

出决断的勇气。 

 

在谈战略工作的时候，我们

一定要谈一些人类灵魂深处的

东西，就是公司里职工平等。

我们的关系是合作者的关系，

我们的经济关系就是雇用与被

雇用的关系。这不影响我们的

和平相处。我在公司里还没有

过多地伤害过谁吧？我作为一

个企业的领导者，对大家都很

平等，给大家以尊重。人格上

的平等并不排斥雇用和被雇用

关系，雇用和被雇用关系也不

排斥人格上的平等，这是一种

平等关系。这是我们中国企业

最容易搞错的地方。 

我今天要特别地提出：雇用

和被雇用关系与人格的平等这

两点不矛盾，而且都是必须重

视的，而且把这个贯穿到我们

工作当中会使大家都觉得更融

洽。 

比如说，你凌天足总监如果

对王晓文牛哄哄的，王晓文知

道，一是我们俩在人格上都是

平等的；另外我们俩都是被雇

用的，你牛什么？！但是你要

抓不好工作，你要是把工作搞

砸了，置工作于不顾，那对 

不起，你伤害了公司的利益，

你就要受到处罚。我觉得我们

的领导层里面一定要搞清楚这

些东西。一切为了工作，一切

为了我们的战斗。 

德胜公司品德的力量，最重

要的一个动力就是爱心。我每

天都看到我们的职工很辛苦，

我就不断地跟财务上商量，能

不能渐渐地提高职工的工资待

遇。我们这次调资是主动的，

不是被动的，不是劳动局、人

事局叫我们调资，工人调资一

共是六个档次，行政人员都已

调资，大家都知道了。 

对员工来说，都出生在平民

家庭，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劳动

才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我们又

不是高干子弟，家里边又没有

万贯财产。其实，那种祖上留

下遗产、腰缠万贯的人过得并

不一定都幸福。 

我们每一个管理人员对职

工都要有爱，我对每一个管理

人员要有爱，职工对每一件事

情要有爱。 

今天看到一棵树又被救活

了心里就高兴。一个生命没有

夭折，这里边就有快乐。 

我们心里一定要有爱。最可

恨的就是自私。你们不信的话，

可以看一看你们的周围，从小 

学到中学，那些在班里最自

私的人是不是混得最不好，

你们可以去检验一下。这一

次我们在休宁木工学校的课

程里，有个作业，就是调查

村里边最自私的两个人和最

有爱心的两个人的生活状

况。德胜一定要创造老实人

享天下的气氛，刁钻的人让

他永远见鬼去。最近我看到

美国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

这个世界很奇怪，从古到今，

这个世界基本是掌握在老实

人的手里。当时提出一个论

点，如果这世界掌握在刁钻

人的手里，那就太可怕了。

基本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哪怕它再荒唐，那些伦理的

东西、道德的东西基本上都

是按老实人的价值趋向走

的。所以我今天要花一个多

小时讲我们的价值趋向和爱

心。 

做人一定要有爱心，有爱

心才不会伤害别人，你才会

尊重别人，你才会把事情做

好。一个公司职工最后的品

德的提高，最后的修养的提

高就落实在爱心上。当一个

职工生病的时候，他跟你一

点亲缘关系都没有，但你要

照顾他、关心他、爱护他。

爱心需要勤劳、诚实做基础，

爱心同样要求不走捷径。 

爱心最后可以成为许多

事情的动力。井盖没有被盖

上，因为有爱心，我就会把

它盖起来，以免别人掉下去。

爱心是管理到了最高境界的

时候所不可缺少的东西。 

德胜是有爱心的，但还要

提高。下一步我们各个部门

要从有爱心抓起。诚实、勤

劳基本上都有了根基，现在

要上层次，要高一个档次，

必须有爱心。看到王晓文蹲

在地上装订 120 本课本，他

辛苦不辛苦？是不是应该及

早把工作台做好，让他能坐

在转椅上很舒服地工作？爱

心要贯穿全局。 

年初我们公司变革时，就

有许多人说会不会怎样，翟

工当时就有许多担心，我说

只会变得更好，因为这是一

个吐故纳新的过程，它会使

得许多有爱心的人留下，没

有爱心的人离开。一个公司

只要管理有效了，会使大家

越来越团结，使大家的工作 

 

