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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第一反应：找方法而不找借口；。 

  

合作是一切团队繁荣的根本。 

 

  

 

 

 

1、流感流行季

节，应避免到

人多的公共场

所去，必要时

应戴上口罩。 

2、注意保持室

内 空 气 的 流

通，开窗通风。 

3、注意休息，

不 要 劳 累 。 

4、可注射流感

疫苗。 

5、应注意个人

卫生，勤洗手。

流感病毒虽然

是经飞沫空气

传播，但病人

的手如果接触

了 自 身 的 唾

沫、鼻涕等，

又去接触其他

东西，很容易

污染被他接触

的东西。此时，

如果你再去接

触 了 这 些 东

西，就很容易

被传染上，所

以，一定要勤

洗手，注意个

人卫生。 

6、在饮食上应

注 意 清 淡 饮

食，多吃含维

生素丰富的食

物，如蔬菜、

瓜果等。 

7、多喝水，加

强排泄。 

8、加强体育锻

炼，注意增减

衣服。 

 

 

 

 

 

 

 

 

 

热烈祝贺我公司与北京理工大学 

成立“产学研合作基地”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推

动公司产品创新转型，在区

政府领导的“牵线搭桥”下，

我公司与北京理工大学机械

与车辆工程学院振动与噪声

控制研究所实现对接。该研

究所拥有军车用智能悬架系

统技术，有意寻找合作伙伴

实现军用转民用。 

12 月 11 日，顾亮教授

一行三人来淄商谈合作事 

 

宜，与我公司就建立产学研合

作基地、智能悬架系统产业化

项目达成共识。12 月 12 日校方

代表顾亮教授，我公司董事长

李安邦先生代表双方签约。出

席签约仪式的领导有区政府刘

承志副区长、科技局李安兴局

长、中小企业局周先胜局长、

白塔镇孙胜晖镇长，北京理工

大董明明教授、王教授，及我

公司王建宾总工、白芹副总。 

 

    本次合作是双赢之举，有

利于人才培养，有利于公司的

技术创新和产品的升级换代，

有利于校企科技经济资源的

整合，未来不但将推动公司科

技创新的步伐，还将推动汽车

悬架系统的升级换代，具有深

远的意义。 

（责任编辑李晴） 

 

 

   

               

为了提升公司质量

管理水平，公司聘请许志

国 老 师 进 行

ISO/TS16949:2009 质量

管理体系提升辅导。12

月 6 日，许老师对公司销

售、采购、生产、设备工

装、技术质量、人力资源、

财务等各部门进行诊断，

了解各部门工作职能分

配及管理现状。后续还将

依据计划对不同层次人

员展开培训。 

 

 

本次咨询辅导项

目的开展，是基于公司

质量管理现状的进一

步提升，希望通过咨询

辅导活动的开展提升

人员素质、提升质量管

理水平，通过质量管理

体系保证产品质量稳

定，降低巨额的不良质

量成本。 

在当前汽车零部

件制造行业产能过剩，

市场需求下降，市场竞 

    东风轻型商用车分公司

车架车间架铆线支架班的李

振是个铆接工，他工作中严

谨细致，严把质量关被大家

亲切的叫“拦路虎”。  

认真落实“三不”（不接

受不良品，不放过不良品，

不制造不良品）。“拦路虎”

李振从他的工位流到下工序

的纵梁都是合格产品，那些

错发、混发、锈蚀及麻点都

被他那火眼金睛给及时拦截

下来了。大家开玩笑的说“你

可是有着双重身份的人呀！

又是铆接工又是检查员。” 

这时李振会对大家说“我们

在生产过程中质量控制，环 

 

环相扣，每一个细微的环节

都需要我们时刻提高质量

意识，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质

量不良。就拿错发和混发纵

梁来说吧，如果错发的纵梁

流到下工序，就会造成零件

装不上不配套，这样就会停

线返工影响工时。如果混发

的纵梁流到下工序后铆接

上的零件型号不对，那将直

接影响到下线合格率。那些

锈蚀及麻点看起来问题不

大，但是下线后经过油漆就

会很清楚的看见有鼓包和

上色不匀现象，这就直接影

响到我们的产品质量及信  

 

