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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营，就是在某件事情发生以前，就要能预知将有什么状况出现，然后想出必要的对策，静待时机出击。 

  

  

千忙万忙，安全不忘。 

 

   

 

 

 

 

 

 

                   

 

 

张建水，一线

总 成 喷 漆 工

序，工作认真

负责，爱岗敬

业，积极主动，

能完全胜任本

职工作。 

刘振峰，五线

淬火工序，工

作热情高，人

品端正、德行

优良，积极完

成生产任务。 

 

 

国宝金，三线

下料工序，工

作勤恳务实，

积极勤奋，按

时完成上级

领导安排的

相关工作。 

 

 

 

 

 

为减少生产事故的

发生，铭记事故教训，必

须警钟长鸣。公司将每年

的 6 月定为“安全月”，

以此推动全公司牢固树

立安全意识，努力创造安

全稳定的局面。 

  2014 年 4 月 1 日，4

线喷丸进行检修工作时，

密封垫着火用水浇灭，桶

内物质爆燃（可能是稀料

油漆混合物），造成员工

身体多处烧伤。事故影响

很大，引起全厂关注，教

训深刻。 

安全工作必须警钟

长鸣， 强调的是必须树

立全员安全意识。凡是确

认安全了再去做，变“要

我安全”为“我要安全、

我会安全”。亡羊补牢，

毕竟为时已晚，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任何事故 

 

都是可以避免的。 

安全工作必须警钟长

鸣，要求把安全作为生产

过程中第一位的责任。要

积极处理好安全与生产的

关系，生产必须安全，安

全为了生产。要通过事故

教训，不断加深安全第一

的观念和做好有效的防范

措施。  

  一段时间以来，最让

我们揪心的是各种各样的

事故不断发生。看到无情

的安全事故伤害了身边的

一个又一个同事，谁都忧

心如焚。让我们全员行动

起来，以“安全月”为载

体，时时处处牢固树立安

全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

使安全教育成为常态，扎

扎实实把安全工作落到实

处。 

（责任编辑  李晴） 

 

公司设备安环部检修职工董

学红，对待工作兢兢业业，总能

出色及时完成生产检修任务，受

到职工及领导一致好评。董学红

同志不但在日常工作中，腿勤、

手勤、眼勤，及时发现问题，解

决设备出现的问题，保障生产工

作顺利进行。而且开动脑筋进行

小改小革。 

   董学红同志通过仔细观察，凭

借丰富工作实践经验，经过认真

研究及实验，改进了公司行车挂

钩防脱装置，通过现场使用效果

良好。 

原行车吊钩防脱装置，材质

较轻极易损坏，曾多次出现早上

安装好，下午检查已经被损坏情

况，防脱效果不理想，行车使用

安全无法保障，存在较高安全隐

患。检修职工董学红同志，研究

的全新吊钩防脱装置，通过在一

车间行车上近一个月时间使用和

改进，大家一致反应很好。新行 

夏季天气炎热、多雷

雨天气，对我们公司的安

全生产造成了严重威胁和

影响。所以我们特别强调

夏季安全生产中各种防范

措施，结合目前我们公司

生产特点和安全形势，谈谈

个人看法，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安全健康渡过这个炎炎夏

季。 

现在已经进入夏季，

今年 6 月气温较往年同期

就偏高一些，我公司所处

板簧加工行业，夏季是最

难熬的季节，车间里许多

热加工工序，环境温度高，

生产任务重，体力透支较 

严重。公司准备了降温冰糕及

防暑绿豆汤，以防止职工出现

中暑。同时职工个人也要加强

自我防护，主要有以下几点： 

1、暑天工作时职工应穿

着宽松、透气性较好衣服。不

宜贪图凉快赤裸上身工作，极

易造成烧烫伤； 

2、暑天工作时恰当增加

休息的频率，当气温达到35℃

以上，保证充足的饮水。 

3、及时领取仁丹、藿香

正气水等防暑药物，以备不适

时及时服用。                     

4、夏季气温高，晚上易

出现失眠，白天工作时精神不

集中，极易出现安全事故， 

 

