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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是团队的前提，精神是团队的灵魂。 经营从心开始，什么事都会迎刃而解。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产品质量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只有在生产过程中

的每个环节，严格按照生产工艺和作业指导书要求进行，才能保

证产品的质量。 

可是“质量是生产出来的还是检验出来的”这个话题，一直

以来成为企业界争论的焦点：生产者说质量是检验出来的，劣质

产品流入市场是检验员没有把好关；检验员说质量是生产出来的，

生产者如果不制造不合格品，市场上就没有劣质产品！时至今日，

很多的公司，一但有品质问题，就把责任往品质部门推，认为这

就是品质部门的责任，因为很多公司都存在着这样的错误观点： 

容许少数的不良，意外的瑕疵是无可避免的； 

品质是品管部门的责任； 

只重视产品的检验，检验人员需要负责解决瑕疵品； 

出了问题，都觉得是品质部门的事情。 

我想许多做品质工作的朋友，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感受。

往往写报告时，品质部一个人完成，其他部门基本上不管；老板

觉得品质不是很重要，研发很重要，赚钱才是最重要的。所以，

品质部门在公司并没有什么地位，往往说了几句真话，就该被闪

人了。 

那么，产品质量到底是生产出来的还是检验出来的呢？ 

首先我们要分析先与后、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众所周知，产品生

产在前，检验在后，换言之，只有先生产出产品，才能检验，如果没

有产品就无从检验，何来优劣的结果？显然：生产是主动的，检验是

被动的。只有在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严格按照生产工艺和作业指

导书要求进行，才能保证产品的质量。如果忽略过程控制，只靠检验，

是不可能保证产品质量的，因为质量检验，只能剔除次品和废品，并

不能提高产品质量。也就是说，质量控制的重点决不能放在事后把关，

而必须放在制造阶段，即生产过程阶段。 

1：为什么会出现品质问题？ 

产品开发前问题不处理好，量产直通率太低，就希望靠着品质救

火，想靠提高检测的频率，从中降低瑕疵品或不合格品；加入返工料，

不合格物料，却没有事先经过测试验证，没有准确的产品质量波动情

况认知；客户催着要货，上面施压，老大就根据自己的所谓的实际经

验说话，对于不在标准范围的产品，实施特殊放行，导致产品问题；

行业提高了产品的质量标准，公司还依旧按照原来的标准生产；生产

过程中出现非人为的品质问题，却又不在检测频率范围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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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的真实案例 

 

 

案例一： 

 

某汽车配件，使用某公司生产的 ABS（750SQ），用了 3.4 吨后，

发现用该原料制造的塑料件表面均有黑点，造成产品不合格，造成了

巨大的损失。 

 

案例二： 

 

某公司生产白色膜用于奶膜，所有的检测项目都合格，所以方法

出厂，但是薄膜生产商在使用的时候，发现母粒味道比较难闻，后来

就进行投诉。最后导致，几百吨的订单，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品质问题，

黄了。万幸的是，使用商没有把薄膜生产出来，不然后果就真的不堪

设想了。 

 

案例三： 

 

某公司生产的工程母粒，由于对颜色控制不严格，导致使用公司

生产的塑料件产生色差，从而导致客户不再使用该公司的塑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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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塑料件产生色差，从而导致客户不再使用该公司的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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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全方位控制产品质量 

产品在设计阶段就基本定位了，然后的质量全靠采购、加工

制造、包装、运输来保证了，把这些环节控制好，质量自然就控

制好了。所以产品质量是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实现的，质量是通

过工艺管理实现的。如何控制产品质量： 

 

第一，树立品质是企业的命脉意识 

 

要全员认识到：产品的品质不好，产品就没有市场，产品没

有市场，企业就失去了利润来源，时间长了，企业就会倒闭，随

之而来的就是员工失业。当然对于公司来说，即使产品市场良好，

第一，树立品质是企业的命脉意识 

要全员认识到：产品的品质不好，产品就没有市场，产品没有市场，

企业就失去了利润来源，时间长了，企业就会倒闭，随之而来的就

是员工失业。当然对于公司来说，即使产品市场良好，但也要“居

安思危”，把产品品质做得更好，营造更好的企业口碑。俗话说：“你

若盛开，清风自来”。 

第二，树立品质的客户意识 

一切以客户为中心，把自己看成客户，把自己看成是下一道工序的

操作者，把自己看成是产品的消费者。这样，在工作当中就会自觉

地把工作做好，大家都把工作做好了，产品的品质才会有保证，如

果在工作中偷工减料，危害的将是自己的切身利益。 

第三，树立品质的预防意识 

“产品的品质是生产出来的、设计出来，不是靠检验出来的，第一

时间就要把事情做好。”这不是一句口号，这很好地体现了产品质量

的预防性，如果的品质控制不从源头开始，将很难控制产品的质量。 

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一切，只有树立超强的品质意识，在

质量上精益求精，孜孜不倦执着追求，才能把品质做好，才能把品

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才能走的更高、更远。 

 

