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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就是生命。 ——邵逸夫

(上接 C版)以保证生产为目的，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

*传统的设备维修管理把技术管理和经济管理分割开

来，且偏重于技术管理，忽视经济管理。这与目前的以经济

效益为中心的管理体制相矛盾。设备的一生是不断运动的过

程，具体表现为物质运动状态(制造、试验、使用、维修、

改造到报废)和价值运动形态(或资金运动状态)。两种形态

同时存在，并分别受到技术规律和价值规律的支配。因此，

必须掌握这种规律，才能达到设备的技术效能和经济效益的

最优化。

为全面提高机电设备维修管理水平，根据生产的特点，

结合现有设备维修管理理论和技术的发展趋势，以效益和质

量为中心。对设备寿命周期实施全过程管理，追求设备最佳

综合效益和最经济的寿命周期费用，建立健全设备维修管理

的信息反馈和自理的机构和系统，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设备

的维修管理决策服务，组织企业各部门全员参与设备的维修

管理；应用现代化方法，经济合理地组织设备的维修管理，

将是今后生产企业的实际情况，建议应采取如下措施:

*加强机电设备使用和维护的管理。鼓励全员改变观念

做好设备的主人，设备是每个员工正常收入的保障，设备就

象人一样也有寿命周期，也需要检查、保养、爱护，每位操

作人员按设备维护保养要求用心维护好，使它能够健康运

转，

转，也就等于维护了大家的工资；进一步完善包括三级保养、

点检、班检、定期维护和巡回检查以及交接等日常维护。

*建立和完善机电设备维修管理工作标准，形成科学的

现代化维修管理制度。

*开展机电设备可靠性、维修性的基础性研究。在设备

设计、生产、使用、维护等单位之间建立广泛的联系，系统

深入地研究机电设备故障模式、故障发生的机理、故障造成

的影响；加强设备运行、维修记录的管理和数据的分析、整

理；系统研究机电设备的薄弱环节，不断改善和提高机电设

备的可靠性和维修性，提高设备的开机率和可用度。

*通过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修复和再制造损坏

的机械零件，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借助于监测仪器等硬件的维修是一种非常好的维修管

理模式，运用得当会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重

点设备逐步推行故障诊断和状态监测技术，积极开发、推广、

应用简易价廉的诊断检测技术和仪器仪表；对机电设备的维

修管理从时间维修逐步过渡到状态维修模式，保证设备在寿

命周期内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最

经济的设备周期费用。

（设备部 陈建勇）

美国风俗画画家安娜·玛丽·罗伯

森·摩西，人称“摩西奶奶”，从古稀

之年开始自学画画，共创作 1000 多幅画

作，被当做自学成才、大器晚成的杰出

代表。

“任何人都可以作画”，摩西奶奶

这样说过，“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作画。”

“做你喜欢做的事，上帝会高兴地帮你

打开成功之门，哪怕你现在已经 80 岁

了”。

摩西奶奶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你

去追求心中的梦想，不管年龄多大，开

始得多晚，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丰盈

人生。

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唐代诗

人刘禹锡曾在《酬乐天咏志见示》中写

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意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

2017年 1月 24日至 25日，

博山区召开经济社会发展现场

观摩点评会，对去年以来各镇、

街道、开发区项目建设情况进

行观摩点评，交流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聚力建设工业强区、

文旅之都、生态城市的经验做

法。刘忠远、聂玉彬、宗志坚、

刘承志、崔克辉等区各大班子

领导，各镇、街道、开发区党

政主要负责人、区直有关部门

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观摩点

评。

1 月 25 日下午，与会人员

来到山东北汽默德克复合塑料

有限公司汽车发动机油底壳及内饰活动件项目进行现场观摩点评。认真听取

了我公司这一中德合资项目的汇报，详细了解项目发展、建设、技术水平、自主

创新、发展前景等情况，对我公司中德合资项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希望在未

来，公司能与博山

2017年 1月 15日，山东

北汽海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工作总结会暨

2017 年新春年会在大家的期

待中如期而至，公司主要管

理层及部分员工参加了此次

年会。

领导员工欢聚一堂，李

总发表了题为《强抓机遇，

稳攀高峰，为打造一个与世

界接轨的幸福海华而努力》

的工作总结，细数过去一年

中风雨同舟奋力拼搏的点

滴，对 2016年有突出贡献或

工作优秀的班组及个人进行

了表彰，并对未来公司发展

的蓬勃蓝图寄予厚望，鼓励大家在未

来的日子里齐心协力，共同打造海华

更美好的明天。会后的文艺汇演展现

了海华人热情活波、积极向上的风

采，也充分表现了海华人对未来的期

盼。

以下为表彰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刘永利、魏强、宋道禄、段玉海、刘

强、邵长海、盖洪斌、魏国、魏茂胜、

贾忠、苏学霞、孙国梁、周锋、孙振

华、白怀昌、王蒙、张滋杰、张冰霜、

王超、胡敬林

（责任编辑 邢雪菲）

突出贡献团队——北京办事处

突出贡献个人——销售管理部李传

波、生产部刘永行

先进班组——宋元禄班组、孙兆刚班

组、李传斌班组、刘道国班组、炊事

班

优秀员工——马纯通、李燕、王玉玲、

区其他项目一起，

带动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创新竞

进、凝心聚力、扎

实苦干，为打造一

座与世界对话的

现代化城市而努

力奋斗。

(责任编辑:邢雪菲）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一

封辞职信中的话红遍网络。这世界的广

阔，不仅是指外在的物理空间，更是指

有着内心丰盈的精神空间。这世界不仅

有眼前的风景，更有辽远的景色。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

舞？”生活的丰富多彩，正如自然的五

光十色，“时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莫负好时光，莫负此生命。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坚持不懈，持