作，应事先做好防护工作，

从根本上杜绝安全事故发

生。 

炎热的夏季，高温、雷

雨天气增多，希望大家时刻

绷紧安全这根弦，不但保障

好工作期间的安全，还要注

意交通安全，渡过一个健

康、快乐的夏天。 

（综合部  孙淼） 

车挂钩防脱装置有以下几个特

点：较原装置可靠性高，材质厚

重不易损坏、减少了维修频率，

职工挂链、取链一人可轻松完成。

设备安环部已对新式行车吊钩防

脱装置进行确认，已在各车间推

广使用，消除了行车使用中出现

脱钩的安全隐患，使行车使用更

加安全，更好的保障了职工的人

身安全。 

董学红同志这种肯钻研、努

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全体职

工学习。革新创新是工作智慧的

集中体现，能够促使某一方面的

工作改进，一个创新精神活跃的

公司，才是一个有希望的公司。 

（综合部  孙淼） 

 

创新发展 ，企业的明天更美好 
——行车挂钩防脱装置革新 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 

应保证充足休息。 

夏季炎热干燥，在空气干

燥的时候，更应加强防火的重

要性，我公司火灾风险较高。

喷漆房、淬火工序、油池等重

点工序，油漆、稀料及淬火用

柴油都属于燃、易爆、易挥发

的物质，在炎热的夏季挥发更

快，极易达到其燃点和爆炸极

限。工作中大家更应该注意防

火安全，需要大家注意 以下几

点： 

1、不在现场存放过多的油

漆、稀料等易燃物质。 

2、喷漆房内油漆随用随

取，不在工序内存放过多油漆，

喷漆房周围进行焊接作业等工 

 

夏季安全大家该做哪些准备  

 

 

本报讯   为全面落

实北京海纳川公司“关于

开展2014年‘安全生产月’

活动”的通知精神，深入

开展公司安全宣传月活

动，响应安全宣传月主题：

倡导安全文化，创建安全

企业。海华公司制定安全

宣传月具体实施计划，为

全年保安全总目标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安全月期间，公司成 

立了“安全生产月”活动

领导小组，由总经理全面

负责，主管部门严格抓。

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利

用宣传栏、横幅、标语等

大力宣传安全生产重要

性。提高全员的安全生产

素质，保证安全生产宣传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公司

综合部组织了安全大检 

 

查，及不定时抽查，及时

找出存在的事故隐患，提 

出了合理的整改意见。 

通过本次活动的开

展，广大职工提高了安全

生产意识，增强了安全生

产责任心，达到以月促年，

全年无重大事故的目的，

使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责任编辑  李晴） 

 

 

 

 

本报讯    6 月 4 日至 6

日，在技术质量部的组织安排

下，关于国家实验室认证的前

期培训工作在公司会议室进

行，本次培训以熟悉和理解

17025 准则为目的。辅导认证

的唐玉才老师担任本次培训

活动的讲师，为技术部、质量

部、设备部的相关员工进行培

训。 

本次培训活动共分为五

个培训课时，培训内容涉及

17025 准则的范围，权威编制

机构和具体各个条款的内容

概述。 

   

 

 

培训中，以讲师主讲和员

工互动交流相结合的方

式，帮助员工了解 17025

准则，本次培训工作前期 

准备充分，培训课堂互动

氛围热烈，达到了预期培

训效果。 

（技术质量部  孙霞） 

 