（销售部：李传波） 

两级刚度复式钢板弹簧计算 

一般载货汽车的后悬架,由于空、满载时负荷相差

很大,希望采用非线性特性的弹性元件,以获得较好的

等频性。通常采用由主、副簧并联组合的两级刚度复

式钢板弹簧,其弹性特性为一折线。设计这种弹簧时,

既要考虑满足平顺性的要求,即使悬架在空车到满载

的各种负荷情况下，自振频率变化尽量小；又要考虑

使主副簧都同时能满足静强度和疲劳寿命的要求。 

一、按平顺性要求来选择主、副簧刚度 

根据在整个负荷变化范围内频率变化尽量小与在

副簧刚接触前后频率变化尽量小分别导出比例中项

法和平衡负荷法。 

 

1.比例中项法 

比例中项法是令空载自振频率与副簧刚接触后频率相等，满载自振频率与

副簧刚接触前频率相等，从而得出空载与满载偏频比和主簧刚度和复合刚度比。 

   2.平衡负荷法 

平衡负荷法是令空载、副簧刚开始接触时载荷的平均载荷时的自振频率与

满载载荷、副簧刚开始接触时载荷的平均载荷时的自振频率相等，从而得出空

载与满载偏频比和主簧刚度和复合刚度比。 

二、根据上面确定的空载偏频和满载偏频比值及主簧刚度和复合刚度的比值，

再根据设计输入空载负荷和满载负荷，根据平顺性要求，得出期望的满载频率。

分别计算出复合刚度，主簧刚度及副簧接触时主簧变形。再根据整车姿态相应

的弧高要求，计算出主副簧的弧高。从而完成两级刚度板簧的设计计算。 

（技术部：曾德局） 

2016 年 7 月 6

日，区委、区政府对

我公司：中德合资碳

纤新材料产业化基地

项目进行了项目点

评。领导指出，山东

北汽海华公司作为博

山区的重点企业，一

直走在科技创新的前

沿，努力开拓，积极

进取，是博山区众多

企业中的良好典范。 

公 司 与 德 国

Minda KTSN 公司合作

组建合资公司，引进

德国先进轻量化技

术，重点研发“汽车

部件轻量化新型产

品”，包括发动机塑料

油底壳、乘用车内饰

活动件、碳纤维板簧

等。项目产品符合当

前国内外汽车技术向

新能源、轻量化及智

能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前景表示看好，对公

司近年来的生产经营

情况表示肯定，对公

司的未来发展充满了

信心。领导在参观中

指出，在当今经济转

型的大背景之下，北

汽海华走在了前列，

这是非常值得肯定

的，这也是全体海华

人努力的成果。希望

在此基础上，海华可

以建立完善有效的科

技创新机制，完善科

技创新流程，争取科

技创新成果，追求卓

越，勇于创新，努力

把海华建设成更大更

强的高新技术公司！ 

 

（责任编辑：王峰） 

具有技术领先性、前瞻性，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引导方向。 

项目总投资 3 亿元，一期投

资 1 亿元，新建车间、研发实验楼

及辅助配套设备 30000 平方米，新

购冲压设备 50 台套，全自动注塑

产品生产线两条，项目建成后，可

年产发动机塑料油底壳 60 万台。

乘用车内饰活动件 200 万台套，碳

纤维新型板簧 50 万套。 

项目达产达效后，可年新增

销售收 
 

入 15 亿元，利税总额 2 亿元。 

此次项目的建设是北汽海华

继新三板挂牌后，是公司发展史上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公司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积极响应

省、市、区关于加快“转调创”升

级步伐号召，促进博山区工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举措。 

视察结束后，领导高度赞扬

我公司对员工、对社会的高度的责

任感，对公司的资源优势和市场 

 

突出主业   突破转型 

       ----区委领导莅临我公司点评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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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 以德感人 

 

 

  

 

 

 

 

 

 

 

 

 

 

 

 质量是企业的灵魂。 简单的结果往往是不简单。 

 