 

越来越协调。各个部门必须做

到：出口就是爱心，因为有爱

心，我才知道怎么做。我们通

过三至五年的时间，使德胜有

了一支由三四百人组成的内核

队伍。这支内核队伍就是诚实、

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的队

伍。有了这支内核队伍，影响

外围的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就更

没有问题了。 

 

编后语：德胜洋楼成立
于1997年，员工不足千人，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农民
工构成的建筑工人。其主
业是设计和建造美制木结
构住宅，中国俗称“美制
别墅”。公司目前营业额近
6亿元人民币，在很多人看
来，还仅仅是个“中小企
业”，但它占据国内这个领
域 70%的市场份额，是一
个典型的“小领域中的大
企业”。 

其成功之处在于积累
了一套将农民工训练成高
素质的产业工人的理念和
方法，其《德胜员工守则》
被国内管理专家评价为
“它是一本中国企业管理
的｀圣经＇”。 

德胜在所有管理人员
的工牌上都有一句话：“我
首先是一名出色的员工”。
它时刻提醒每一位管理者
不要以管理贵族自居，不
要高高在上，而要对每一
个下属平和对待，对每一
个员工的请求及时回复，
踏实、认真地处理每一件
事情。 

（主编辑白芹选摘）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0 月份以生产部为核心、在各部

门共同努力下，公司出色完成了 10

月份产销任务。其中变截面板簧生

产 2041.39 吨，总产量 4032.66 吨，

再创历史新高。公司对全体员工，

特别是生产部员工的奋发努力给予

通报表扬。11 月份生产销售任务依

旧艰巨，主机厂订单 4593 吨，公司

确定生产计划 4060 吨，其中轻量化

变截面板簧 2100 吨。希全体员工继

续保持勤奋、高效、密切配合的工

作态度，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 

虽然是自主乘用车领域的

后来者，但北汽自主品牌的发

展态势却呈现后发制人的趋

势。北汽股份副总裁梁国锋透

露，今年 1 至 10 月份，北汽

自主乘用车实现 13.6 万辆的

销量，今年将实现 19 万辆的

销售目标，这对于一个 2011

年才有产品上市的乘用车企

业来说实属不易。 

    

 

 

根据 wind 统计数据，从

沪深两市 21 家汽车类上市

公司发布的三季度业绩报

告来看，15 家公司保持业

绩较快增长，占比达 71%。

业内人士表示，第四季度通

常是汽车的消费旺季，汽车

行业高景气度值得期待，但

行业内不同车企之间的利

润分化或将更加明显。 

就今年前三季度业绩而

言，从营业总收入来看，上

汽集团仍然高居榜首，1-9

月实现 4216 亿元的总收

入；亚星客车是整个行业的

“小弟”，前三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 8 亿元。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来看，上

汽集团 1-9 月净收 180 亿

元，高居榜首；亚星客车的

净利润下滑幅度最大，公司

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3539

万元，同比降幅高达 271%。

此外，一汽夏利净利润下滑

严重，前三季度亏损 9929

万元。公司表示，业绩下降

的主要原因是天津一汽丰

田汽车有限公司产销量同 

 

 

 

   刚刚过去的 10 月份，北汽

自主乘用车单月实现超过2.5

万辆的销售成绩，其中轿车(E

系列、绅宝)销量达到 9000

辆，威旺品牌实现 1.6 万辆的

月销。“北汽自主乘用车已经

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发展。随着

更多产品的推出，北汽自主也

将走向新的发展阶段。”梁国

锋表示。 

    

