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表示因为我们有

本事而能够获得工作，

而是因为我们受到了

单位的信任并获得了

单位给我们体现回报

的一个工作平台及给

予我们能够继续生存

的一份机会。工作意味

着责任，感恩让我们担

负起责任。

感恩工作给予我

们的恩泽，用感恩的心

对待我们每一天的工

作，尽自己的所能回报

社会，成就我们精彩的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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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 ——马克思

用感恩的心去工作
在现实中有很多人都

可以带着感恩的心生活，

却不能带着感恩的心去工

作。这是一种现象。不懂

感恩的人每天总在抱怨工

作环境不好，抱怨自己的

工资不高，抱怨上级太严

厉，抱怨电脑速度太慢，

抱怨空怀一身绝技却无人

欣赏。爱抱怨的人为何总

说生活太累，因为他只看

见了自己的付出，却未看

见自己的收获，他们不懂

得知足与感恩。而不抱怨

的人就算真的非常累，也

不会抱怨生活，因为他明

白，有失必有得，一想到

自己得到了那么多，他就

会觉得很知足并感恩。

“感恩不仅仅是为了

报恩，因为有些恩泽是我

们无法回报的，有些恩情

更不是等量回报就能一笔

还清的，唯有用纯真的心

灵去感动去铭刻去永记，

才能真正对得起给你恩惠

的人”。《做一个懂得感

恩的员工》中的这段话，

使我感慨，我们生活在这

个世界上，有太多的恩泽

施于我们，而这些恩泽基

本上都是我们无法回报

的。父母养育了我们，但

我们能够完全回报吗？不

能！我们每天都沐浴着阳

光所给予我们的光明和温

暖。我们经历了孩提时代、

求学时代，经历了从无知

到有所知的过程、经历了

被抚育到抚育人的转化过

程。我们需要生存，需要

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生

存的必需品，物质基础的

获得需要通过付出劳动、

进 行 工 作 的 过 程 来 获

得……这些时代与过程，

我们一直在无所顾及的接

受、在理所当然的接受大

自然和别人给予我们的恩

泽。恩泽让我们变襁褓为

成人，同样，恩泽的施与

需要我们感知、需要我们

行动，感知恩泽、感谢恩

泽，用我们在生存过程中

的体现转变成感谢恩泽

的行动、延续恩泽。

来到这个世界并不

是为了活着而苟且残生，

大自然的恩泽施与、别人

的恩泽施与才是有质量

生存的保证。生存的必须

需要我们回报、需要我们

感激。生存需要工作，生

存需要付出，工作丰富了

生存的内涵，工作给予了

我们生存的物质条件，工

作还为我们提供了展现

人生价值的舞台。我们有

养家糊口的责任、我们有

体现自我价值的本能需

要。而这些，都必须通过

工作来实现，工作是为了

解决生存问题的基本要

素之一，我们有工作，并

"是公司成就了你，离开了公司你什么都不是。"书中

着重阐述了一个崭新的、现代企业的管理思想，以员工与

企业怎样同舟共济为主线，说明了企业的命运就是你的命

运的深刻道理。

作为员工，我们要明白公司给我们提供了至少三个层

次的益处：生存的保障、生活的享受、生命的体验。公司

就是我们的船，在这艘船上的每一分努力，都将转化为我

们未来重新扬帆起航的动力。优秀的人懂得在为公司的发

展贡献才华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善待工作，工

作就善待我们自己；成就公司，公司也成就了我们。

天上不会掉馅饼，所有支持我们生存的必需品：食物、

衣服、日常消费品都是需要我们花钱买的。不当家不知柴

米油盐贵，维持我们基本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工作所

得的薪水。

不仅如此，一份工作还会让人产生安全感和安定感。

因为有工作让我们的生活忙碌起来，我们才能感到充实。

处在公司这样一个团体中，我们会产生自己是其中一员的

被接纳感和归属感。而且，公司提供的各项保障，如社保、

医保、失业保险会在我们遇到意外时提供必要的保障，在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提供各种福利，让员工体验到在契约