质量管理为何难管？ 

 
关于“质量”这一概念,已是人们耳

熟能详的事情。但时过境迁，时代的发展

赋予“质量”以新的内涵。世界著名的质

量专家，美国的 J.M 朱兰博士指出，“20

世纪是生产力世纪，21 世纪是质量世

纪”。21 世纪的“质量”内涵，应包括以

产品质量为基本元素的生产、生活、环境

的优化。因此，质量将不仅成为推动经济

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同时还将作为一种文

化理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公司在具备了技术和质量能力后为

何某些质量问题依旧存在？ 

每天都能听到领导讲哪哪哪的工序

又出现了问题，谁谁谁的工作又没做好，

今天又有反馈质量不合格，那么导致这些

不合格的因素是什么，是可避免的人为因

素还是不可避免的误差，如何才能避免

或减少不合格产品的产生？ 

 

达任务的过程中保证任务内容的不流失？

如果不能在有效的时间内保证完成任务应

及时向上级汇报，避免错过最佳的解决问题

的时间。 

四、高度的质量意识 

首先要强化一线操作人员的质量意识，

一线工作人员的工作是保证产品质量的基

础。因此，对一些在操作技术上没过关的人

员一定要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决不能在一线

工作岗位上出现“东郭先生”，另外应加强

工作人员的自检意识，可以通过本月相同质

量问题若出现二次加倍考核的方法来强制

约束操作人员自检或者必须专检人员首检

合格后才能批量生产。 

我们应时刻紧扣质量的琴弦，只有真正

把质量放在心上才能弹奏出美妙的产品。 

（质量控制部：郑泽昊） 

或减少不合格产品的产生？ 

首先我们需要具备： 

一、 分析问题的能力 

考虑不合格的原因是漏检还是错

检？那么导致漏检和错检的因素是什

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漏检和错检？

如何才能把这个问题永久性的解决才

是关键。 

二、 解决问题的能力 

分析问题得出结论，导致漏检和错

检的原因是什么？疏忽漏检亦或者是

技术不够牢固导致的错检，或者图纸标

记错误？如何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烦

恼，杜绝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三、执行能力 

上级领导布置的任务如何才能在

有效的时间内保质保量的完成？如何

在传 

 

浅谈企业员工责任感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员工责任感的

培养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企业员工

对企业的责任感是员工对自己在企业

中所承担的责任、义务的高度自觉，表

现为对本职工作尽职尽责，充分发挥自

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如何使

员工树立起对企业发展的强烈责任感

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必须深入思考的

重要问题。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员工的责任感

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然而，员工责

任感的培养是一个 长期过程，并且员工

责任感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

因素之间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

些因素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工作结构的影响 

工作结构会深刻影响员工对外部 

制度等。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企业的

运行效率并未得到真正的提高。问题的核

心是，一个企业组织运行效率的高低，除

了与组织架构、规章制度、激励机制有关

之外，还与企业员工的责任感密切有关。 

3.企业考核和奖励的影响  

一方面，绩效考核的公平合理性直接影响

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只有企业的考核

制度公平合理，员工才能对企业有责任

感。另一方面，把绩效考核和奖励挂钩可

以使员工有多劳多得，付出总有回报的感

受，从而工作更加努力。 

在企业管理中，如果员工表现的优

秀，那么企业也将会欣欣向荣，着重培养

企业员工责任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

题。 

                 （采购部：周凯） 

 

 

