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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先进班组（班长）：

转观念 调模式 爬坡过坎 再谋新发展
要2012 年度总结表彰暨职工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要要

先进集体：

管理节约奖：

技术创新奖：
合理化建议奖：

阳光雨露润万物袁

市场继续下行袁野外需乏

又是一年播种时遥 21 日

力袁内需不振"遥 在国内

上午袁 公司 2012 年度

外市场不景气的条件

总结表彰暨职工代表

下袁 公司取得了较好的

大会在四楼会议厅隆

经营业绩袁 这一切归功

重召开遥 来自各车间尧

于全体员工的努力袁号

部 门 职 工 代 表 200 余

召大家向先进学习袁同

人聚集一堂袁共同回顾

时希望先进们珍惜荣

2012 年的工作袁表彰先

誉袁再接再厉遥2012 年的

进 袁弘 扬 正 气 袁 一 起 商

工作简要回顾院

讨 2013 年的重点工作

一是经营业绩稳步

安排袁共同展望企业发

增长遥完成产值 1.58 亿袁

展前景遥

上 缴税 金 775 万 元 袁 国

大会由副总经理

精神文明奖：

张有志主持遥 大会对 2012 年度先进工作者尧先进集体等进
行了表彰遥 部分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代表进行了发言遥
工会主席张凤瑞就 2012 年度合理化建议活动作了答复遥各
位主管经理就分管工作进行了表态发言遥

渊上接第一版冤

在谈及今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时袁 王经理

应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袁 体现在各个岗位和各个

强调院要转变经营理念袁创新经营模式袁围绕市场需求袁扩大

环节当中袁结合发展需要袁今年要重点开展"向精益管理要

营销成果袁以"营销立企"曰提升管理水平袁狠抓精细化管理袁

效益袁以精益管理创品牌"活动袁使我们的管理再上一个新

以"管理壮企"曰坚持质量第一袁创建五鑫品牌袁以"品牌兴

台阶遥

会上袁王英明总经理发表了讲话遥 她说袁2012 年国内外

四尧环境建设 尧安全生产活动年

全员营销 从我做起

以"技术强企"曰加强环境尧安全文明生产建设袁创建绿色家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五位一体"袁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

近日袁英国客户来我公司参观考察遥外商对我公司全自动

园袁以"精神育企"遥 向实力最强袁规模最大目标迈进袁早日实

其中遥 我们的目标是院打造空气清新袁环境整洁袁绿树成荫的
绿色企业尧美丽家园遥 以 6S 活动为重点袁生产尧安全尧环境一

双丝网片机尧 喷淋一体化涂装生产线及整洁有序的车间环境

现"做喷涂行业领跑者"的五鑫梦想遥

企"曰加快焊接成型新技术新设备投入袁提高产品技术含量袁

在如何一步步实现我们的梦想袁王经理对 2013 年做了
四项工作部署院
一尧全员营销起步年
营销指经营和销售遥 营销过程是沟通协调的过程袁是让
客户满意尧惊喜尧感动的过程遥 起步年的思路是野树立营销意
识袁全员积极参与袁依靠主业壮实力袁多措并举增活力冶遥 打
造营销新格局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遥
二尧"五鑫品牌"建设年
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袁是知名度袁是竞争力的重要标
志遥 企业要以产品质量为核心袁不断提升质量管理水平曰以

齐抓遥
最后袁 王经理向中层干部及管理人员提出了以下几点
要求院
一尧工作态度上袁提倡一个"争"字遥要进取袁敢于争上进袁
争一流袁有作为袁当龙头遥
二尧工作作风上袁提倡一个"责"字遥责任是品性尧人性尧品
格的体现袁 是时刻保持的工作激情袁 是对岗位的热爱和诚
实袁是踏实工作尧恪尽职守的态度遥
三尧管理考核上袁提倡一个"严"字遥 一是工作标准要求
高袁二是目标考核要严格严肃遥

给予了高度评价袁 而且还特意对公司车队的王柱祥师傅提出
了表扬遥
2009 年进入公司的王柱祥师傅袁工作严谨细致袁对车辆
内外清洁尧保养到位遥 外出接客人时袁提前通过电话和对方确
认行程袁不让客户在等待中浪费时间遥帮忙提行李尧开车门袁以
优质服务接待客人上车遥路上还不忘送客人样品本袁向客人介
绍公司各种产品特有的优良性能遥 真正落实了表彰大会"人人
都是营销员"的营销理念袁把礼貌尧热情尧真诚融入到日常工作
中去袁体现了五鑫品牌深刻的人文内涵遥
细节决定成败袁态度决定高度遥不论做什么袁积极进取袁敢

