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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职工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韩建华获野市十佳职工冶称号

二尧三版 2011年度公司先进代表

发言选摘

四版 2011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获奖名单

公司召开2011年度总结表彰暨职工代表大会

芳菲四月袁万木争春遥 23 日上午袁公司 2011 年度总结

表彰暨职工代表大会在四楼大会议厅隆重召开遥 来自各车

间尧部门的职工代表 180 余人欢聚一堂袁回顾总结取得辉煌

成绩的 2011袁 表彰过去一年中做

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袁 共同

展望充满希望和挑战的 2012遥
大会开始之前袁 到会代表采

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袁 选举出新

一届工会委员会委员袁 新当选的

工会主席张凤瑞携全体委员上台

亮相袁 并就加强工会相关职能及

2012 年的重点工作向与会代表作

了报告遥
大会由副总经理夏振隆主

持遥 副总经理张有志宣读了 2011
年度先进工作者尧 先进集体及各

单项奖获奖名单遥 在接下来的颁

奖仪式上袁62 名员工和 12 个集体

的代表分别上台接受了表彰遥
颁奖结束后袁 部分先进工作

者和先进集体代表进行了大会发

言袁 用平实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

企业的热爱袁并纷纷表示袁将在新

的一年里继续发扬顽强拼搏尧团

结务实的团队精神袁为公司的美好明天努力奋斗遥
随后袁总经理助理韩建华宣布了叶公司 2012 年重点工

作目标分解曳袁 副总经理孟宪怀就 2011 年度职工合理化建

议征集活动及采纳情况作答复遥
大会最后袁由王经理作重要讲话遥 她说袁新一届工会委

员会的当选袁 搭建了公司行政与

员工相互沟通的桥梁袁 构筑了员

工活动的舞台曰 刚刚听取了大家

的发言袁有创意袁有新意袁讲的都

很好袁借此机会袁我代表公司领导

班子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尧 优秀

个人以及长年默默无闻奋战在生

产一线和各个岗位的全体员工表

示衷心的祝贺和诚挚的谢意浴
王经理指出袁 刚刚过去的一

年袁 是国内外市场环境极为困难

和复杂的一年遥 市场尧资金尧材料尧
用工等各方面都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问题袁 但在明迈特的大力支持

下袁经过全体员工的积极努力袁仍
较好的完成了全年任务袁 与预期

结果比袁还是比较满意的遥 过去一

年在扎实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同

时袁 技改和质量管理工作迈上新

台阶遥 各项基础管理亮点纷呈袁各
部门齐心协力袁 通过了省级安全

三级认证袁使安全管理上了一个新台阶遥 在抓节约尧降成本

上也是成效显著遥 渊下转第 4版冤

黄骅市召开庆 " 五一 "
暨 工 会 工 作 表 彰 大 会

4 月 24 日袁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袁黄骅市召开了庆"
五一"暨工会工作表彰大会遥来自黄骅市各条战线的 12 个单位尧20 名个

人袁分别获得了"工会基层建设先进单位"尧"工人先锋号"尧"优秀工会工

作者"尧"十佳职工"等荣誉称号并受到表彰遥
公司总经理助理韩建华同志获得"黄骅市十佳职工"荣誉称号袁在

受到市领导的表彰后袁韩建华代表"十佳职工"上台发言遥 在发言中袁他
动情地回顾了多年来的技术创新之路袁 讲述了自己立足本职袁 勤于学

习袁刻苦钻研的经历袁深刻地表达了对技术工作的热爱之情遥 韩建华的

精彩发言博得了场观众热烈的掌声遥 在随后的点评环节中袁贾兆德副市

长给予了韩建华较高的评价遥
据悉袁韩建华是本次"十佳职工"中两名来自工业企业的入选代表

之一遥

渊上接第 1版冤 在谈及今后企业该如何发展时袁 王经理

强调袁要努力做到两点院
一是坚定信心地培养"两种精神"遥

遥 微利时代袁最为宝贵尧最当珍惜的就是这种工匠

精神袁就是专心袁专一遥 这也是德国企业家们常常挂在嘴边

的那句话"就算做螺丝也要做到最好"袁一颗螺丝他们能做

上百年遥 五金制造业犹如龟兔赛跑遥 步子慢点袁但会赢在终

点袁笑到最后遥 我们没有高额回报袁同时也没有大的闪失袁很
踏实袁很充实袁很幸福遥 这需

要企业和员工双方的努力袁 我们已经想了很多措施来提高

大家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袁包括"五险"尧工龄工资尧年休

假尧婚丧假等曰在技改投入上千方百计减轻劳动强度袁不论

企业赚不赚钱袁都要保证工人工资按时发放遥 目前袁企业有

困难袁很多职工都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袁与企业同呼吸共命

运袁以企业为家袁以企业发展为荣遥
遥 一是 袁二

是 袁舍此袁别无选择遥
随着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袁精细化管理将

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袁 企业只有不断地深化精

细化管理袁计划好每一分钱尧用好每一分钱尧赚到可以赚到

的每一分钱袁企业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袁才能在竞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遥 精细化管理是一个全面化的管理模式遥 它包含

