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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外销市场逐渐进入平缓阶段袁 内销市场却不断发

力遥 上半年内销市场形势喜人袁 前五个月的订单总值达到

400 万元袁已超额完成上半年目标任务袁同时较去年有了大

幅度的增长遥
经过三年多的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袁 五鑫护栏产品凭

着新颖的款式尧先进的工艺尧过硬的质量赢得了客户广泛的

赞誉袁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袁目前市场已覆盖沧州地区袁并不

断向省内及京津地区辐射遥 今年 3 月份以来袁护栏系列产品

订单纷至沓来遥 落户黄骅的北汽 50 万辆整车项目正在如火

如荼的建设袁 该项目配套的场地围护栅栏使用了我公司的

新型产品袁共计 5000 米袁预计 6 月下旬完成全部安装遥 沧州

市九易市政公司中捷小区尧黄骅公交公司尧孟村大成食品公

司等客户的护栏产品也在紧张的生产尧安装中遥
格力电器公司是中国空调行业的巨无霸袁 自 4 月份与

我公司合作以来袁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袁已为该客户完成周转

车 900 套袁总货值 217 万元遥 在首个订单中袁公司较强的生

产能力尧优异的产品质量尧周到的安装服务袁给格力公司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袁并对公司的工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遥目前

该客户第三批 230 套价值 37 万的产品正在生产中袁 预计 6
月底完成交付遥

外销市场方面袁5 月初同欧洲知名建材销售商宜家公司

达成初步合作意向遥 宜家公司全球拥有 292 家大型连锁超

市袁实力雄厚袁市场巨大袁随着双方的深入合作袁必将加速公

司高端产品在欧洲市场的推广袁 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竞

争力遥目前袁该客户的多款产品正在报价中袁6 月底将进行相

关的验厂工作遥

内销市场形势喜人 外销市场蓄势待发

第十五届职工运动会精彩瞬间

近日袁石家庄海关现场业务处王超国处长一行来公司调研遥在

明迈特贸易有限公司陈福恒副总经理尧 船务部张文利经理及我

公司领导的陪同下袁王处长一行参观了公司样品展厅及车间现场遥
在参观过程中袁 王英明总经理向来访领导详细介绍了公司的

生产经营尧产品工艺尧市场拓展等情况遥当看到款式多样袁造型精美

的系列样品后袁王超国处长连连称赞袁并不时与陪同人员交流遥 在

车间现场袁面对先进的喷涂生产线袁刚刚下线的漂亮产品袁王处长

给以了较高的评价遥 他说袁五鑫公司是优秀的五金出口企业袁多年

来与海关合作密切袁形成了良好的业务关系遥 今后袁石家庄海关将

加大对五鑫公司的业务支持力度袁提供更加快速尧便捷的服务遥

2012 年 5 月 30 日袁公司办公楼前奔腾着如火的热情袁
荡漾着青春的活力遥 上午 8:30 分袁 来自各车间部门的近

400 名职工组成 11 支代表方队袁伴着叶运动员进行曲曳步入

楼前广场整齐列队遥 随着

工会主席张凤瑞的庄严宣

布袁我公司第十五届职工运

动会隆重开幕袁运动员代表

孟祥森上台进行了发言遥
本次运动会共设拔河尧

篮球尧跳棋尧象棋尧踢毽尧羽

毛球尧团队战车尧二人三足尧
双人跳绳尧最佳搭档尧争分

夺秒等 11 个比赛项目袁与

上届运动会相比袁 增加了

团队战车尧争分夺秒尧最佳

搭档尧双人跳绳尧等四个体

现团队配合的新项目袁兼顾

了比赛的竞技性和趣味性袁
从而大大提升了职工们的

参与兴趣袁使本届运动会参

赛人数突破 300 余人次袁为
历届之最遥

今年依然是以拔河作

为开场袁织网尧调丝尧前处理

三个车间组成的联队成为

最大一匹黑马袁力压去年冠军喷淋队袁拔得男子组头筹遥 女

子组冠军则由包装队夺得袁成功卫冕遥接下来的"团队战车"