誉。”一席话说的大家心服

口服，由衷的为他竖起大

拇指。 

反观我们公司现在出

现的质量问题，我们又是

如何对待的，如果我们公

司多几个这样的“拦路虎”

是不是堆积如山的不良品

会减少、下工序和客户的

抱怨是不是会减少；我们

的成本是不是会降低，产

品是不是会更有竞争力；

公司是不是会赢得源源不

断的订单。 

（技术质量部  孙霞） 

 

 

2014 年公司共发生工

伤 91 次，其中员工手或胳膊

被簧片或模具挤伤、砸伤、

划伤 35 次，脚或小腿被板簧

砸伤 24 次，钢砂、柴油等异

物进入眼睛 9 次，烧伤 6 次，

其他原因导致工伤 17 次。 

 

片保持一定距离，手套破

损及时更换，工作中注意

力集中等，避免不必要的

挤伤、烫伤、划伤及砸伤。 

“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的道理人人皆知。我

们不能为了抓时间赶数

量，而让“安全”悄悄地

下岗，忽视安全工作的重

要性， 要知道有个好身

体，才能享受生活。  

安全工作是一项常

抓不懈的艰巨任务，它不

只是管理人员来进行，更

是渗透于每个员工工作

的每一个时期、每一个环

节。消除隐患，杜绝事故，

确保稳定，是每一个员工

的责任。 

（设备安环部 孙振） 
因设备安环部加大劳保

鞋穿戴的检查力度，员工安

全意识增强，24 次脚伤事件

中，大多数员工都按照公司 

 

规定穿戴劳保鞋，伤情较

轻，只有 6 例骨折，可见在

工作当中，必须穿劳保鞋，

这是对我们自己人身安全

负责。 

除了手套、面罩、耳塞、

劳保鞋等防护用品的正确 

穿戴外，在一些防护不到位

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细心谨

慎，要始终做到按照工艺要

求正确更换模具，与高温簧 

 

为了规范人的行为，使各

个场所整洁、有秩序，于细微

处反映企业管理水平，展示良

好的企业形象，我公司自

2012 年提出“6S”现场管理

要求。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和督

促，现场管理水平较以前有了

很大进步，但是距离真正的

“6S”现场管理的要求还有很

大差距。各区域的卫生状况比

以前好了很多。但是 6S 仅仅

做到卫生整洁是不够的。 

公司技术质量部在 6S 管

理方面走在了其他部门的前

面，尤其是技术上对所有工艺

文件分门别类的整理，有序的

存放，实验室所有试验设备的

定置管理，并且时时保持的很

好。在看看其他区域，有的好、

有的坏，有时好、有时差。究

其原因，主要还是大家对这项

要求的认识还有问题。没有认

识到它的重要性。 

我们要认识到 6S 管理其

目的之一，就是提高工作效

率，解决工作中的忙乱问题，

暴露一些隐形的问题点。不能

有“工作太忙，没时间 6S”

的想法，生产现场管理更加重

要，管理人员更要起到带头作

用，要关注细节，活跃思维，

思考怎样管理现场的产品、设

备、模具、工具、量具，还有

文件资料等，使工作更安全、

更规范、更有效率。 

6S 的最后一个要素是

“素养”，这是 6S 管理的最高

追求，也是最高境界，反映了

人的素养，也反映了一个企业

的素养。 

我们所有海华人都要提

高 6S 管理的认识，把自己所

属区域的 6S 管理做好了，每

个人都做好了，那么公司的整

体水平就体现出来了。 

（责任编辑  李晴） 

 

 

争加剧的大环境下，同

行企业已进入“优胜劣

汰”的白热化阶段。“质

量”成为关乎公司生死

攸关的重要因素。“质

量提升”是 2015 年公

司的重要部署，正负激

励措施必将趋加大力

度。 

（责任编辑李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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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股份（上市名称：