"精细化的设计尧精细化的操作尧 精细化的控制尧 精细化的

核算尧精细化的分析"等袁贯彻整个企业的所有管理活动中遥
"工欲善其事袁必先利其器"袁没有自己的核

心技术袁就等于没有自己的根遥 今年要继续在技术提升上下

功夫遥 以设备更新换代为抓手袁努力实现提速增效尧提质增

效尧节本增效袁以最好的服务尧最优的质量尧最低的价格服务

市场袁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实力遥 遥 今年大部分

技改投入都是围绕扩大厂内产能进行遥 去年静电喷涂生产

线改造后袁90%以上的任务由自己完成袁 磷化基本全部在厂

内完成袁保证了质量袁降低了成本遥 遥2011 年在

群众性小改小革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袁投入不多袁但
是实用袁见效快袁正是那句话袁"群众中蕴藏着极大地创造

性"袁蕴藏着许多金点子袁好思路往往来自于基层遥 目前袁我
们不仅有技术研发尧设备尧新产品专业创新团队袁而且已经

形成了车间尧班组创新集体袁希望今后出现更多更好的创新

能手遥
王经理最后说袁尽管我们面临困难袁历经坎坷袁但我们

从未失去信心袁我们的各级干部袁我们的优秀员工是支撑企

业发展的脊梁和坚强的柱石袁我们要借这次大会的东风袁振
奋精神袁鼓足干劲袁齐心协力袁勇敢地迎接困难和挑战袁用我

们五鑫人特有的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精神袁 为企业的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袁迎接属于我们的更加美好的明天浴

选举产生新一届工会委员会 王经理部署 2012年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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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先进班组（班长）：

合理化建议奖：

节约奖：

管理创新奖：

技术创新奖：

先进集体：



尊敬的各位领导尧
同事们院

大家好浴 今天很

荣幸代表先进车间上

台发言遥 在此袁我要感谢公司领导在工作中的关怀袁感谢各

科室及兄弟车间的帮助遥能够被评为

先进车间袁 离不开大家的理解和支

持浴
我从 2011 年 2 月份调任保护焊

车间工作袁 针对车间产品种类多尧原
材料复杂的情况袁我督促班长尧统计

要做到心中有数袁领料严格按排产单

要求进行袁并做到日清月结袁避免原

材料出现亏盈遥
车间在狠抓生产的同时袁 同样注重产品质量的控制遥

在生产前对产品结构进行分析袁 避免有缺陷的产品出现遥

通过召开班前会尧班后

会袁不断强化车间职工

的质量意识袁 加强自

检尧互检袁保证了产品

质量的稳定遥 在生产生产淡季对车间布局进行了重新调

整袁安装了 6 台负压风机袁解决车间

排烟问题遥 车间产品做到码放规范

化袁做到地面干净尧道路通畅袁给大家

营造出一个整洁尧 舒适的工作环境袁
增强员工的工作热情遥

对于 2012 年的车间工作袁 我们

将主要以公司要求的 野提高效率尧降
低成本尧向管理要效益冶为指导思想袁
严把质量关袁技改创新力争取得新突

破遥 新的一年任重道远袁我们将团结一致袁振奋精神袁以无

比的热情去迎接五鑫花园更加美好的明天遥

科学管理 细节制胜
保护焊车间 夏振峰

尊敬 的 各 位

领导 尧 工 友

们院
2011 年

生产部在公司各级领导关怀与指导下袁 在各单位的大力支

持与协助下袁全体职工加班加点尧拼博奉献袁圆满完成了公

司交给的各项生产任务遥
去年公司内部职工队伍团结稳定袁业务水平较高袁责任

心强遥 全体职工不怕脏尧不怕累袁服从生

产与车间按排袁加班加点尧任劳任怨袁涌
现出许多业务精英袁 如黄骅市焊接能手

二等奖院王洪优遥 一线职工为公司付出了

很多袁 同样大家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袁
2011 年平均工资比 2010 年提高了 26%遥
同时袁 公司的社会效益也达到了新的高