 转眼间 2014 年已过去

一半。回首中国汽车产业过

去的六个月，可谓有喜有

忧、风云变换。 

炎热的夏季却将全国

车市带入了真正的淡季。据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

数据显示：5 月份汽车产销

量环比回落，乘用车及商用

车环比均有下降。更应引起

关注的是，厂家和 4s 店年

中库存压力增加，全国车市

将进入“淡季模式。 

今年 5 月，汽车产销量 

出口继续下降。 

商用车市场产销降幅继

续扩大，与整体宏观经济形

势有直接关系，近几个月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房地

产投资仍然有下滑压力，同

时国四提前消费的刺激因素

也不复存在，因此二季度商

用车整体同比下降的可能性

非常大。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

警，未来五到十年将成为中

国自主品牌的关键时期。在

政策利好的背景下，加强企 

业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

提升成为国家鼓励汽车产

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自主品

牌企业在核心技术和市场

的突围，是我们抓住机会的

关键。 

因此，各车企下半年加

大市场营销力度，确保完成

全年任务乃是重中之重。 

（北汽经研所） 

分别达到 197.58 万辆和

191.12 万辆，环比下降

4.44%和 4.64%。1-5 月，我

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992.8

万辆和 983.81 万辆，同比

增长 9.37%和 8.9%，这仍然

是值得欣喜之处。 

5月我国汽车工业经济

运行呈现如下特点：汽车产

销环比回落，同比增长；乘

用车产销同比增长明显；商

用车产销环比回落，同比回

落；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市

场份额同比继续下降；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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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验室认证培训  

 

 

坚定信心   

勇于挑战   

为全面完成年度任务

而奋斗 

团结协作   

创优争先   

促进公司持续发展 

 

 

 



 

 

 

 

  

 

 

 

 

 

 

 

 

 

 

 

 

 

 

 

 

 

 

 

 

 

 

 

 

 

 

 

 

 

  

 

行动，只有行动，才能决定价值。 以人品带产品，以品质带品牌。 

                                                                                                                                                                                                                                                                                                                                                                                                                                                                                                                                                                                                                                                                                                                                                                                                                                                                                                                                                                                                                                                                                                                                                                                                                                                                                                                                                                                                                                                                                                                                                                                                                                                                                                                                                                                                                                                                                                                                                                                                                                                                                                                                                                                                                                                                                                                                                                                                                                                                                                                                                                                                                                                                                                                                                                                                                                                                                                                                                                                                                                                                                                                                                                                                                             

  

 

 

孙彪，四线组装

工序，服从安

排，踏实肯干，

遵守公司的各

种规章制度，良

好完成了月度

生产任务。 

孙秀英，仓库

管理员，她对

待本职工作兢

兢业业，积极

主动，爱岗敬

业，服从整体

安排。 

崔现富，五线切

角工序，他积极

向上，恪尽职

守，服从上级安

排，按时完成生

产任务。 

 

 

 

 

走

进

生

产

一

线 

 

曾有个月薪三千的妹子，

编的稿件漏洞百出，我怒拍桌

子，她却回了句：“一个月三

千块工资，你还想怎么样！”

琢磨她这话挺有意思，就像我

们买了件便宜货，用不了两天

就坏了，于是宽慰自己：就花

那么点钱买的东西，你还想怎

么样？当然，她的潜台词是，

你给我八千，我自然就做得好

好的。但问题是，老板付薪水

也是一分钱一分货，你必须在

拿三千工资时，先体现出八千

的价值，老板才愿意买单。 

当年我刚入职时工资也

是三千，但第二个月就涨到了

八千。因为每次老板要的文

案，我不仅写到位了，还会拿

出两个以上的版本让他挑：一

个是按他的要求写的，其它则

是我建议的方案。 

当时我没有去想其中的

关窍，只是因为喜欢写作，就

会琢磨怎样写会更好；又因为

珍惜自己的文字，所以觉得出

自我手的文字，都关系我个人

的品牌，于是很用心。在我看 

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带

过二十多个中文研究生后，才 

发现这种态度很稀缺。那些比

一般人多念七年语文的人，竟

连自己写的东西都不愿多看一

眼，文字、标点、语法的错误

触目惊心，对相关的知识背景

一无所知，更别说去关心版式

好不好看，配图美不美了。 

 

 

 

 

 

 

 

他们关心的是要不要加

班，而想做好文字工作的人，

是不会去考虑这件事。因为打

磨文字所下的功夫，是看不到

底的——不然曹雪芹也不会

“加班”十年，还写不完一部

红楼。试问，要做好哪项工作 

不是如此？以“要不要加班”

来评价一份工作好不好的人，

绝不是企业需要的人才，因为

他对工作的态度就是“做了”

而不是“做好”。举个例子，我

公司附近的麦当劳门口，有个

看自行车的大妈，夏天时她都

会给所有的车，覆上自己带来  

 

