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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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回顾
上半年公司销售钢板弹簧产品 19242.4 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30%。；

实现销售收入 10968.56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1.78%；营业成

本 8523.82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1.97%；净利润 218.68 万元，

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171.13%，虽然营业收入下降，但是可以看出公

司的经营质量和成果大幅提升。具体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分析：

㈠ 经营情况变动原因：市场需求增长，销量上升 30%，因销售

价格下降影响收入减少，销售收入基本持平，销售费用、财务费

用下降，盈利能力上升。

1、外部市场因素：

①商用车市场需求增长

据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交通基础设

施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 年，拟重点推进铁路、

公路、水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303项，涉及项目总投资

约 4.7 万亿元，媒体称之为“大基建”计划。基建项目的落地对

商用车的销量产生明显的提振作用，尤其是对载货车产生了一定

的提振作用。 “大基建”建设热潮直接带动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

的专用车、货车车辆需求增加，这一点在今年开始有所体现。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认为，商用车的增长主要受以消费品

运输为代表的公路物流市场持续升温、房市复苏带动相关产业发

展等积极因素影响，牵引车、载货车零售量同比增幅均超过 50%，成

为重卡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工程车等与投

资紧密相关的车型将随着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弱化逐渐下滑，对重卡

贡献度将持续降低，而牵引车、载货车这类与消费相关车型将持续出

现明显增长，电商、零担物流的发展将助力这一细分市场。

②上半年，我国中型货车销售量同比增长 15.97%，重型货车销

售量同比增长 15.16%：

1-6月我国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79.27万辆和 178.74万辆，与上

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 1.5%和 1.87%。同时商用车内部分化进一步加

剧，客车销售 25.38万辆，同比下降 9.48%；货车销售 153.36万辆，

同比增长 4.03%，其中重型货车销售 34.03万辆，同比增长 15.16%，

中型货车销售 10.8 万辆，同比增长 15.97%，轻型货车销售 77.76万

辆，同比下降 4.71%，微型货车销售 30.78万辆，同比增长 14.16%。

2、公司经营情况：

①销售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30%

随着市场需求增长，上半年公司销售钢板弹簧产品 19242.4吨，

较去年同期增长 30%。

②受销售价格下降影响，销售收入基本持平

营业收入下降 1.78%，主要由于销售价格下降 11.89%，影响收入

减少 1304万元。

减少 1304万元。

③上半年产品毛利率 21.92%，去年同期 22.13%，下降 0.21%，

基本与去年持平，销售价格下降 11.89%，原材料-扁钢价格下降

19.3%，原材料-扁钢占总成本 60%，价格下降影响成本降低

11.58%，因此销售价格与销售成本下降基本持平。

④三项费用影响净利润

a.管理费用 1012.17万元，去年同期 914万元，上升 10.7%。

主要是新增技术、质量管理人员工资增加，社保费缴费基数上调，

新项目洽谈差旅费与招待费上升等。

b.销售费用 704.12万元，去年同期 876.09万元，下降 19.6%。

主要原因是三包费下降。

c.财务费用 484.59万元，去年同期 607.54万元，下降 20.24%。

主要原因是银行利率降低；优化了银行贷款结构，延长期限较短

的银行借款；公司加强内部管理压低了存货占用资金。

⑤销售费用下降原因

一是通过三包件挑选剔除等手段开展反索赔工作，降低了三

包费用；二是产品质量水平提升，不良质量成本降低；三是产品

结构发生变化，以前年度工程车用钢板弹簧在销售收入中占比达

80%以上，工程车因使用条件的因素三包费用较高。自 2015年，

商用车市场需求变化，上半年三包费较低的公路车用钢板弹簧销

售比例已上升至 70%，预计销售费用还将进一步降低。