北京汽车， H 股代码：

01958）12月 19日正式在

港交所挂牌，上午 9：30分，

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敲响

北京股份上市钟声，股价平

开，开盘价 8.9 港元，截止

上午 10：00，盘中价达到

8.76元，股价略有下滑，成

交量 4400万股。 

经过 8 个工作日的售卖，北

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成功

引入 10家基石投资者，包括

北汽集团、首钢股份、戴姆

勒和本源品鸿，集资额最多

达 110.3 亿港元，其中首钢

股份昨日晚间发布公告称，

持有北汽股份 10.29 亿股股

份。首钢股份表示，北汽股

份上市前，其持股比例为

16.12%，北汽股份新股发行

后，持股比例将发生变化。

按最新汇率测算，首钢股份

持有的北汽股份的股权市值

为 72.18亿元人民币。 

（责任编辑李晴摘抄） 

 

 

 

 

北汽股份 

香港挂牌上市 

开盘每股 8.9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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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他计较的少。 人为本，质做基，企业大厦平地起！。 

冬季饮食

小常识 
冬季到了，天气

寒冷，有些人在饮

食方面不注意，就

会给身体带来负

面的影响。 

冬天适当吃点

凉菜有利于减肥。

“迫使”身体自身

取暖，多消耗一些

脂肪。  

在冬季应多摄

取含蛋氨酸多的

食物，如芝麻、葵

花子、酵母、乳制

品、叶类蔬菜。 

在冬季不要经

常饮用一些过热

的饮料。温度过高

的饮料可造成广

泛的皮肤黏膜损

伤，蛋白质在 43

摄氏度开始变性，

胃肠道黏液在达

到 60 摄氏度会产

生不可逆的降解

 ，所以不要饮用

过热的饮品。 

香菇味道鲜美

且具有防治流感

的作用，常吃能阻

止血管硬化。 

冬季保健应适

当吃“冷”，常饮

凉白开水有预防

感冒之功效。平时

要多饮水，以维持

水代谢平衡，防止

皮肤干裂。 

怕冷与饮食中

缺少无机盐有关，

应多摄取含根茎

的蔬菜，如山芋、

藕、大葱、土豆等。

          

         

 

 

 

人的一生中，小而言之，

从小时候起，就领受了父母

的养育之恩，等到上学，有

老师的教育之恩，工作以后，

又有领导、同事的关怀、帮

助之恩，年纪大了之后，又

免不了要接受晚辈的赡养、

照顾之恩；大而言之，作为

单个的社会成员，我们都生

活在一个多层次的社会大环

境之中，都首先从这个大环

境里获得了一定的生存条件

和发展机会，也就是说，社

会这个大环境是有恩于我们

每个人的。 

感恩，说明一个人对自

己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有着

正确的认识；报恩，则是在 

这种正确认识之下产生的一

种责任感。没有社会成员的感

恩和报恩，很难想象一个社会

能够正常发展下去。在感恩的

空气中，人们对许多事情都可

以平心静气；在感恩的空气

中，人们可以认真、务实地从

最细小的一件事做起；在感恩

的空气中，做到严于律己宽以

待人；在感恩的空气中，正视

错误，互相帮助；在感恩的空

气中，将不会感到自己的孤

独„„  

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

改变的。不要迷失了自己。老

一辈的人哪一个年纪轻轻就

有车有房呢？珍惜今天的幸

福生活吧，不要过多的强调生  

 

活压力，给自己一个空间。

感恩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

活。  

从成长的角度来看，心

理学家们普遍认同这样一个

规律：心的改变，态度就跟

着改变；态度的改变，习惯

就跟着改变；习惯的改变，

性格就跟着改变；性格的改

变，人生就跟着改变，愿感

恩的心改变我们的态度，愿

诚恳的态度带动我们的习

惯，愿良好的习惯升华我们

的性格，愿健康的性格收获

我们美丽的人生！ 

感恩是会传染的，只要

你心怀感恩，把工作当作生

活来享受，把工作当作爱情 

来追求，像蚂蚁一样工作，

像蝴蝶一样生活，以主人翁

的态度，有一分热，发一分

光，也就无愧于心。领导（老

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同样会感恩于你，回报于

你，给你一个更好的发挥才

能的平台。同时还会拉近彼

此的距离，会感谢你的付出

与服务，收获情感与友谊。

感恩，需要表达。施恩别惦

记，感恩不能忘。只有内心

的感恩是不够的，必须用行

动，用语言表达出来。这样，

你可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做事也得心应手。 

（综合部  毕延军） 

  