 

 

每个公司都存有质量问

题，但解决方法有好多种，我

觉得如果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

决质量问题，还是要从每个人

自身做起。 

不论是外部质量问题反

馈，还是内部质量问题反馈，

每个月相似的问题总是不少，

每每在跟一线员工谈论板簧质

量问题时，总觉得隔鞋挠痒，

总是存在一种不到位的情形。

其实本质上还是质量意识欠缺

的问题，而我觉得质量意识应

是员工的一种对质量的自觉、

自省。试想一下，你辛辛苦苦

给家里买了辆车，欢喜之余，

上路开着试试，时间不长就出

了问题，这时你的气愤、着急

和无奈；你再去找商家要求维

修或换货，看着他们爱理不理 

 

如果我们痛恨以上的现

象，我们就只能要求自己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如果

我们不能主动要求自己把

自己的事做好，那就没有

资格去痛恨以上的现象。 

还看过这样一个故

事，生产降落伞的公司，

老 板 要 求 生 产 质 量 为

100%合格，但生产者说不

可 能 达 到 ， 只 能 达 到

99.9%，后来老板将生产者

安排为降落伞的质量试验

者，合格率最终为 100%。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与

自身有密切关联的事情，

一定会做的比较完美，没

有达不到的标准，就看自

身对待工作的态度了。 

（技术质量部 阎苗） 

 

 

的塑料布。顾客取车要走时，  

她还会笑着拧一把湿布，帮你

擦擦坐垫，降降温。她从来没

有开口，但很多人会主动多给

她一块钱，还连声道谢。大妈

和其他看车人的区别，就是“做

好”和“做了”的差距——在

金钱上，差距是一倍；在成就

感上，差距无法估算。 

我完全了解有些新人的想

法：又不想在你这久混，干嘛

那么卖力气？其实，谁会在一

家公司干一辈子？在中国可以

活到 3年以上的企业不到 10%，

向更好的企业、更好的工作迈

进，是我们每个人的征程。不

同的是，优秀的人在哪里都会

垫下坚固的基石，所以越走越

高。 

成为世界五百强的 CEO，

应该是每个职场人的向往吧，

但对于新人而言，小公司也有

小公司的好。大公司就像蔡京

家的厨房，岗位细分到切葱花

都要一个专职的厨娘，你可能

老长时间连切肉的大活都没机

会沾手，更遑论学会做一整个

包子。而小公司人力资源紧张，

同样三千工资不可能只让你切 

 

 

葱花，所以你必须很快学会

做包子，还得会做很多种包

子，当然，前提是你愿意学。 

如果你第一份工作就

进入大公司，庆贺之余也要

提醒自己，公司看到的只是

你光彩夺目的学生时代，在

职场上你还是一个零，有可

能变成正数，也有可能变成

负数。很多人错把所在机构

的强大，当作自己能力的强

大——这也是为什么有些

离开央视的主持人，很快就

被人淡忘。白岩松曾说，让

一只狗天天上央视，就能变

成名狗。但要知道，没了央

视的舞台，不用多久它就会

变回土狗。 

“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

身”。这个“业”不妨这样

解：一是做得好的技能，一

是想做好的态度。有这份

“业”在，不愁找不到舞台。

但这份“业”不是白来的—

—在你月薪三千的时候，就

要像月薪八千那样做事，那

没到手的五千，就是修炼这

份“业”的学费。 

（蒋总推荐 摘自网络） 

 的样子，心中肯定窝火，气急

败坏。 

我们每天有可能买东西，

如果买到东西出现质量问题，

自己肯定会生气，感觉好冤、

有骂人的冲动，这些很容易被

人理解，因为我们处在消费者

的位置。反过来想一想，在生

产车间加工产品的我们，是要

将产品卖给我们的顾客，我们

做的一百个产品中，只要有一

个不合乎质量要求的，就一定

有顾客买到，就一定有我们上

面提到的现象发生，而这个罪

魁祸首，就是我们自己，就是

我们的杰作，这时你还能轻轻

一笑了之吗。 

我们明白生产产品是我们

的工作，在我们足量完成了生

产任务的同时，我们做出的每 

一件产品是否达到质量要求

呢？这是真的完成任务了吗？

是否有一个人在买到了装着我

们做的板簧的车却出现质量问

题时，一个劲地恨我们呢？是

否有人在无情地责备我们呢？ 

 