之以恒，我们不但会收获心灵的满足、

梦想的实现和事业的成功，而且会收获

幸福的生活、美好的未来和丰盈的人生。

是的，追求的后面没有句号，人生

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只要你听从内

心的召唤，勇于迈出第一步，人生的风

景就永远是新奇的、美妙的。

请好好珍惜你自己的每一天吧，因

为对每个人来说，你在世的这一天，都

是你今后所有日子中最年轻的一天。

博山区召开经济社会发展现场观摩点评会

思是说，不要说日暮时分已晚，撒出的

晚霞仍映红了整个天空。

人生也是如此。唐代诗人李商隐曾

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慨

叹时光已逝。近人吴兆江反其意而说：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作家朱自清曾特意将这两句诗抄写下

来，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以此自策。

可以拿来例证的名人数不胜数。画

家齐白石年轻时做过木匠，后来学画，

中年以后“衰年变法”，“扫除凡格总

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更”，“十载关门”

终于成就一代国画名家。

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屡次考科举不

中，便在家乡路口设茶食，供路人享用

的同时，也记录下各种奇闻轶事，经艺

术加工后创作成小说，写就《聊斋志异》，

他曾写过一副对联：“苦心人，天不负，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有志者，

事竟成，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以此激励自己……

在长期管理与短期管理之间保持平衡是管理的实质。 ——韦尔奇



永远不要满足现状，走得越远，看到的越多。 ——盛田昭夫（Sony 之父） 微笑是公司最有效的商标，比任何广告都有利。 ——希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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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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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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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质

量的完成，如何在传达任

务的过程中保证任务内

容的流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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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高产品质量的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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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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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出现第二次加倍考

核来强制约束工作人员

自检或者必须专检人员

首查合格后才能批量生

产。

五、专业技能和人文

素养：拥有一定职业技能

的同时还要不断的巩固

和学习新的技能。可以通

过定期的考试和培训来

提高工作人员的技能。其

次还要有良好的品质，强

大的责任心和集体荣誉

感，坚决不能让一个坏品

质传播出更多的不良风

气。

质量为何难管？我

个人认为我们的工作做

的还不够透彻，分析问题

时应该解剖出最核心的

原因，然后通过培训或者

同样问题二次质量反馈

加倍考核来解决；其次在

执行上级布置任务的时

候应一丝不苟的积极完

成 对待质量问题不应该

存在侥幸心里。我们的答

卷里只能有合格和不合

格的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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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部 刘洋）

随着生产的发展，企业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强烈地依赖

于设备的性能，这无疑对机电设备的性能及维修管理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传统的维修工作，大致分为三类：(1)事后维修:

故障发生后所采取的处理对策，属于被动的。由于多在无

准备的条件下进行，结果难以做到完善和彻底。(2)计划性

定期维修:强制性维修，虽然也依靠较为简单的监测手段，

但主要凭经验确定检修周期的，不管设备在客观上是否需

要检修，到一定时间就要一次检修，所以很难预防随机因

素引起的故障。(3)计划性状态检修:随着设备监测技术的

发展和日趋完善，按照在线监测和诊断装置所预防的设备

故障状态，将维修的时间和内容确定下来，是从监测和诊

断资料中取得的数据。经过输入计算机分析处理，预测设

备

备故障，从而在设备发生故障之前，制订出修理计划和措

施，以利延长设备使用寿命，消除隐患，达到保证生产顺

利进行的目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管理水平的提高，传统的设备

维修管理越来越暴露出其不足:

*设备设计制造过程和设备维修过程的管理彼此独立

进行，缺乏信息的交流和反馈。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

技术、质量、耗能、费用等有关的问题和信息，未能通过

适当的渠道，反映给计划、设计、制造部门，从而改进设

备的性能。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设备的维修管理逐

步从保证安全正常生产为中心的模式向以经济效益为中

心的模式转变。然而，传统的设备管理却单纯地(下转 D版)

浅议机电设备的维修与管理

2016

9月 6 日，海华汽车部件党总

支举行换届选举工作，产生新一届

党总支部委员，白塔镇党委代表出

席会议。

4 月 14 日，山东北汽海华汽车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中德合资轻量化

技术产业化基地奠基仪式在厂区南

侧举行，淄博市政府领导、博山区

委区政府领导出席奠基仪式。

5月 11日，“淄博市汽车部件

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淄博市中小企业局、博山区

中小企业局领导出席会议，公司当

选为联盟理事单位，李安邦总经理

当选为联盟理事长。

3 月 29 日，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听取经营汇报、审议

2016 年经营计划，共商北汽海

华发展大计。

3月 1 日，山东北汽海华汽车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交易中心隆重举行挂牌

仪式。证券简称“北汽海华”，证券

代码 835480，完成了资本证券化

3 月 15 日，公司与德国

MINDA KTSN 公司在北京市签订

《合资谅解备忘录》，双方就

合资事宜进一步达成共识。

1 月 12 日，公司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即“新三板”）挂牌公

开转让。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在过去的一年，北汽海
华蓬勃发展、满载丰收，从单一的汽车部件研发，迈上了资
本运营的台阶，再到中德合资项目顺利进行，无一不展示了
海华光明的前景。展望未来，海华将行得更稳、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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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举行。市政府、区政府、白塔镇

政府领导，北京海纳川公司代表、

银行届代表出席仪式。中德合资公

司进入注册建设阶段。

6月 30日，海华党总支召开

“庆祝党的生日”学习两学一做

和焦裕禄先进事迹组织生活会。

10月 19日，北京海纳川王涛

书记一行莅临公司视察指导工作，

对公司未来发展提出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