 

 

11 月 1 日，在北汽顺义高端

乘用车生产基地记者看到，目

前该工厂还仅生产绅宝 D 系列

车型，相关人员介绍，北汽的

SUV 车型 B40 已经确定在 12

月 28 日上市，明年还有一款代

号为 C50 的中级车上市，届时

这两款车也将在顺义高端基地

生产。（责任编辑李晴摘自机

电大黄页） 

 

 

 

北汽自主乘用车今年将销量 19 万辆 

车行业每年至少仍有 5%左

右的增长。汽车用弹簧需

求将持续增长，弹簧钢需

求也将同步增长。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弹

簧钢的发展趋势，是向经

济性和高性能化方向发

展。国外现有弹簧钢牌号

比较齐全，力学性能、淬

透性和疲劳性能等基本上

可以满足目前的生产和使

用要求。如日本近年来开

发出 UHS1900、UHS2000、N

D120S 等耐腐蚀疲劳的高

强度弹簧钢和 SRS60、ND2

50S 等弹减抗力优良的高

强度弹簧钢。值得注意的

是，高强度弹簧钢新钢种

的开发，必须在提高钢的

力学性能和应用性能的同

时兼顾其经济性，才能被

广大用户所接受。 

（责任编辑李晴摘自机电

大黄页） 

 

比下降，导致投资收益较

去年同期下降，同时受汽

车消费升级的影响，经济

型轿车市场出现负增长，

竞争激烈，关停了部分老

夏利产品，产销量亦受到

一定影响。 

从营业总收入的增速

来看，广汽集团拔得头筹。

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43%，

主要在于 SUV 车型 GS5 获

得市场好评，报告期销量

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第四季度汽车行业内

部或将继续分化。投资机

会方面，中信证券日前发

布研报指出，日系乘用车

最有望实现高增长。此外，

SUV、大中客车、重卡等车

型的销量增速料也将出现

回升。 

（责任编辑李晴摘自网

络） 

 

 

我

国

汽

车

用

弹

簧

钢

需

求

强

劲 

 

 

 

 

 

李执文，一线

回火组长，有

丰 富 工 作 经

验，带领小组

成员圆满完成

了十月份生产

任务，团结并

主 动 帮 助 组

员，小组成员

共同进步。 

孙启强，3 线切

角组长，在十

月份的工作当

中，遵守公司

各项制度，按

时超额完成任

务，任劳任怨，

积极主动配合

领 导 各 项 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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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steel.cn/area/shanghai.html
http://www.opsteel.cn/resource/-guancai.html
http://www.opsteel.cn/variety/tanhuanggang.html
http://product.auto.163.com/
http://product.auto.163.com/brand/1703.html#LT4001
http://product.auto.163.com/brand/1703.html#LT4001
http://www.opsteel.cn/steelworks/xingangA.html


 

 

 

 

  

 

 

 

 

 

 

 

 

 

 

 

 

 

 

 

 

 

 

 

 

 

 

 

 

 

 

 

 

 

  

特约通讯员：毕延军    孙淼    闫苗    孙霞    周锋    李燕    李克  

每个公司都有一批老员

工，他们和公司一同成长，为

公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刚刚

踏入公司的新员工，面对着这

样一群年纪比自己大，经验比

自己多的老员工们，心里的忐

忑不安是可想而知的。那么，

怎样才能博得这些老员工的

“青睐”，少走弯路，在风起云

涌的职场中获得宝贵的经验

呢？面对严谨治学型老员工： 

  案例一：小陈来到这家公

司已经有几个月了。根据他的

观察，他所在部门的同事老张

年过四十，是个一丝不苟的人。

早上谁迟到了五分钟，谁的办

公桌没有打扫干净，他都一清

二楚。这天，他慢条斯理地走

近小陈身边开口了：“小陈，你

写的这份宣传资料我看了，你

看看，标点符号用错了多少？

这样的东西如果拿给总经理 

世界如一面镜子：皱眉视之，它也皱眉看你；笑着对它，它也笑着看你。 

看，他对我们会是什么印

象？标点符号跟汉字一样，

是我们从小到大都在学的

东西，这都用不好？„„”