 

 

 

 

 

 

 

也许有人说是设备存在问

题，这确实是一个硬伤，是短

时间内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

是我们不能否定的原因，但我

们不能完全把责任推出去。要

知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劳动只有分工不同，没

有贵贱之分。                                 

卷耳炉炉前如同“火焰

山”。走近炉前，热浪由脚下

而生，炎热的天气显得不足

挂齿。火热七月，天热、地

热，心更热。面对考验，公

司生产一线的广大员工挥汗

如雨，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

位上。 

虽然条件艰苦，但我公

司广大职工战高温、斗酷暑

奋战在生产一线。在平凡的

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工作，

即便环境恶劣，他们对自己

的工作也没有半点懈怠，有

的只是早与晚的交接，产量

与质量的赛跑。 

 

将持续，公司领导为职

工准备了一片“清凉”，

让职工舒爽在身上、温

暖在心头。每天多频次

给职工发放防暑降温用

品，深切表达了公司各

级领导无微不至的关

怀。         

因为劳动，创造了 

我想正是由于这几

百名以厂为家的海华员

工，才使得公司在这汽

车行业的寒冬中屹立不

倒、发展壮大。 

海华公司的发展需

要全体职工的日积月

累，也需要组织暖情的

涓涓注入。高温天气还 

历史；因为劳动，改变了世

界；因为劳动，壮大了我们

海华公司！  

   从一个个勤劳的身影，我

们看到了海华员工普通而辛

勤的一天。他们是公司的基

石，正是这些默默奉献、挥

汗劳作的广大员工辛勤努

力，才使得公司前行的脚步

更加坚定。在此，也奉上我

们对他们，对基层员工的尊

敬之情。   

（生产部  魏玮） 

 

这两天我看到这样一个

小故事。 

有一次，大野耐一看到

在生产线上的机器总是停

转，虽然修过多次但仍不见

好转。于是，大野耐一与工

人进行了以下的问答： 

问“为什么机器停了?”

答“因为超过了负荷，保险

丝就断了。” 

问“为什么超负荷呢?”

答“因为轴承的润滑不够。” 

问“为什么润滑不够?” 

答“因为润滑泵吸不上油

来。” 

问“为什么吸不上油

来?”答“因为油泵轴磨损、

松动了。” 

问“为什么磨损了呢?” 

再答“因为没有安装过滤器，

混进了铁屑等杂质。”  

经过连续五次不停地问

“为什么”,找到问题的真正

原因和解决的方法，在油泵  

 

轴上安装过滤器。 

同样的问题接而连

三的发生，我们整天疲于

奔命，四处救火。由于我

们缺乏改善意识，或未能

刨根问底，错失了许多改

善的机会，以至问题越解

决越多，所以我们需避免

表面现象,而深入系统根

本原因,也可避免其它问

题。  

（责任编辑  李晴摘抄） 

 

深度发现 

 

当你们梦想伟大成功的

时候，你有没有刻苦的准

备？ 

当你们有野心做领袖的

时候，你有没有服务于人的

谦恭？ 

我们常常都想有所获

得，但我们有没有付出的情

操？ 

我们都希望别人听到自

己的说话，我们有没有耐性

聆听别人？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快

乐，我们对失落、悲伤的人

有没有怜悯？ 

每—个人都希望站在人

前，但我们是否知道什么时

候甘为人后？ 

你们都知道自己追求什

么，你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吗？ 

我们常常只希望改变别

人，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改变

自己吗？ 

每—个人都懂得批判别

人，但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怎样自我反省。 

大家都希望拥有财富，但

你知道财富的意义吗？ 

 

李嘉诚激励员工的励志诗 

 

 

 

 

在
你
月
薪
三
千
的
时
候
，
做
月
薪
八
千
的
事 

减
少
质
量
问
题
，
从
自
身
做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