度遥
公司连续几年的硬件投入与技改工作成效显著遥 新喷

涂线尧扇形网片组焊尧烘干炉尧天然气改造尧静电一线改造

等袁节约了人工尧粉沫袁降成本效果较好遥 前处理车间烘烤炉

正常工作后袁产品合格率达到 95%以上袁同比去年合格率成

倍的增加遥 静电一线改造后可以喷涂可调节弓形弯使成本

下 降 10 多

元/平米遥
生产部

全体人员研

究生产工艺尧挖掘生产潜能袁多方询价对比袁多方研究袁及时

利用库存材料产品袁改变以往固有的生产组织模式袁实行了

多项举措袁 为降成本提效益做出了许多努力袁 在法式门门

锁尧全铁板法式门板尧欧式门锁尧铸件尧滚镀价格下调等方

面袁全年共计节约 150 万元以上遥
过去的一年也存在较多的问题遥 生

产流程中的问题处理不及时袁 督促不到

位袁致使材料尧产成品的修理与报废等工

作不依规定办理袁 流于形式袁 责任不明

确遥 以至车间浪费极大袁损失严重遥 生产

计划执行不严谨袁出现多次人为失误袁造
成库存产品尧赶货尧压箱等情况发生遥

纵观 2011 年的工作袁有汗水也有泪水袁有喜悦也有遗

憾袁缺少在管理上坚持流程的力度袁缺少在管理上找效益的

眼光袁需要生产部全体人员汲取教训袁再接再厉袁克服困难袁
扬长避短袁力争圆满完成公司交给的任务袁为五鑫公司的辉

煌未来不懈奋斗浴

尊敬的各位领导尧各位同事院
大家好浴
我叫李国营袁 是包装车间的一名普通员

工遥 今天能够代表车间先进工作者在这次大会

上发言袁我感到十分荣幸浴 能够当选先进袁离不

开领导的关怀和同事们的支持袁请允许我向大

家致以最真诚的感谢浴
我 是

2004 年 来

的公司袁一
直 在 包 装

车间工作遥
这些年来袁
跟 姐 妹 们

在 一 起 工

作 的 很 开

心袁大家互帮互助袁共同努力袁车间工作得到了公司的认可遥
作为一名老职工袁在工作中我团结同事袁认真细致遥 工

作中严格要求自己袁不疏忽袁不大意遥 有一次袁包装涂塑管

时袁我习惯的检查了一下固定件袁发现最下面的松动了遥 由

于都是气动钻上的袁应该比较紧袁随后我又看了几件袁都有

同样的问题遥 于是赶紧找来班长袁一同查找原因袁发现是涂

塑管的孔打大了袁后来换了稍粗的固定螺丝袁保证了这批产

品的质量遥 包装工序是最后一道工序袁必须要时刻注意袁绝
不能让不合格品流出公司遥

平常同事有问题时袁我尽自己所能告诉他们袁有困难的

积极帮助遥 带新工人时袁为了让他们快些掌握技能袁不介意

影响自己的产量袁手把手教给他们袁使他们能尽快的独立操

作遥
我觉得自己做的还很少袁 今天的荣誉会激励我不断努

力工作袁起好模范带头作用遥 在以后的日子里袁我将用智慧

和汗水袁同大家一起袁为五鑫更加灿烂的明天奋力拼搏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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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尧朋友们院
大家好浴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发言袁非常激

动袁同时也感到十分荣幸浴 此时此刻袁我最想说

的话只有两个字院感谢浴作为一名普通的车间职

工袁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和幸福的遥因为在五鑫

工作袁 我能够时时刻刻感受到领导和同事们对

我的关心和爱护袁我的每一次进步袁都离不开大

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袁在此袁我要衷心的感谢各

位领导和同事们浴
能够被评为 2011 年度的先进工作者袁我觉

得归功于六个字院信任尧帮助尧支持遥 谈到信任袁
就是要感谢各级领导对我的信任袁 让我有了一

个发挥自己特长的平台袁 有了你们的帮助和关

爱袁使我能够在许多方面逐渐走向成熟袁在人生

的道路上脚踏实地前进曰谈到帮助袁在这里袁我
要衷心感谢我们的赵班长袁 我今天的进步是与

他平日里的指

导分不开的袁
是他在工作中

给了我很多的

建议和帮助袁
也给了我很多

学习的机会袁
使我的各方面

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展示曰谈到支持袁就是车间里我

的所有同事们袁是你们在日常工作中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

鼓励浴
在新的一年里袁 我将把过去的成绩作为新的工作起

点袁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袁虚心学习他人的长处袁使
自己的综合素质和技术水平在工作中不断提高和完善袁踏
实的干好本职工作袁积极配合车间领导袁把车间的生产工

作做好遥 以此来回报领导和同事们的鼓励和支持遥

尊敬的各位领导尧各位同事院
大家好浴
今天很荣幸在这里代表先进班组发言袁在

此袁我代表班组的所有员工袁对领导们的支持和

信任表示衷心的感谢袁 同时向坚守在各岗位上

辛勤付出的同事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浴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袁 我们班组新工人比较

多袁对生产工艺比较陌生袁再加上我也算是头次

接触静喷工作的新人袁要学习的东西比较多袁心
里挺着急遥去年在我们生产美国铁栅栏时袁由于

人员不足袁 而且新工人占了多数袁15 方管的眼

距又比较小袁要挂满链条十分困难遥考虑到链条

如果一直无法挂满袁势必会影响车间的产量袁还会造成粉

末亏损遥 这时袁车间里的老工人主动承担起了对新工人的

帮带工作袁 手把手

教他们怎么挂才能

又 省 力 气 又 出 效

率袁 负责喷枪的职

工在完成自己的工

作后袁 也加入到摘

挂件的队伍中遥 看

着 他 们 忙 碌 的 身

影袁 我感到无比欣

慰遥 正是由于大家的勤奋尧团结袁才顺利战胜了一个又一个

的难关遥
虽然被评为优秀班组袁 但我觉得我们做的还很不够遥

在新的一年中袁我们会继续努力袁通过不断学习来提高自

己的业务水平袁为公司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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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流程管理 力促效能提升
生产部 刘 进

文明办主任杨淑媛渊右一冤
接受赠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