借鉴了去年职工参加的拓展训练中的一个项目袁主要考验

队员们的沟通尧协作能力袁以及对既定方针的执行力遥 8 名

队员袁长 200cm 宽 22cm 高 5cm 的木鞋袁20 米的跨度袁即便

有赛前指导和两分钟的练习

时间袁 对于头一次接触这个

项目的人来说袁 完成起来还

是要费一番周折遥 毕竟不像

拔河比赛一样单纯比拼力量

和技巧袁 好多队伍往往都是

喊着参差不齐的口号袁 做着

原地踏步运动遥 随着现场观

众越来越齐的加油声袁织网尧
调丝尧 前处理联队逐渐找到

比赛节奏袁 以 59 秒 82 的成

绩率先冲过终点袁 而女子组

方面袁 包装队更是以 56 秒

35 的好成绩轻松夺得冠军遥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袁

第十五届职工运动会在领导

的大力支持下尧 在全体员工

的关注和热情参与下袁 顺利

完成了各比赛项目袁 圆满落

下帷幕遥 观众们热情的呐喊

和运动员们矫健的身影组成

的和谐音符依旧在人们心中

回响遥 一届美轮美奂的运动会袁为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赋

予了新的生机袁鼓舞我们阔步前行袁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遥

公司第十五届职工运动会隆重举行

石家庄海关现场业务处王超国处长来公司调研

阴图为王超国处长参观喷淋车间

你来我往，以退为进，一根麻绳拧出团结之花 迸发如火激情，让团队的力量在青春中闪光

阴正在安装中的南大港小区护栏

登上“团队战车”，协调一致，驶向成功彼岸 即使二人只有三足，也能迈出轻盈的脚步



对于公司即将举办的运

动会袁虽不像儿时参加运动会

那般兴奋袁 却也有些许的期

盼遥
5 月 31 号早上 8 点袁激昂

的叶运动员进行曲曳响起袁运动

员们高举写着各车间名字的

标志牌袁在办公楼前集合遥 我

却因公外出袁只能恋恋不舍的

离开公司遥
终于赶在自己报的"最佳

搭档"开始前赶回来了袁"最佳

搭档"的规则是院一人描述一

人猜袁描述中不能有答案里的

字袁10 道题袁 用时最少者胜遥
老公负责描述尧我猜答案遥 老公学狼叫尧鸵鸟跑袁惟妙惟肖袁
引得大家大笑不止袁我却顾不上笑袁只想把有限智商无限开

发袁引用小沈阳的话"冠军--我的"遥老公指着天花板说院"天
热袁转的"遥 太简单了袁"电风扇"我立即回答遥 结果老公说不

对袁还一直抚弄头发遥 这边的他不停划拉袁那边的我一头雾

水袁几经周折袁终于明白了袁原来因为紧张袁老公把电吹风看

成了电风扇遥老成沉稳的韩建华也会变得如此不淡定袁看来

运动会真的让人更青春哦遥 最有趣的是老公说院"北极的一

种动物"我立马回答院"企鹅"袁顺利过关遥 过后天亮提醒院"嫂

子袁企鹅是南极的"遥 我调侃院"
描述错了袁答案却对了袁这难

道就是传说中的歪打正着钥 何

等幸运浴 "由此可见袁老祖宗教

育我们要夫唱妇随太有道理

了袁 坚决将夫唱妇随进行到

底浴16 年的朝夕相处只得了个

第三名袁革命尚未成功袁夫妻

还需磨合浴
该项目的冠军由刘艳和

双喜获得遥 说到双喜袁不得不

着重介绍一下院 她善良淳朴尧
温柔贤惠尧典型的贤妻良母形

象遥 但这次运动会积极参与袁
据说一共 8 个项目袁双喜参加

了 6 个袁并且赛前做了充足的准备和练习遥 和她的老公--
姬主任闲聊此事袁老姬说院"平时工作尧家里的事儿挺多袁有
机会就放松放松尧乐呵乐呵吧遥 "运动会是我们的狂欢节袁暂
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和家务袁放纵一把浴

看着篮球场上头顶烈日挥洒汗水的小伙子们袁 不禁心

生感动院这就是我们五鑫的员工袁可能满身油污尧可能不善

言谈袁但我们有一颗积极乐观的心遥 我们不仅能用心工作袁
也懂得享受生活浴

明年的运动会袁期待中浴

5 月 30 日袁公司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如期进行袁在繁忙的工作中袁这是一次难得的放松机会遥 在这次比