㈡坚持“突出主业，板簧产品做精做专”经营方针，保持行

业技术领先地位

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以“技术引领下的创新提升”为经营方针，

加强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与客户合作的 M4 系列

产品等研发项目如期完成，已陆续投入批量生产，未来将带来新的

增长点，同时增强了公司在客户处的技术研发能力信任度，公司核

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变截面轻量化板簧生产比例逐步加大，产品

利润率还将进一步提高。

㈢通过强化绩效考核等手段引导督促内部管理提升，经营质量

进一步提升

1、产成品、原材料、在产品等存货资金减少 892.69 万元，货

款回收周期缩短，降低了资金占用，从而降低了财务费用，并且加

速了资金流转和使用效率；

2、生产成本管理加强，浪费现象减少，并且开展多项围绕降低

成本的技改革新工作，生产成本较去年同期有所降低；

3、通过聘请行业内专业团队，对质量管理体系提升改进等手段，

加强了质量保证能力，内外部不良质量成本降低并且进一步增强了

产品竞争力。

㈣在“突出主业，突破转型”战略方针指引下，公司产品转型

实现重大突破，引进德国先进汽车轻量化技术组建合资公司生产新

型轻量化技术汽车部件产品项目即将落地，未来将拓宽公司的业务

模式，培育新的增长空间。

（人力资源部：白芹）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抵扣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8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为保证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平稳运行，现将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抵扣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支付的道路、桥、闸通行费，暂凭取得的通行费发票（不含财政票据，下同）上注明的收费金额按照下

列公式计算可抵扣的进项税额：高速公路通行费可抵扣进项税额=高速公路通行费发票上注明的金额÷（1+3%）×3%。

一级公路、二级公路、桥、闸通行费可抵扣进项税额=一级公路、二级公路、桥、闸通行费发票上注明的金额÷（1+5%）×5%。

通行费，是指有关单位依法或者依规设立并收取的过路、过桥和过闸费用。

二、本通知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停止执行时间另行通知。

（财务部：刘艳华）

2016 年 8 月 12

日，中德合资山东北

汽默德克复合塑料有

限公司签约仪式在淄

博齐盛宾馆举行。

博山区人大主任

宗志坚主持签约仪

式,博山区区长任书

升致辞,出席签约仪

式的有淄博市副市

长，博山区经信局，

淄博市银行代表,，德

国 MindaKTSN 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北京

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陈

伟刚,北汽海华董事

长杜斌、总经理李安

邦、董事董京平、副

总经理蒋昭成等 50

余人。德国MindaKTSN

公司法人代表与北汽

海华法人代表杜斌先

生代表双方在《合资

协议》上签字。

山东北汽默德克

复合塑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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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套，乘用车内饰活

动件 200 万台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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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德合资山东北

汽默德克复合塑料有

限公司的成立,是北汽

海华在“突出主业，

突破转型”战略方针

指引下，实现产品转

型的重大突破，未来

将拓宽公司的业务模

式，培育新的增长空

间。

（综合部：王峰）

合作创新 引领未来

----北汽海华中德合资项目签约仪式

复合塑料有限公司是北汽海华与

德国 MindaKTSN 公司共同出资设

立的新公司,是北汽海华旗下第

一家中外合资子公司。是北汽海

华发展史上又一历程碑事件。

新公司将借助北汽海华在中

国国汽车行业的市场渠道优势，

凭借德国 MINDA KTSN 公司的先进

技术和为国际知名汽车品牌的配套资

质稳步发展。

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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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饰活动件等。按照项目规划，项目



