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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尧设备部支援一线生产

10 月 31 日袁渤海新区管委会

副主任尧黄骅市委副书记尧黄骅市

代市长潘海瀛来公司考察调研遥
在王英明总经理的陪同下袁

潘市长一行参观了公司样品展

厅遥 在了解产品的过程中袁潘市长

详细询问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尧市

场拓展情况袁 对公司近年来的发

展给予了充分肯定遥 他说袁五金制

造业是黄骅的支柱产业之一袁五

鑫花园作为行业的骨干企业袁要在保证企业稳步尧健康发展

的同时袁还要带动行业的发展和进步遥
来到美式花架尧栅栏展厅袁得知这些产品已经进入美国

劳氏尧家得宝等著名连锁超市时袁潘市长高兴地说袁出口产

品的市场竞争激烈尧质量要求高袁普通产品的利润空间小遥
企业应该集中优势袁在差异化上下功夫袁要瞄准国外五金产

品的高端市场袁寻找尧开辟新的蓝海袁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遥
看到内销护栏系列产品时袁潘市长耐心的询问了产品的特

点尧优势袁当了解到黄骅周边有很

多商业区尧企事业单位尧小区等都

使用了五鑫护栏后袁他强调说袁国
内的市场空间巨大袁 你们具备了

制造出口产品的优良基础和丰富

经验袁将这些优势加以利用袁完善

市场布局袁依托优质的产品袁不断

扩大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袁在

内销市场的竞争中也一定会有所

作为的遥
临行前袁潘市长勉励说袁黄骅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各企业

的努力袁你们要再接再厉袁加快发展袁力争取得更好的成绩遥
有困难及时反映袁有问题我们尽力解决遥他还要求随行的有

关职能部门做好引导尧服务工作袁当好"助推器"袁为企业发

展创造良好的环境遥
一同调研的还有市人大主任许方林尧 市委副书记董文

昌尧副市长贾兆德尧工信局局长王志尧滕庄子乡政府乡长王

子鹏等领导遥

爱心点燃希望袁生命沐浴阳光遥 10 月 29 日上午九

点袁 为公司职工李芝梅大姐女儿举行的" 爱心捐助仪

式"在办公楼大厅举行遥 李芝梅大姐女儿患病后袁支付

了数万元的医疗费袁给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遥公
司领导得知消息后袁倡议广大干部尧职工发扬互帮互助

的精神袁奉献一份爱心遥 大家积极响应公司的倡议袁自
动自发来到这里袁伸出援助之手遥 仅两个多小时袁便募

集善款 14500 元袁 同时公司又拿出 5500 元袁 共计

20000 元的善款很快便送到李芝梅手中袁 为其女儿的

治疗增添了希望遥
捐款当天袁接踵而来的人们排成了长龙袁但秩序井

然遥 公司领导尧党员干部们走在了队伍的前列遥 人群中

有很多熟悉的身影袁 设备部的老师傅们较早地来到捐

款箱前袁慷慨解囊遥 "谁家没有个难处啊袁多少是个心意

吧浴 "老人们的言语中透出分外的慈祥和朴实遥 我们看

到了队伍中陌生的面孔袁有大姐也有小兄弟袁他们是入

厂不久的新职工袁听说捐款的事情后袁尽管与病人素不

相识袁仍积极踊跃地来到现场袁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遥
伴着焊尘的气息袁 刚刚从车间生产岗位上赶来的工友

们袁身着油渍斑驳的工装袁来不及洗去手上的锈迹袁快

速地将纸币投入捐款箱中袁便转身离去遥恰逢来公司办

事的外协厂负责人李树国尧朱金海尧宁志谦尧在公司帮

助工作的原人事局局长岳桂喜尧 原市医院副院长李树

清等人也纷纷献出爱心遥
此情此景袁怎不令人动容浴这一刻袁人们的心相连袁

情相牵袁让所有的磨难都黯然失色遥 生命是脆弱的袁但
同样是强大的袁因为有了亲情尧友情尧爱心的支撑袁一切

的困难变得不再可怕浴
可爱的五鑫人袁 你们的善举不仅是在挽救一个年

轻的生命袁同时也展示了团结友爱尧无私奉献的五鑫精

神遥这可贵的品质早已生根尧发芽袁深入人心袁也定将不

断地传承和发展下去袁永久地呵护五鑫人的心灵家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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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袁成型车间在

