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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聚团队，团队铸梦想，激情海华人。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4 月 4 日 

2017 年 1 月 5 日,公司综合办公

楼落成。1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

年会暨 2016 年总结表彰大会。1 月 25

日，博山区召开经济社会发展现场观

摩点评会，博山区各大班子领导莅临

公司,对我公司发动机油底壳及内饰

活动件项目进行现场观摩点评，并给

予了高度评价。 

 

 

4 月 4 日 

2017 年 2 月 17 日，中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与我公司召开合作

洽谈会，共商收购中材汽车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有关事宜。 

（责任编辑  王鹏） 

4 月 4 日 

2017 年 3 月 8 日，公司隆重举行

“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3 月 2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

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海纳川

会议室召开，与会董事、监事共商海华

发展大计。3 月 2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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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转

型发展提出宝贵意见。 

 

4 月 4 日 

2017年 4月 14日，区委常委、

组织部长杨发磊同志到北汽海华

调研基层党建情况。4 月 27 日，

博山区召开“博山工匠表彰大会”，

我公司黄顺同志以其精湛的专业

技术、爱岗敬业的精神，荣获“博

山工匠”称号并纳入全区人才库统

一管理，成为公司青年员工学习的

楷模。 

 

4 月 4 日 

2017 年 5 月 4 日，公司召开庆

祝“五四青年节”歌咏比赛。5 月

15 日，公司顺利获得测量管理体系

认证，5 月 23 日获得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标志着公司的安全环保职业健

康管理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4 月 4 日 

2017 年 6 月 29 日，公司全体党

员及团总支委员前往焦裕禄纪念馆、

原山艰苦创业纪念馆参观学习。8 月

17 日，德国戴姆勒公司评审小组莅临

公司现场评审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考

察 H6 项目的综合保障能力。 

 

4 月 4 日 

2017 年 11 月 3 日，公司在北

京产权交易所成功收购北京中材汽

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11月 11日，

公司召开首届趣味运动会，活动丰

富了员工精神生活，增强了团队凝

聚力。 

 

 

2017 年 凝心聚力、创新竞进，再攀高峰 

为打造一个国际化的现代海华而努力奋斗 

——2017 年经营总结报告 

 

2017 年经营总结 

2017 年度经营指标完成情况。2017 年公司钢板

弹簧产品产销量创造了历史新高，共计销售 50362

吨，完成了全年挑战目标，较去年同期增长 26%。

其中变截面轻量化板簧销售 19263 吨，较去年同期

增长 20.7%。2017 年生产钢板弹簧产品 48543 吨，

超额完成全年预算指标，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21.8%。

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39591 万元，超额完成预算目

标，较去年同期增长 50.11%，全年实现利税 2002

万元。公司合并北汽兴华、北京中材财务报表，实

现销售收入 5.27 亿元，利税总额 2850 万元。 
重要管理指标完成情况。技术创新方面，公司

作为北汽福田研究院 M4 系列新产品首选合作单

位，历时三年，完成了 M4 轻卡、中卡全系列产品

的设计开发，一次通过路试，得到了福田研究院的

认可，已实现批量供货，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此外,北京戴姆勒、陕汽、重汽的轻量化产品，实

现了当年开发、当年批量供货。 

市场开发方面，为了改变公司对福田公司的大

客户依赖,近年来公司一直在保证稳固北汽福田市

场的同时,着力开发新客户新市场。2017 年度公司

对中国重汽、陕重汽销售额均大幅增长。 

成本管理方面，2017 年在公司“降本增效”

的号召下，各部门积极开动脑筋，通过技改革新、

增收节支、加强管理等措施，向内部管理要效益。

生产部与技术开发部进行技术革新，优化工艺、优

化模具，实现合并工序、合成模具，有效降低了燃

气消耗，同时还缩短了生产周期、减少了定员数量、

改善了工作环境。采购部与技术开发部密切配合，

通过材料定尺长度、优化下料方案等措施将材料利

用率提高到了 98.98%，部分型号达到了 100%的材

料利用率。 

安全环保方面，2017 年公司遭遇的最大问题

就是国家环保法规的日益加严，公司率先投入资金

更新了环保设备，最终达到了排放量低于国家标

准、国际标准的排放要求，被博山区树立为板簧行

业学习的标杆。通过了测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以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公 