老张滔滔不绝地批评着小

陈的用“标”不当，小陈只

有听着的份。 

  从那以后，小陈做事分

外小心。早上第一个到，下

班最后一个走，写每一份资

料都仔细斟酌，打每一个电

话都用心揣摩，力求做到最

好。久而久之，这样做的结

果是，在几个一同进公司的

年轻人当中，老张对小陈特

别欣赏，经常在业务上对他

进行指点，小至一份合同的

撰写，大至跟客户打交道的

技巧。除此之外，老张对公

司的一些人际关系也隐约

向他说明，避免小陈无意中

卷入“派系”斗争中去。 

 

 

 

 

 

庞统做知县——大材小

用。这句妇孺皆知的歇后语来

源于《三国演义》第 57 回。

刘备虽久闻庞统大名，但亲眼

见到“貌陋”的庞统后不大高

兴，勉强委以耒阳县令一职。

张飞巡视期间发现庞统荒于

政务，于是兴师问罪。熟料庞

统“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

内听词，曲直分明，并无分毫

差错。不到半日功夫，将百余

日的公务，全部妥善处理完

毕”。刘备闻之大惊：“屈待大

贤，吾之过也。”遂下阶请罪，

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 

以貌取人，误人误事的案例

古今都有。在这里单单拿庞统

说事，不仅因为庞统是大才，

更重要的在于庞统有“自知之

明”。他既知道自己相貌丑，

一旦遇上“以貌取人”的主不

会有好结果，孙权弃之不用便

是明证；同时庞统也知道自己

“肚子里有货”，即便有人因

为相貌丑陋而看不到自己的

“匡时济世之才”也很正常，

不能一味地怪人家不能知人

善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庞

统极强的自尊心，虽然自己明

明怀揣着当世大才鲁肃、孔明

的荐书，却仍旧不想假借他人

的名号为自己的前途铺路，这

样的胸襟和气魄，不恰恰正是

孔子所推崇的“人不知而不

愠” 的君子境界吗？ 

反观钟馗，同样因相貌丑陋

怀才不遇，但他既没有庞士元

那样的胸襟，更没有庞统那样

的业绩。传说钟馗“文武全修，

豹头环眼，铁面虬鬓，相貌奇

异，然经纶满腹，待人正直，

获贡士首状元不及，报国无

门，抗辩无果，怒撞殿柱亡”。

人们每谈及此君，多抱惋惜之

情。然则在我看来，钟馗胸怀

不够宽广，对别人的误会容易

恼羞成怒，甚至自暴自弃，其

为人、行为均不足取。 

俗话说的好，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即便位极人臣

者亦难免肉眼凡胎，古往今来

也有不少怀才不遇、报国无门

者抱憾终身。这个时候我们不

能怨天怨地怨社会，唯有像庞

统那样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敝

帚自珍、以待时机。 

（责任编辑李晴摘自网络） 

 

 

 

 

 

 

劳动心理学认为，不同行

业、不同职位要求员工有不同

的心理素质，不同的心理素质

反过来又会影响工作效率和

工作质量。质量工程师主要从

事的是质量管理工作，对心理

素质当然就有自己的特殊要

求。质量工程师是专门从事质

量管理工作的人员，除了必须

具有相应的质量管理知识、专

业知识和必须具有相应的思

想素质、智力素质及身体素质

外，我认为，还应当具有必要

的心理学知识和相应的心理

素质。  

首先，质量工程师应当具

有开朗热情的气质。在企业的

各种管理体系中，质量管理可

能是最开放的系统，上至企业

最高管理者，下至一线工人、

后勤工人，质量管理人员都要

打交道。财务、环境、生产、

技术等管理体系都难以与之

相比。所谓全面质量管理的

“三全”（“全过程”、“全企业” 