四尧对待员工讲究一个"情"字遥 带着兄弟姐妹的感情去

于挑战袁是一种素养袁更是是一种人生态度遥学习先进袁从我做

三尧精益管理提升年

管理袁去指挥袁去关爱袁让员工在五鑫这个大家庭中快乐工

起袁用诚心尧真心赢得客户信任袁用百分之百的付出换取客户

精益管理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袁是企业内功袁

作袁开心生活遥

满意遥

诚信为基础袁维护企业形象袁提升企业知名度遥

内业务取得新进展袁完
成产值 700 万元袁产品得到了广大用户的喜爱和好评遥
二是降成本有了新收获遥 生产尧销售尧核算对大宗物资
采购采取竞标方式袁使采购成本显著降低遥
三是企业文化尧企业形象建设得到不断提升遥
四是企业管理水平稳步提高遥

渊下转第四版冤

做事袁别人能干的我也能干袁要干就把它干好遥 我虚心学习
他人长处袁弥补自己的不足袁不断在平 凡的 工 作 中汲 取
经验遥
在车间我主要从事阻焊机的焊接工作袁工作中袁我努力

成
型
车
间

学习焊接技术袁使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袁通过不断地实践袁我
慢慢熟悉了阻焊机的操作原理袁掌握了单点焊尧双点焊等焊
接工艺袁并能在生产中发现及解决很多突发问题遥在领导的

王
长
凤

悉心指导和工友们的无私帮助下袁 我逐渐成长为车间的焊
接骨干遥
记得刚到车间时袁正赶上焊花园网袁众所周知袁焊花园
网是最难干的活袁它不仅需要工人有耐心袁还需要工人手疾
眼快袁一个班下来袁体力消耗大袁手发麻袁胳膊疼的抬不起

我是成型车间一名普通职工袁 今天能够作为" 生产能

来袁一般男职工都不愿意干袁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活太累袁

手"上台发言我感到非常荣幸袁这份荣誉不仅仅是对我工作

闹情绪而影响班组产量和生产进度袁 每一次都是保质保量

的肯定袁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袁更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浴 请
允许我向给予我鼓励与支持的各位领导和工友表示衷心的

地完成各项任务遥
荣誉的获得离不开领导的信任尧同事的支持遥 在今后的
工作中袁我会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袁以实际行动回报

感谢浴
从参加工作开始袁我就严格要求自己袁诚实做人袁踏实

企业遥

今年能够评为

出厂前的最后一道

优秀班长袁我们班组

工序袁 宁可累点袁也

被评为优秀班组袁我

绝不能让不合格品

我
的
骄
傲
与
自
豪

我是来自新喷淋车间的 一名 喷 枪 手遥

眼袁主任尧班长到处

2001 年-2008 年我在汕头水警区服兵役袁摸

找原因袁 我发现工

爬滚打的军旅生涯袁 磨练了我吃苦耐劳尧坚

件上有起碱现象袁

持不懈的意志袁练就了军人永不服输尧永不

用手就可以擦掉袁

言败的作风遥

于是报告给主任袁

退役走上工作岗位后袁我始终牢记自己

最后通过技术部门

曾是一名军人遥 自在五鑫公司工作以来袁先

分析论证袁 正是这

新
喷 后从事了多种岗位袁在每个岗位上都本着积
淋
车 极负责的态度去认真细致的工作袁做到对领
间 导的安排袁有回应尧有结果尧有成绩遥 车间领
王 导把我安排到喷枪这个十分重要的岗位上袁
海 就是对我最大的信任和肯定遥 在日常工作
伟
中袁我以军人那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永争第
一的拼搏精神来严格要求自己袁 力争把喷
枪尧品检做到最好遥

个原因导致出现了
不合格品遥 幸亏及
时发现了问题所
在袁 避免了较大的
损失遥 所以袁我觉得质量这根弦袁每一个人都要蹦紧袁每时
每刻都要绷紧遥
工作中袁我不是一个健谈的人袁没有多大的事迹袁就知
道严格按领导要求生产袁按公司规定办事袁做一个实干的

喊破嗓子袁不如做出样子袁只有自己先

人袁把军人风采的正能量传递给身边人遥

做到了袁才能带动大家的积极性遥 每天上班

成绩只代表过去袁新的旅程袁任重而道远袁我将以更高

点完炉后袁从挂件区到喷淋尧烘干尧喷室袁再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袁 全心全意投入到车间生产中去袁过