你可以精力旺盛地投入工作，

并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 

走过十五个春夏秋冬的山

东海华，她的每一次发展壮大

都离不开员工们的敬业与奉

献。同样，公司为每一位员工

创造了“海阔凭渔跃；天高任

鸟飞”的发展平台和发展空

间。公司与员工是休戚相关、

荣辱与共的生命共同体。海 

 

华的兄弟姐妹们，我们虽不

是一奶同胞，但俗话说：“两

座山碰不到一起；两个人能

走到一起。”我们共同工作、

生活在山东海华这个大家

庭里，是一种缘分，我们要

珍惜这种缘分。工作中难免

有磕磕碰碰的事。我们海华

人要有海一样的胸怀。让我

们相互凉解，相互包容。创 

 

当前的市场竞争日趋

激烈，我们的产品要想在板

簧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就

必须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

产成本。而我们每一位员工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应

当承担起一份“保质量、降

成本”的责任。当你愿意负

起这份责任时，责任心能够

让你具有最佳的精神状态， 

 

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工作氛

围。 

“志当存高远；路自脚

下行。”海华的兄弟姐妹们，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托起海

华的明天！ 

（企管办 杨士鸿） 

 

 

10 月 5 日，我下班后回到宿

舍，进门顺手开灯，坏了，灯不亮

了，这可如何是好，本来今晚我自

己寂寞无聊，不能看书，如何打发

这漫漫长夜，车间有值班的电工师

傅，但我跟他们并不熟悉，再说他

们值班是负责车间生产，对宿舍线

路他们能负责吗？我一个外来务

工人员他们会不会一句话就把我

给打法走。我思量再三，便抱着碰

碰运气的心态到电工值班室，王双

磊老师正在吃饭，看我进来很客气

的问我：“你有什么事吗”没等我

回答，李执彪老师正好进门，听我 

说宿舍的灯不亮了，立马说：“小

王，拿上手电咱去看看。”两位老

师来到宿舍，熟练地检查线路，

很快故障就排除了。事情虽然不

大，但我挺感激两位老师，而他

们很诚恳的和我说：“这都是我们

份内工作，是应该做的。”躺在床

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来海

华公司近一年的时间，在这个大

家庭里，这样的温暖我经历了很

多次。在这里我要向关心过我，

帮助过我的这些好人，真诚的说

一句：“各位老师，愿好人一生平

安。”   （生产部  孙建胜） 

 

 

1.问题反馈及收集 

    质量问题基本是由生产

车间及质量部门反馈过来，大

部份可能只是口头的通知，小

部份是异常处理单的方式。由

于沟通过程及专业技术水平

等原因，收到质量问题后技术

人员应当马上到生产现场再

度确认。如需要要求质量部门

提供基本信息（时间、地点、

人、事、原因、数量等）如有

必要再提供统计数据。  

2.问题确认临时措施 

问题确认后临时措施要

求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

能够正常生产，如需要经过工

程、质量、技术、生产一致通

过后才可执行，一般由质量部

门后续跟踪。 

 

 

4.执行永久措施及验证 

  永久措施一般为模具修

改，图纸修改等；等样件试

装确认合格后，再进行小批

量装配，要求质量部门进行

数据跟踪整理，并进行型式

试验或部份试验。合格后出

具试验报告。 

要求出具模具更改单、图

纸等资料，技术人员跟踪整

个更改过程，并参加样件试

装。如果一次更改不到位，

进入 PDCA循环，持续改进 

5.更改相关技术文件 

更改设计验证合格后，通

知相关部门进行更新技术文

件。  要求对产品作业指导

书、控制计划等相关的技术

资料进行更新，并对变形产

品或近似产品进行分析，确

认是否要改进。如有必要请

填写技术变更验证表，APQP

年审要用。 

对更改过程经验存入自

己的经验库。 

 