质量是企业的灵魂。 简单的结果往往是不简单。

论班组安全文化建设
安全生产是企业永恒的主题，而班组

是企业的细胞，一个班组工作的好坏将决

定一个企业的发展。因此，要实现安全生

产，加强班组安全文化建设尤为重要。而

搞好班组安全文化建设，重在以情感人，

以言服人，以行化人，做职工的贴心人、

领路人、带头人和明白人。

安全工作不同于其它工作，涉及工

作现场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它需要基

层班组长齐抓共管，需要班组员工群策群

力，共同努力。要把先进的安全管理理念

贯穿到具体的工作当中，把安全意识渗透

到每一名职工的心中，努力营造一种人人

重视安全、人人保证安全的良好氛围。班

组长不能以一名普通职工的标准来要求

自己，所有的工作都要身先士卒，以身作

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召班组成员。如

果不能从严要求自己，班组工作就不可能

开展好。

思想在作怪。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抓人的

安全意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是一朝一

夕、一蹴而就的事情，应从最基础的环节抓

起，从转变人的观念抓起。 筑起安全生产

第一

班组安全文化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

习惯行为，更是一种责任。如果我们在日常

工作中，能够形成一种讲到工作就会想到工

作中的安全问题，并对工作中的安全措施逐

一落实的风气，那么工作中的安全系数就会

有较大的提升。反之，安全理念没有形成，

对待安全问题形成了马虎、满不在乎的思

想，再改起来就很困难。可见对待安全工作，

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工作中某一环节

一旦疏忽，发生事故也就见怪不怪了。

实践证明，企业班组需要安全文化，

而安全文化也只有与班组建设的实践相结

合，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帮助企业前进发

展。 （生产部：国文

班组需要培养和发扬职工终身学

习的风气，不断进行充电，吸收新知识，

创新思路。

培训是班组安全文化建设的基

础。在抓职工培训上，主要是要结合日

常检修工作中出现的一些不安全现象

及职工出现的情绪不稳定等实际情况，

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班前会、座谈会、

交流会、岗前培训、岗位练兵、案例教

育、观摩学习、分析讨论、预案演练等

多种形式的学习，做到寓教于乐。同时，

班组在培训工作中要改变那种“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和“不出事故不培

训，出了事故才培训”的做法。激发职

工兴趣，让班组职工从培训中不断提升

素质。

抓安全生产工作，必须做好人的工

作。事故的发生不仅是人的安全技术素

质不高或企业的安全投入不够，更是人

细节决定成败
作为一名质检员的我，时刻坚守在

产品质量的监控、检测的岗位上，每天

都要面临着各种检测问题，我们要做的

就是如何避免质量问题的发生，如何减

少误差。

上班走进车间，工人师傅们已经在

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开始忙碌，擦拭设

备、准备工装、吊运产品等准备工作，

但是对自检记录进行准备的却是寥寥，

这样当我去进行产品检验时就必须去

查看流程卡然后再与操作者确认才能

得知现在加工的板簧是哪个型号、哪个

片号，然后才能开始检查产品是否符合

工艺文件的要求。这样就浪费了太多不

必要的精力和时间。

自检记录是确保不漏检的重要措

施，质检员每天要监控的工序很多，仅

证据。

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后，要想知道本批

产品使用哪家的材料、什么时间开始生

产，各工序的操作者是谁，发生过什么问

题……，都可以根据产品上印刷的批次

号，通过查阅自检记录得知，为解决问题、

制定措施提供重要的证据。

自检记录应有目前加工产品的图号、

批次号、数量、时间，并按作业指导书的

要求进行检验、记录，再由质检员进行确

认、签字。

自检记录是个小小的细节问题，但它

发挥的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每个工序做

好自检记录可能仅需要 5－10 分钟的时

间，但他起到的作用确是不可估量的。小

细节影响着产品质量，我们应重视细节，

掌握细节，将质量事故扼杀在摇篮之中。

（质量控制部：郑泽昊）

安全管理大于天

不知不觉进入公司安环部已有 1 年多

了，这段时间感觉自己每天都在成长、进步，

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与技能，倍感充实。

安全管理工作是一种责任，不仅是对

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更是对员工、对企

业的一种负责，每一次事故的警笛，都揪人

心弦，每一次惨痛的事故，都给亲人心头留

下永久的痛。安全生产，不仅仅关系自己，

更多的是关系到你我他。

作为公司的一名安全员，我深刻意识

到自己肩上的安全责任有多重。但是我认为

安全生产工作不仅仅限于公司安全管理部

门，更多的应让公司所有部门领导、主管甚

至于公司一线职工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公司

安全生产责任制，将责任目标与工作压力层

层传递下去，做到人人懂安全，人人管安全。

这里分享一个小小的安全管理知识，

1941 年美国的海因里希（w．H．Heinrich）

都关系着工人的生产，如果设计就

不认真，出了错误，自己罚点钱是

小，但公司要损失很大人力、物力、

财力。更重要是公司形象受损。因

此周工总是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做好每项工作，办好每件事情，将

各项工作做到最好，力求做出质量

过硬的产品。周工身上的的工匠精

神值得我们每位员工学习。当我们

每位员工都有了这种精神，对产品

的质量有了保证，公司发展也就有

了保障。

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会遇

到很多困难，这时就需要我们有榜

样的力量引领，引领企业员工团结

起来，努力工作，把好产品的质量

关，重视创新，重视技术。这样才

能把企业做大做强。

（技术部：佟海东）

要性。人们逐渐认识到管理因素作为

背后原因在事故致因中的重要作用，

人的不安全行为或物的不安全状态

是工业事故的直接原因，必须加以追

究。但是，它们只不过是其背后的深

层原因的征兆和管理缺陷的反映。只

有找出深层的、背后的原因，改进企

业管理，才能有效地防止事故。

我认为安全管理工作是一件无

私、伟大的工作，它只有起点，没有

终点，且是有形的付出，无形的回报。

在此希望公司员工全员参与到安全

管理工作当中来，实现“要我安全”