关系下蕴涵的种种人文关怀。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以积极热情的态度去理解公司

内部的相关制度，对领导下达的指令充分理解，在执行过

程中朝着正确的方向付出全部努力。

也是机会。海华在轻量化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围绕轻量化

还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因此，企业在产品创新上要快，选择

油底壳等注塑件方向很好。建议企业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

创新：一是市场创新，建立与整车乃至整个价值链上的合作；

二是人才创新，不拘一格，多种形式的使用人才；三是资本

创新，海华已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怎么利用好资本市场助力

企业的发展要多多研究实践。 海华主板上市后具有了更大的

体量，海纳川将放进更多的项目。

韩书记还对博山区汽车部件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建议

市区首先明确汽车部件的产业规划，建立有效的支持措施，

选择几个龙头企业重点支持，本地区的优势资源与产业发展

很好的契合。韩书记最后表示，海纳川将全力支持海华的发

展，从而支持博山区的经济发展。

的意识很强烈。要借助德国戴姆勒 H6 项目，从环保到整个

工厂的管理全面提升，钢板弹簧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企

业转型升级方面，要抓住有利时机，推进复合材料产品项

目尽快落地。从博山区来看，要利用好电机生产技术的优

势，由政府支持，与国内知名的研究机构合作研发，把汽

车电机作为发展方向，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韩书记讲到，此次到北汽海华，博山区各部门的领导

都到位。看到了区里发展汽车部件产业的决心。海华与海

纳川已有了十年的合作，前期在北京，现在转移到山东，

海纳川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海华的发展。就企业本身来讲，

所有汽车产业都面临着转型升级，处于由大到强转变的时

期，汽车零部件企业也面临着转型提升。这个阶段很关键，

博山区委书记刘忠远表达了希望引进北汽集团项目落地

博山的强烈愿望。刘书记表示海华是本地区汽车部件产业的龙

头之一，区里将重点支持海华的发展，带动本地区汽车部件产

业的发展，并且希望获得北汽集团的支持，把本地区的汽车部

件产业做大做强。

(责任编辑:国琳）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唐·王勃

（人力资源部：王超）

2017 年 3 月 28 日下午，北汽集团副书记兼北京海纳川

董事长韩永贵、北京海纳川陈宝总经理一行在博山区政府

领导、白塔镇政府领导、北汽海华李安邦总经理的陪同下

参观我公司。

韩书记一行首先参观了北汽海华生产车间，李安邦总

经理向韩书记汇报了公司轻量化变截面钢板弹簧的研发和

产销情况，以及生产工艺的节能、环保、自动化改造情况。

并汇报了德国戴姆勒奔驰 H6 系列产品开发、生产线布置等

情况。随后，韩书记一行参观了北汽海华展厅，了解了北

汽海华复合材料产品板块的发展规划，并在会议室与博山

区政府领导举行了会谈。

北汽海华李安邦总经理向韩书记汇报了北汽海华 2016

年的经营情况、2017 年的目标和重点工作，以及北汽海华

未来三年的发展规划。博山区发改局、经信局、财政局、

科技局、金融办分别介绍了博山区的优势资源和扶持政策，

表达了扶持汽车部件产业发展的决心。

陈宝总经理讲到，此次到博山到海华，感受很深，区

里对北汽海华支持很大，海华的管理团队也很不错，转型（技术开发部 闫苗 )



执着追求并从中得到最大快乐的人，才是成功者。 ——梭罗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荀况

只要拥有一颗善于发现问题并解决的心，

就能取得成功。

亨利·福特从小就对机械制造特别感兴趣，

33岁时制造出了第一辆汽车，他将这辆车命

名为“四轮车”，并于 1903年投资 2.8万美元

建立了福特汽车公司。

与其它企业一样，福特公司也被生产成本

所困扰，虽然福特和董事们绞尽脑汁，成本仍

难以降下来。于是有董事提出，加大汽车出厂

售价，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当即遭到福特的

坚决反对，他说：“这样做无异于饮鸩止渴，

过不了多久，消费者就不会再买我们的车，公

司离倒闭也就不远了。而最好的方式，是从工

人身上做文章。”

福特“从工人身上做文章”的话，让董事们

误以为他要减少工人的工资，而事实恰恰相

反。1914年，福特宣布了一项决定，将工人

每天的工资提高到 5美元。而那时一部福特 T

型车的售价才 440美元，一般工人的工资每天

也就 2～3美元。福特的这一决定，让董事们

很是不解，认为他是在玩火。其它汽车制造商

也指责他是汽车行业的“败类”，加薪无疑会毁

了美国汽车工业。

而福特却暗自庆幸自己的决定。就在他宣

布加薪的第二天，福特公司大门外就挤满了应

聘的工人，其中很多人是从别的公司辞职来福

特公司找工作的。一位叫乔治·克鲁尼的技师说：“这里的待遇

丰厚，上班后就不再离开了。”

福特这样解释给工人加薪的理由：“现在正是美国汽车行业

飞速发展的时期，工人的流动性很强，给每个汽车制造商造成

了巨大压力。我们每天支付每个工人 5美元，正是减少成本的

最好方式。”他的解释仍令董事们如坠云雾，不解地问他：“高

工资就意味着加大了成本，怎么能说降低了成本呢？”