我们身边的精英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发生在身边的几件

事情，一直想倾诉，工作太累，也没了心情，

但始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 

寒冬腊月，潇潇寒风，卷着丝丝入骨的

冷，刺痛着每个人的身体。在这种天气里，

我宿舍的电路出现故障，经常断电。几位电

工老师来检查，也没能处理好。实在没办法，

我把刘号请了去，刘号主任看了一眼配电盘，

就说断路开关坏了需更换，马上打电话安排

解决。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出现过停电现象。

以后每次和刘主任说起此事，刘主任总是很

谦虚的说道：“又不是什么大事，都是我分内

的工作，是我应该做的。”质朴的语言，足可

以看出刘号为人谦虚低调。 

今年 4 月 1 号，我们白班加热炉步进机

出现故障，运转不正常，上午先后有三次电 

 
“时光如白驹过隙，稍纵即

逝。”从我 7 月 1 日进入公司已

经快要一个月了。经过了销售

部、生产部、设备部以及人力

资源和翻译等部门岗位实习，

对于北汽海华我已经不再仅仅

是一知半解。从公司的文化理

念到产品生产、战略发展方面

都有了质的认知，也更好地逐

步融入到了北汽海华大家庭。 

轮岗实习是走向正式工作

岗位之前的一次综合性实习，

是对所学理论知识的一次初步

的综合考核，也是对步入正式

岗位的一次实践磨砺与积累，

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理论结合实践，

从而提高从事实际工作的能

力。通过近一个月的实习，首

先，我了解到了公司民主创新

的企业文化，见证了海华所有

员工对其的践行与维护；再者，

了解到了公司从产品订单下达

到原材料采购再到成品出库的

一系列流程、产品市场以及突

破发展方向。对于公司的组织

架构、岗位设置、主导产品、

战略规划等方面有了比较全面

的了解，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

强有力的基础。 

公司不断开拓创新，给予了

我们拥有无数资源的平台，我

会倍加珍惜，努力向前辈们学

习各方面知识提升自身能力，

为公司的明天而奉献自己的力

量！ 

（人力资源部：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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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心得 

工去处理，但是修好后不久，又再次出现故障。，

没办法我们班上的吴师傅只好用手动开关解

决，费时费力速度慢。下午刚上班刘号主任去

了，简单的了解下情况，之间他在配电柜后面

修理了大约二十分钟时间，就对吴师傅说：“好

了，试试看行不。”步进机这个故障自 4 月份到

现在再也没出现过，别看刘号年龄不大，电工

技术却如此精湛。 

海华人才济济 

当属主任刘号 

面对设备故障 

判断准确无误 

修复快速敏捷 

为人谦虚低调 

细数维修人员 

刘号堪称楷模 

（二车间：孙建胜） 

6 月 30 号我上夜班，车间下计划单有 10 架

新产品。上班时，10 架新产品上道工序没有完

成，到了 9 点多时，吴金勇告诉胡师傅，10 架

新产品已经完成，准备改模具进行新产品的工

作。当时全班人都不同意改模具，干完 300 架

以后下班都满意。这时吴金勇态度非常严肃的

说：“我明白你们都不想干新产品，费时费力少

挣钱，让我干，我也不想干，但是领导安排新

产品明天上午就发货，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完成

任务，这个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就是干

到天亮也必须完成。”无可奈何，我们满腹怨气

开始改模具。11 点时，吴主任推着两桶热水送

到车间，笑着说道：“弟兄们，天气这么热，咱

喝点茶水歇歇再干。”我当时满腹怨气顿时有些

消散，吴主任很理解员工心态，关心员工，体

贴下属这种人性化的管理做得非常好。 

有这样素质的车间主任，我相信车间管理

以后会更完善，车间员工之间氛围将会更加和

谐，上下级之间关系将会更加融洽。 

（二车间：孙建胜） 

记得两个多月前，公司宣传栏里有则通知，

随着生产任务的增加，需招聘一位二级主管，

希望有理想，有抱负的员工报名参加竞选。很

快吴金勇同志脱颖而出，成为二车间车间主任。 

吴金勇同志以前在公司工作是质检员，是

一位对工作非常负责任，说话幽默风趣，水平

极高的一个人。在他干车间主任两个多月的时

间里，我和他接触当中有几件事，不由得使我

暗叹公司领导慧眼识珠，选拔干部方面眼光犀

利独到，充满了睿智。 

吴金勇同志上任没几天，有同事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口气和他商量着说：“金勇，你现在

是主任了，以后在你手底下做事，今天找个地

方我请你吃顿饭。”吴金勇态度严肃的说道：“你

这份心意我领了，对我不需要弄这些事，你用

请我的钱给你父母买点好吃的，好用的，你的

父母会很高兴，你的家庭将会更和睦。这比请

我强多了，咱兄弟关系很好，你只要努力干好

你的本职工作，就是对我最好的支持。” 

控制或内部激励的反应程度。如果企业

工作结构不合理，员工就不能对工作产

生满意感，就不能全心全意的踏实工

作，从而员工就会对企业产生不满，就

不能很好的服从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

的外部控制。另外，企业工作结构不合

理，员工对工作不满，就更不能对工作

产生责任感，员工内部自发控制就无从

谈起。现在的研究表明，如果企业工作

结构合理，员工对工作满意，就会对工

作结果富有责任感，从而有利于企业的

各项工作的开展。 
2.企业员工的影响  

 许多企业家在管理实践中采取了不

少的改进措施，以提高企业的运行效

率，比如不断地对企业的组织架构进行

调整，引入新的激励机制，出台各种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