到“我要安全”到“我会安全”的

思想转变，从而有力促进公司安全形

势持续稳定发展。

（安环部：孙振）

从统计许多灾害开始得出一个规律。当时，

海因里希统计了 55 万件机械事故，其中死

亡、重伤事故 1666 件，轻伤 48334 件，其

余则为无伤害事故。从而得出一个重要结

论，即在机械事故中，伤亡、轻伤、不安全

行为的比例为 1∶29：300，这一法则叫做海

因里希法则。这个法则说明，在机械生产过

程中，每发生 330 起意外事件，有 300 件未

产生人员伤害，29 件造成人员轻伤，1件导

致重伤或死亡，继而得出一个事故连锁理

论，其理论主要把安全生产事故责任归于个

人因素。但是，海因里希事故因果连锁理论

把大多数工业事故的责任都归因于人的不

安全行为，表现出时代的局限性。

继海因里希事故因果连锁理论后，博德

（Frank Bird）在海因里希事故因果连锁理

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现代事故因果连锁理

论，它主要体现出生产事故中安全管理的重

总结工匠精神就是从容独立、踏实务实、

摒弃浮躁、宁静致远、精致精细、执着

专一。在周工心里工匠精神是一种情怀、

一种执着、一份坚守、一份责任。外表

沉默，内心狂热的周工对工作的执着的

确令人敬佩，每一天清晨进入公司的那

一刻便是周工一天征程的开始，不管是

在办公室制作产品的工艺流程，一笔一

笔计算各种数据，亦或一下一下的敲击

键盘绘制出的产品图。都见证了周工的

汗水与付出，也见证了周工的严谨与刻

苦。

在践行“工匠精神”方面，周工全

心投入、精益求精，把自己的时间、精

力和智慧凝聚到所干的板簧事业上，最

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努力实现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周工从不

满足于差不多、过得去，他对我们说我

所设定的目标。周工从不满足于差不多、

过得去。他对我们说我所做的每份工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人曾说：“播

撒一种思想收获一种行为，播撒一种行为

收获一种习惯，播撒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

格，播撒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播撒一

种榜样，我们能够时时看到奋斗的目标和

参照物。榜样是一种向上的力量，是一面

镜子，是一面旗帜。社会需要榜样，一个

公司同样需要榜样，

我们公司就有一位值得大家学习的榜

样，他就是技术部周峰，作为一名已经工

作四年的员工，周峰时刻勉励自己，不断

学习，不断进步，工作勤奋刻苦。现已成

为技术部骨干成员，初见周工你可能只感

觉到他是一个沉默少语的人，不喜欢表达

的人。但是，不喜欢表达，不代表内心世

界不绚丽多彩。不喜欢表达，不代表内心

世界不温暖如春，不喜欢表达，不代表所

做的工作不当行出色。为什么说周工是榜

样呢。

周工是一位工匠精神的践行者。有人

上段的工序就不只六七个，每个工

序又要加工多个型号的产品，如钻孔工

序，操作者会有 2－4 人，一天可能要

加工 3—5 种产品型号，每个型号又包

含多个片号，算起来仅钻孔工序每天就

要加工 5 种以上的型号，15余种片号，

如何能够准确、及时、快速检查产品的

质量呢？自检记录能起到一目了然的

作用，能够查看到检验过的、未检的产

品，从而杜绝漏检的可能。

自检记录是预防不合格产品流转

的重要手段，加工后的产品在流转下工

序前如何确认该产品是否合格，如果质

检员在工人的自检记录上有签字，有判

定，这样就可以证明该产品已检验了，

并且是否合格。

自检记录是进行产品追溯的重要

榜样的力量

http://www.kj-cy.cn/zhengm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