“全员”），正反映了质量管理

的这种全开放系统的性质。而

这种全开放系统的性质，就要

求质量工程师具有外向型的

性格，开朗、活泼、主动、热

情、善于交往。从专业技术岗

位选配到质量管理岗位上来

的工程技术人员，由于原来工

作的特殊性，往往性格内向、

孤僻、对人冷漠、过分注重细

节、缺乏组织才能，应当改变

这种心理状态。对于年轻人来

说，如果你的志向是做一名质

量工程师，那么先应当对自己

的心理特征有所把握。如果你

是具有抑郁质气质的人，且又

不能转变，那最好还是放弃当

质量工程师的打算为好。一般

说来，抑郁质气质的人表现不

生动、不活泼、反应速度慢、

动作迟缓、情绪阴沉，具有明

显的内向性。如果从事质量管

理工作，在与人打交道时必然

存在一定的困难，因而不宜在

质量管理部门工作，特别不宜

做质量管理部门的领导工作。 

其次，质量工程师应当具

有善于与人沟通的技巧。事实

上，在企业中，质量管理工作

主要的还并不是技术工作，而

是与人沟通的非技术工作。开

展教育培训、建立质量管理体

系、进行策划和评审、实施监

视和测量、组织质量改进等

等，都离不开与人打交道，  

如果没有与人沟通的本事，对

别人的意见难以理解，不能有

效地将自己的意见传达给他

人，又怎么进行管理呢？例如

处理不合格品，对操作者产生

不合格品的心理因素没有进行

认真的调查分析，对生产管理

人员的情绪不去把握，对具体

处理中的意见沟通研究太少，

就可能处理不下去。  

再次，质量工程师应当具

有坚定而不固执的性格。实际

生活中，哪怕是解决一个小小

的质量问题，也难免有意见纠

纷，甚至争吵不休。在企业中，

质量毕竟与数量、进度、成本

等等都会构成矛盾，各相关人

员站在自己所处的角度，总会

对质量管理人员提出的解决方

案有这样那样的意见，甚至表

示出强烈的反对意见。例如你

要对某个部门的工作进行监视

和测量，该部门很可能因此而

表示不满，采取某些方法来阻

挠，或者与你发生争论，或者

用假象加以掩饰。作为质量工

程师，如果意志不坚定，随波

逐流，一味无原则地迁就顺从，

就很难搞好质量工作。质量工

程师应当是理智型、独立型的

人，冷静、善思，长于独立思

考，乐于发表不同意见，有较

强的自我控制能力。但是，也

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不过早

下结论。如果性格偏颇、固执，

一味坚持己见，不仅不利于解

决质量问题，而且还会影响人

际关系，给今后的工作带来麻

烦。  

  最后，质量工程师应当懂

得一些心理学知识和方法。质

量管理本质上不是对物的管

理，而是对人的管理。人非草

木孰能无情？不管是企业管理

者还是一般员工，都有自己的

认知、感情、意志等心理特点。

在与他们交往中，如果能够较

好地把握这些心理特点，肯定

有助于双方意见的沟通，使相

关的管理工作顺利进行。而要

能够把握人的心理特点，不懂

一些心理学知识显然是不行

的。与人沟通，还要讲究方法。

沟通本身就是心理学的研究对

象，也需要心理学的方法技巧。

例如要善于把握对方的心理特

征和情绪动态，要学会一定的

心理分析方法，要掌握帮助别

人排泄心理压力的技术…… 

（主编白芹选摘） 

 

劳保用品穿戴好，遇险可把生命保。 

 