司的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管理水平迈上了新

的台阶。对生产车间进行了整理整顿，生

产部着力加强现场管理。车间工作环境大

大改善。 

管理提升方面，2017 年公司新上了

ERP 物流信息系统，至 2017 年年末基本实

现了财务、仓库、产供销的物流信息系统

串联，实现了信息共享，为成本管理、计

划管理提供了便捷、准确的数据。 

党群活动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2017 年公司党总支紧跟上级党组织加

强党建工作的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发

展企业”的理念，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开

展党员做承诺、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教育

实践活动，树立“党员示范岗”、划分“党

员责任区”，发挥了党员的模范引领作用，

凝聚团结了干部职工。在党总支的指导下，

公司工会、团总支组织举办了“2016 年年

会”、“三八节庆祝活动”、 “五四青年

节歌咏比赛”、“双十一趣味运动会”。

这些活动寓教于乐，凝聚士气，丰富和活

跃了员工的文化生活。 

2017 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公司成功

收购北京中材汽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并实

现了当年盈利。收购中材汽车是公司发展

史上又一里程碑事件。中材汽车拥有国内

领先的汽车部件复合材料技术，具有良好

的市场优势。目前北京中材已在博山区注

册成立全资子公司——山东中材汽车复合

材料有限公司，并已投入生产运营。公司

将发挥其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将发动机

油底壳产品做到国内第一、扩大 SMC 热固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在滨州市，与上海瀚氏模具成型有限

公司合资组建了山东瀚氏模塑科技有限公

司，设立山东瀚氏的主要目的是研发生产

蓄电池塑壳，主要配套供应江森自控汽车

电池项目，该项业务销售量大且稳定，是

公司培育的又一利润增长点。 

 

 

2018年工作思路与工作部署 

㈠2018 年经营工作思路 

紧紧围绕“两保一促进”，坚持 “技

术引领、品牌提升、效益提升”的经营方针，

保证板簧板块实现 450 万元的利润目标、保

证中材汽车实现 700 万元的利润目标，促进

复合材料板簧开发及产业化。 

㈡2018 年重点工作任务 

2017 在公司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

产销量的历史新高，突破了 5 万吨的挑战目

标，2018 年在产销目标不增长的情况下，要

着力提升管理，内部提质增效，向管理要效

益。1、经营目标：2018 年公司确定销售钢

板弹簧 4.5 万吨，挑战 4.8 万吨的目标，力

争实现销售收入 3.6 亿元，利润目标 450 万

元。北京中材汽车力争实现销售收入 1亿元，

利润目标 700 万元。2、管理提升、效益提

升：推行精益生产、细化成本管理，进一步

强化内部管理，向管理要效益。3、技术引

领，加快创新平台建设，设立“技术中心”、

“千人计划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省

级工程技术中心”，并进行申报认定工作，

培育技术创新能力。通过技术创新，继续保

持钢板弹簧行业内综合实力前五地位；引领

复合材料板簧在中国汽车市场的突破应用，

打造海华复合材料产品国内外知名品牌。4、

人力资源管理实现新突破。打造适应公司发

展的“专业化”团队。以制度实现“奖罚分

明”，以“制度和体制”激发人的创造力和

积极性。5、推进生产工艺节能技改、自动

化技改，降低能耗、降低污染、降低劳动强

度，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6、做

好安全环保标杆。今后工作中，要改变“重

生产、轻安全”的错误思想，要做到“不安

全不生产，不环保不生产”。 7、资本运营

助推转型升级，通过并购、合资等途径整合

优质资源拓宽产品业务领域，实现产业“国

际化”，快速提升经营业绩，为转板上市奠

定基础。 

 



 

    

 

  

  

   

 

  

    

 

  

   

  

 

 

 

 

 

 

 

 

 

 

 

  

  

 

 

  

 

 

 

 

 

 

  

抢抓新机遇，增创新优势，再创新辉煌。 

 

钟表，可以回到起点，却已不是昨天。 

该文章《企业年会主题口号,公司年会横幅口号大全》来源于出国留学网，网址：

北汽海华举办 2017 年工作总结会暨 2018 年新春年会 

2018 年 2 月 6 日下午 13

时，山东北汽海华汽车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工作总结

会暨 2018 年新春年会在大家

的期待中如期而至，公司领导

及全体员工参加了此次年会。 

 

全体员工欢聚一堂，李总发表了题为《凝心聚力，创新

竞进，再攀高峰，为打造一个国际化的现代海华而努力》的

工作总结，细数过去一年中风雨同舟奋力拼搏的点滴，总结

了过去一年工作的成绩和亮点并描绘了公司未来发展宏伟

蓝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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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对 2017 年度的优秀员工和团体进行了表彰，以

下为表彰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突出贡献团队——济南办事处、生产管理团队 

突出贡献个人——技术开发部（周峰） 

先进班组——宋元禄班组、孙兆刚班组、刘强班组、王

佰芹班组、小车司机班、李忠民维修小组 

其他奖项——青年先锋队（团总支）、技术革新奖（生

产部） 

 

 

生产能手——魏强、姬文会、闫桂霞、高云彪、刘佩江、宋道入、马先锋、王训志、孟凡树、孙

刚、贾忠、魏茂盛、李凤英、刘道国、边元磊 

维修能手——赵学、孙健鹏、姬德峰 

优秀员工——马纯通、李燕、吴金勇、刘秀、王帅、国健明、庄玲波、路鹏、孙娟、赵婷、丁雪

莲。 

表彰活动鼓舞了士气，优秀员工们的事迹表现也为大家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年会第三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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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场活动以领导和全体演员共同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圆满结束。通过此次活动激发了全

体员工共创海华大业的斗志，丰富了职工精神生活，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