福特娓娓道来：“高工资会提高工人劳动的积极性，也会使

公司的效率更高，而更高的劳动效率，一定会降低公司的生产

成本。”他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依然墨守汽车行业支付给工人

社会平均工资，那就意味着会不断有工人离开我们公司，即使

强行阻拦也无济于事。因为，工人离开我们公司后，仍能很快

找到同等待遇的工作。但我们提高工资后，即使工人要辞职不

干，也不容易在短期内找到类似高待遇的工作。为能保住这一

来之不易的工作，工人就会更加自觉勤奋，效益自然会大大增

加，成本也就顺理成章降了下来。”董事们这才恍然大悟，情不

自禁地佩服福特独到的战略眼光。

福特为工人加薪的做法收到了明显效果。加薪后，公司员

工的辞职率下降了 86%，解雇率下降了 89%，缺勤率下降了

91%，成本比加薪前降低了 112%，汽车销售量更从 1913

年的 15.8万辆直线上升到 1916年的 76万辆，直至跻身世

界 500强企业的前茅。

这个世界不是由天才创造的，也不是由天才决定的，而是

由比普通人多观察、勤思考的人决定的。就如老福特一样，只

要拥有一颗善于发现问题并解决的心，就能取得成功。

（采购部 马海永）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按照

“一个目标、 三个聚力”“十个

新突破”部署要求，聚焦外经贸

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招商引资工

作，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创新

工作方式，推动了现代服务业和

外向型经济工作的健康快速发

展。1-2 月份，全区外贸进出口

总额完成 53829 万元，同比增长

10.3%。其中：出口完成 45038 万

元，同比增长 4.1%；进口完成

8791 万元，同比增长 58.7%。实

际利用外资 3800 万元。

服务业重点园区累计完成投

资 8000余万元，服务业重点项

目累计完成投资 32671万元，投

资完成率达到 17.15%，新建项

目开工率为 75%。一季度，我区累计上报招商引资项目 39个，过亿元项目 17
个，到位外来资金 26.27亿元，其中，新建项目 24 个，到位外来资金 12.43 亿元，

续建项目 15 个，到位外来资金 13.84 亿元。 （责任编辑：国琳）

1、提高执行力，各级领导要起到“领路人”的作用。

“领导”的职责无非两条，一个是“领”，一个是“导”。所谓“领”，就是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不搞特权，

充分发挥领导的模范和带头作用。所谓“导”，就是要在“领”的基础上，把握方向和大局，及时解决遇到的各种矛盾

和问题，纠正出现的偏差和错误，积极引导广大员工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促进企业的发展。

2、提高执行力，各级中层干部要切实发挥“桥梁”作用。

中层干部的主要职责就是承上启下、上传下达，既要对上级负责，又要对下级负责；既要吃透上级精神，把领导的

意图完完整整地向职工传达，又要结合实际，把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全面地向领导汇报。好的主管人才要能独立

思考及独立行动，只要最少的指示，就能去执行工作。一位主管的主要责任是，指导他手下员工的活动——他们的工作。

指导就是指示领导，因此好的主管人才，一定要像领导者一样能统御及思考。

3、提高执行力，普通员工要充分发扬“蜜蜂”精神。

普通员工的本职就是落实，就是执行。要进一步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学习意识，加强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学

习，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充分发扬“蜜蜂”那种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精神，扎实高效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折不

扣地落实上级精神。 （摘抄自《执行力是训练出来的》 生产部 国文峰）

进入三月以来，随着汽车行业传统旺季的真正

到来，海华公司又迎来了新的旺季生产挑战。在面

临任务艰巨、订单紧迫、生产紧张等重重困难，海

华全体干部员工迎难而上、协同合作，共同谱写着

一首首激情澎湃的旺季生产进行曲，为了确保旺季

生产有序进行，各部门通力配合，积极沟通，力求

做到最好。

旺季生产不光是要将产品按时交付给客户，更

重要的是要保证质量，保证服务，伴随着旺季生产

而来的是产品细节的缺失，质量下降，服务的下降，

旺季生产周期里的我们就跟陀螺一样不停地在转

动，也就是在这样的运行中会造成我们的疲劳服务，

对于很多细节开始简化，开始流于形式，甚至是严重

的职责缺失，为此我们必须要加强沟通，切实将服务

职责细化到人，细化到事，以确保其工作的有效性，

产品的质量性。

旺季考验实力，艰难彰显精神，我们将会继续以

充分的准备、必胜的信心，迎接旺季生产的到来，保

证旺季生产的顺利进行。

（销售部 李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