安全是企业的生命，因为

安全是效益的保障；安全是员工

的幸福，因为安全是幸福的根

本；安全是一种理念，因为安全

牵扯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安全是一种文化，因为所有人都

必须遵守安全。 

安全生产是企业的首要使

命。安全与效益并行，事故与损

失同在，如果说企业是远航的舰

船，那么事故就是航线上的暗

礁。每一次安全事故的发生，企

业总是损失的最终承担者。我公

司下半年到十月份，大大小小工

伤共有 54 例，其中住院有 9 例，

为照顾因工受伤职工，公司除支

付医疗费外，还为其支付陪护费

以及工伤补助等福利性款项，最

大限度地保障了职工的生活需

要。另外，企业因此造成了人员

不稳定，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

能力，影响了整体运营效率。所

以，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

全！ 

安全是幸福的根本，安全

人人抓，幸福千万家。如果说幸

福是一颗颗结满了甜蜜果实的

大树，那么安全就是栽培了森林

的沃土。安全是每个人幸福中的

一部分，如果缺少了安全，幸福

将无从谈起。安全是家庭幸福的

保证，事故是人生悲剧的祸根。

从我公司一例例的工伤来看，尽

管大部分事故造成的伤害已慢

慢恢复，但对事故受害人的全家

所造成的恐惧，必将终身难忘。

可这一切都源于对安全的麻痹

大意，这一切都源于安全意识的 

淡薄。唯有安全常在，幸福的 

花朵才能盛开。 

安全是一种理念，人人讲

安全，事事为安全。时时想安

全，处处要安全。安全体现在

意识形态上，就成为一种理念，

一种工作、生活中自觉维护的

思想观念。这种理念能在实际 

中发挥巨大的作用，确保人的

安全状态不出现纰漏。同理，

一旦安全理念发生了动摇，安

全意识出现了麻痹，那么事故

就见缝插针，不期而至。公司

曾有一位职工将手放至机械吊

台下方，明知是不安全的操作

却依然不改，就是这个习惯性

的违章动作造成了手指骨折。

安全事故带来的残酷现实让人

难以接受，可安全理念的严肃

性也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安全是一种文化，以人为

本，安全第一。安全文化是保

护人在从事一切活动中，实现

消灾免害的大安全的文化。它

是人类文化宝库中最宝贵、最

基础、最重要的部分。安全作

为一种文化，具备鲜明的时代

性与实践性。当一种安全文化

的团队形成之后，对一个团队

的影响将是持久的。 

生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

只有一次，唯有安全人人抓，

幸福才能伴随你我他。让我们

认真感悟生命的价值，理解安

全的意义，做到安全生产，使

我们国家昌盛，企业兴旺，也

让我们幸福美满，让整个世界

多一份欢笑，少一点悲哀。 

（通讯员毕延军） 

 

 

  小陈感叹：姜还是老的

辣！如果自己自恃能力，大

而化之，不愿意认真对待每

一件小事，不把老员工放在

眼里，那么倒霉的很可能是

自己！ 

  案例分析：在每个公司

里，都有老张这样的老员工

存在，他们年纪相对较大，

对公司忠诚，做事认真，严

于律人律己，力求做到完美。

这样的人对刚进公司的新员

工抱有很高期望，希望新员

工能够给公司带来新气象和

活力，当新员工不能达到自

己的要求时，他们往往“恨

铁不成钢”。 

  职场技巧：要想获得这

种老员工的好感，不用奉承，

不用套近乎，只要兢兢业业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

（责任编辑李晴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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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工程师应具备的素质  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王学东，二线

组装组长，在

十 月 份 工 作

中，遵守公司

规章制度，服

从领导安排，

团结职工，任

劳任怨、保质

保量的完成了

生产任务。 

刘道国，四线

切角组长，为

人谦虚谨慎，

在十月份埋头

实干，出色完

成了领导交付

的各项任务。

是大家学习的

榜样。 

王雪蓓，财务

职员，在工作

中热情大方，

积极上进，获

得众多员工的

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