到摘件区袁都是我检查的一部分袁避免了不

去身为军人而骄傲袁现在身为五鑫人而自豪袁我愿意和各

合格品的出现遥 年后有一批 061115 花园门喷完后出现缩
2012 年 转 瞬

位领导及工友们一起携手袁共创五鑫花园美好的未来遥

强化质量管理 促进基业长青

大家的自 检 互检 袁

从我们手中滑过遥 工

而过袁回顾 2012 年

是我继 2009 年后获得的又一个荣誉袁感谢领导和同事们对

友们理解了袁干活更起劲了袁因为大家都知道质量是企业的

的工作袁 我们车间

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浴

生命袁只有确保产品质量袁才能保证我们公司的长足发展遥

全体员工勤勤恳恳袁兢兢业业袁共同

车间在组织生产方面袁积极整合

努力袁圆满完成了公司下达的各项

产品袁同颜色的产品一起挂件袁减少

生产任务遥

更换喷室的频率袁减少用换色造成的

非常激动和自豪遥 这

静电车间 刘淑香

我是包装班班长袁 每天带领班组包装各式各样的下线

酸甜苦辣袁日复一日袁转眼间来公司已经七个春秋遥 有

产品遥单件产品相对简单袁特别是组装类产品袁配件较多袁还

时在工作上也会遇到波折尧误解尧委屈袁但我没有退缩袁而是

新喷淋车间 王文升

保证了产品质量的
稳定遥

需组装调试袁 包装起来比较

从自身找不足袁争取日后不

2012 年下半年镀锌产品比较

复杂繁琐袁吸塑打托困难遥每

再出现此类问题遥 每当看到

多袁人员占用比例大袁生产任务比较

504018 配合 504049 生产袁061115 配

次包装此类产品前袁 自己先

一批批自己班组包装的产

紧袁加上由黒件喷涂改为镀锌磷化

合 061139 生产袁061160 挂具改造等袁

要熟记包装要求袁 再实际操

品装入集装箱时袁总感到无

喷涂的新工艺以及数目庞大的订

都能最大限度提高产量遥 在激烈的市

作一下袁 然后把包装要领及

限的快乐遥

单袁给车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遥然而

场竞争中袁 只有生产成本降下来袁才
能有更大的利润空间遥

各项消耗遥 美式门搭配生产袁 比如院

诀窍传达给每位工友袁 手把

我的 工 作离 不 开 班 组

大家并没有气馁袁努力摸索袁积极向

手演示袁 让每个人都牢记要

的支持遥 遇到紧急任务时袁

老喷淋车间学习技术与经验遥 在很

2013 年袁车间将本着强质量袁提

点袁动作麻利袁包装扎实袁然

免不了会跟她们着急袁可是

短的时间内袁大家就掌握了喷涂镀

效率袁降低成本的原则袁全力以赴开

后抽查检验袁 以保证每件产

她们都很容忍袁报以理解的

锌产品的技术袁 较好的完成了公司交给的各项生产任务遥

展各项工作遥 确保产品质量尧现场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遥 新

微笑袁她们可能已经习惯了

同时车间也非常重视产品的质量控制袁确保不让有缺陷产

的一年任务繁重袁我们将团结一致袁振奋精神袁脚踏实地袁

我们车间主要生产法式

我大呼小叫的样子袁其实自

品出现遥 通过班前尧班后会议袁强化大家的质量意识袁加强

以无比的热情去迎接五鑫花园更好的明天浴

门袁每套双门袁轻则三四十公

己过后也是很后悔袁为什么

品质量合格遥

斤袁重则七八十公斤袁对于我
们娘子军来说袁连续数日的重体力包装袁对每个人都是一个

当时跟她们着急袁 在此袁对
她们说一声"对不起"遥

严峻的考验遥 有新入职的新员工袁遇上包法式门袁刚干完一

我的工作更离不开各位领导的支持遥 遇到困难时袁她们

天就辞职了袁理由是干大门太累了袁挺不住遥 而我们这班人

给予我最大的帮助袁才使各项工作顺利完成遥 遇到思想波动

都挺过来了袁而且越干越起劲袁我们戏说院"我们班组就是为

时袁是他们的关怀与鼓励袁才使我勇往直前遥 在此袁对领导表

法式门而生的遥 "

示衷心的感谢遥

包装过程中往往铁板不平或方管硌窝等袁 各种质量问

在今后的工作中袁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袁把各项工作

题反复挑选尧来回搬运袁无形中又增加了工作量遥 这时袁个别

做到最好袁为五鑫公司的持续发展贡献个人的一份力量袁争

人也难免会产生抱怨情绪袁每当此时袁我就耐心开导袁这是

取在今后的工作中袁再上一个新台阶浴

宋先生到车间进行实地考察

质量体系专题会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