3.问题分析及验证 

问题分析要对产品图纸、实物、装配过程及质量部门

提供的数据进行对比，最好技术人员能在现场亲自装配比

较。 要求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 

初步验证，通过一些工具，对产品进行修正验证，如

必要可以进行试样验证，只要通过重复的修正都可以解决

问题，那么基本可以说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是不是

根本原因还要确认。有些问题需要通过试验室试验才行。 

说明：解决问题这条很重要。 

 

外部质量问题可以按照 8D

方法进行处理。 

8D 方法详解： 

1.团队成立 

质量部门收到顾客质量报

怨后，召集相关部门人员；邀

请具备产品及制程知识、能支

配时间,且拥有职权及技能的人

士,组成一个小组，解决所见问

题及采取纠正措施。此小组应

指定一位小组领导人员。 

2.清楚描述问题 

将所遭遇的外界/内部客户

问题 ,以计量方式 ,确认该问题

的人（WHO），事（WHAT），

时（WHEN），地 （WHE RE）， 

 

为何（WHY），如何（HOW）， 

多少 （HOW MANY）。要将

发生的事说的清晰、准确、明

白。 

3.执行和验证临时措施 

根据问题的性质，确定并

执行相应的临时措施，以控制

外界/内部客户问题发生的效

应不致扩大，直到永久措施执

行。 验证所采取临时措施的

效果。临时措施要求： 

①在主机厂处遏制，返工或

筛选。保证主机厂正常生产。

②在供应商处采取遏制措施

（GP12），用于防止更多不合

格件的发运，并收集数据分

析。③供应商必须分析生产流

程中各阶段所有可疑物料（包

括、库存量、外协加工厂、中

转库、主机厂、路途中等）。 

④提供下批次合格零件的准

确日期及防错标识。⑤提供供

应商处代表的姓名、职位及联

系电话。 

4.确定并验证根本原因 

对问题之何以发生，指出

其一切可能形成的原因。再分

别针对每一可能原因予以测

试,以验证真正根因。然后找出

消除该项根本原因的各项纠

正措施。  

5.决定及验证纠正措施 

针对真正的原因，大家群

策群力，并提出纠正措施，每

一纠正措施最好有其它选择

方案，运用生产前试验方案，

用计量方式验证何项纠正措

施可以解决客户之问题，而不

致引发不良副作用，必要时，

应进行一项风险评估，以确认 

是否需采补救措施。 

6.执行永久对策 

执行永久性的纠正措施，

应注意持续实施控制，以确保

根本原因已消除，并监视纠正

措施的长期效果；必要时采取

补救措施。当验证永久对策有

效后，即可以停止临时措施。 

7.避免再度发生 

此时，应着手进行管理制

度、操作系统、作业程序等项

的修改，以防止同一问题及类

似问题再度发生。同类产品、

变形产品举一反三！ 

8.恭贺小组成员 

恭贺小组的每一成员：问

题解决完成后，应对小组成员

的努力予以肯定。  

（技术质量部 阎苗摘抄） 

 

 

一．内部质量问题 

二．外部质量问题 

 

朴实的身影走在繁

华的街上 

繁重的劳作只为小

小的愿望 

孩子的学费老人的

安康 

简单的生活却需要

一生的奔忙 

住着矮棚建立了林

立的高楼 

美化都市又回到遥

远的村庄 

粗淡的茶饭朴素的

衣裳 

 

一点温暖就感动得热泪

盈眶 

平凡的人哪平凡人 

我要为平凡的人们歌唱 

你解说着勤劳你演绎着

善良 

平凡的人哪平凡的人 

我要为平凡的人们歌唱 

你刻画出伟大你塑造出

高尚 

 

为平凡的人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