赛中袁我们联队获得了野男子拔河冶尧野团队战车冶和野篮球冶三个项目的第一名袁感动的场景袁昂扬的斗

志袁汗水和欢笑交织在一起袁淹没了每日嘈杂的机械轰鸣声遥 这次运动会既丰富了员工的文化生活袁又增强了

彼此之间的团结尧信任袁现在回想起来袁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仍历历在目遥
最精彩的项目应该是拔河比赛袁比赛前每个队员都信心百倍,摩拳擦掌尧跃跃欲试袁其实每个队伍实力都

很强袁关键在拔河的技巧和信心遥 我们队的八个队员在大家彼此的鼓励下袁也是激情高昂袁特别是前处理车间

的韩金岗师傅袁虽然已经是 56 岁的年纪袁但他有丰富的经验和不输小伙子们的信心遥 只见他把大绳往身上一

缠袁稳稳站在队伍最后的位置遥大家说这样不行袁如果输了就让人给拽倒了袁他却说院野这样缠上还有输钥我们就

是第一名浴 冶遥 是啊袁信心已经战胜了一切袁哪还会输呢遥团队战车也是如此袁这是一项充分体现团队默契尧步调

一致的项目遥 前处理尧织网尧调丝三个车间的八名队员袁经过周密的布置袁按强弱强的顺序站位袁在大家野一二尧
一二冶的口号下袁有节奏尧有默契的迈向了胜利袁也迈出了他们之间更深的友情浴

通过这次运动会袁我深刻地体会到袁当我们面临困难阻碍时袁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前方的艰难险阻袁而是

我们自己遥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时都要保持积极尧乐观的态度和勇往直前的斗志遥野人心齐尧泰山移冶袁团结就是

力量遥 试想袁如果每个员工在工作中都能像在活动中

那样配合默契袁彼此理解袁那么任何困难在我们面前

都会迎刃而解遥 有一位企业家说过院不要以为你什么

都行袁离开了团队袁你可能一事无成曰也不要以为你势

单力孤袁有了团队袁你也许什么都行浴 感谢此次运动会

的所有队员袁感谢他们积极参与尧真诚合作袁希望我们

都能用心去体会袁不断提高和强化个人心理素质袁更深刻地体会

个人与企业尧下级与上级尧员工与员工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袁从而

激发出团体更高昂的工作热诚和拼搏创新的动力袁让我们的团队

更具凝聚力和战斗力浴

快乐 第十五届职工运动会获奖名单
拔 河

男子冠军 前处理联队

男子亚军 喷淋队

女子冠军 包装队

女子亚军 成型队

团队战车

男子冠军 前处理联队

男子亚军 后勤队

女子冠军 成型队

女子亚军 后勤队

篮 球

冠 军 新喷淋联队

亚 军 保护焊联队

二人三足

男子冠军 喷淋队

男子亚军 新喷淋队

男子季军 喷淋队

女子冠军 静电队

女子亚军 成型队

女子季军 包装队

争分夺秒

冠 军 新喷淋队

亚 军 后勤队

季 军 后勤队

最佳搭档

冠 军 后勤队

亚 军 后勤队

季 军 后勤队

羽 毛 球

男子冠军 保护焊队

男子亚军 后勤队

女子冠军 包装队

女子亚军 包装队

踢 毽

冠 军 后勤队

亚 军 静电队

双人跳绳

冠 军 新喷淋队

亚 军 包装队

象 棋

冠 军 保护焊队

亚 军 后勤队

跳 棋

冠 军 后勤队

亚 军 后勤队

2012 年 5 月 31 日上午袁公司对 16 名新员工进行了入

厂培训遥 新职工培训内容涉及厂纪厂规尧 企业概况及企业

文化尧员工行为规范尧企业生产流程尧安全规程及各项规章制度等袁并在培训

结束后对职工进行了摸底考试袁 从不同的角度使新职工了解企业的具体情

况袁为新职工全面熟悉了解企业管理及生产经营情况袁尽快适应新环境尧迅
速进入工作角色打好基础遥

同时袁为提高广大职工的消防安全意识袁促进安全生产状况持续稳定运

转袁当天下午袁安管部组织部分生产车间员工进行了消防知识培训及灭火演

习遥 此次演习袁不仅增强了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袁掌握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袁
同时也提高了员工自救和扑救火灾的能力遥

公司举行新职工培训及消防演练

阴李志敏向大家讲解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阴有韩师傅压阵袁没有过不去的坎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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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