技改创新上不断拓宽

思路袁面对问题袁不等

不靠袁 想办法拿措施袁
积极落实行动遥 在两个

月的时间内袁结合技术部门完成多个技改项目袁效果显著遥
2822 连杆是客户今年开发的新产品袁订货量较大遥 在

产品批量生产初期袁底部成尖工序存在尺寸误差大尧成尖效

率低等突出问题遥车间主任滕巨栋发现问题后袁立即组织班

长邹洪亮尧设备维修员张则等人袁认真分析袁研究解决措施遥
在对整个砸尖工艺过程进行详细的分解后袁 大家都觉得手

工推进连杆力度不好把握袁杆尖的尺寸要求不易保证袁工人

耗费的体力较大遥 于是袁滕主任提出了改用气动机械推进尧
加装漏斗固定装置的方案对砸尖设备进行改进遥

很快袁 在技术研发部的协助下袁 气动砸尖装置投入使

用遥 可初试的效果并不理想袁连杆随设备转动袁不能实现正

常砸尖遥怎样控制连杆不转呢钥车间设备维修员张则灵机一

动袁巧妙的

在 装 置 一

端 加 上 了

一 个 自 制

的 弹 簧 限

位杆袁为了

防 止 产 品

外移袁另一

侧 增 加 了

一个轴承限位块袁既保

证了定位袁又大大的减

小了与产品的摩擦遥 经

多次试验袁砸尖均一次

成型袁并完全符合技术

标准遥大家高兴极了袁因为袁在这道令人野头疼冶的工序上袁以
后将告别费力的手推操作袁实现轻松的半自动化遥

储物筐的封框工序焊点多袁劳动强度高袁是该车间一直

在攻关的技改项目之一遥近日终于取得新突破袁在车间滕主

任尧张则等人的努力下袁实现了封框工序由单点焊到组焊机

上的生产袁效率提高至少 30%以上遥 原来每件产品 52 个焊

点逐一焊接袁现在只需焊四面即可袁解决了职工高频率操作

的难题遥
由于成型车间的冲压产品种类多袁模具更换频繁袁较大

的影响了生产效率遥 车间主任滕巨栋偶然想到了静电车间

砸铆钉的小捣机遥 地桩连接管壁薄尧孔小袁能不能用捣机冲

孔呢钥 想到就做袁按照捣机的型号袁他申请定制了一套冲地

桩管的简易模具袁安装到捣机上一试袁完全没问题遥 小捣机

的电机功率低袁省去了冲床上更换模具的麻烦袁操作简便袁
也更安全遥 就这样袁一道野大马拉小车冶的难题迎刃而解遥

成型车间的好思路都变成了好项目袁 又取得了让人振

奋的好成绩遥过来的所有经验告诉我们袁思路就是创新的源

泉袁是改变的开始遥 一个好的思路袁就像一剂良药袁用后病

除曰像一缕春风袁带来生机遥其实袁好的思路袁就在你我心中遥
如果你是有心人袁创新将如影随形袁不期而至遥 愿你我都作

有心人袁成就自己袁成就企业遥 渊综合办公室 呼向阳冤

有思路，才有创新
要记成型车间技改工作扎实推进

进入忙季以来袁由于订单交期紧袁车间生产人员不足袁部分产

品交由新产品开发部和设备部生产遥两部门接到生产任务后袁积极

准备袁精心组织袁全体行动遥 一个月的时间新产品开发部相继完成

9228 铁栅栏托盘架 154 套尧SIAS 整体货架 171 套等近 8 个货柜的

产品遥 设备部完成热镀锌立柱 1600 件的生产袁完成美式门尧花架尧
法式门等多款产品 5000 余件的修整遥 较好的完成了公司下达的生

产任务遥
在 SIAS 整体货架的生产中袁新产品开发部发挥技术能力强的

特点袁自行设计焊接工装袁独立解决了多个生产中的技术难题遥 货

架间底上管装配不畅是生产中遇到的麻烦之一袁 上下管的装配公

差虽然单面有 2㎜袁但四根上插管的距离最大的 2 米多袁起初设计

的工装难以保证整体的中心度遥 大家认真研究袁集思广益袁在先后

经过四次改动尧修正后袁最终的支架式整体焊接工装符合了技术要

求遥 在全力保证生产的同时袁该部门合理调配袁按时完成交付客户

样品 50 余件套袁并得到了客户的好评遥
设备部在完成静电四线技改项目后袁 迅速投入到新的生产任

务中遥 在不耽误车间设备维修的同时袁老师傅们争分夺秒袁全力以

赴袁充分发挥娴熟的焊接技能袁认真细致的把握挑选尧修整的每个

环节袁合理分工袁默契配合袁保证了生产的产品能够按时转入下序遥

阴气动砸尖装置顺利投入使用

阴新产品开发部的小伙子们在紧张的生产中

阴设备部的老师傅们在维修产品



11 月 2 日

下午袁公司四十

余 名后勤 管 理

人 员赶到 新 喷

淋车间袁参加美

式 门的包 装 生

产任务遥 由于前序黒件生产未及时完成袁造成

新喷淋车间的喷涂尧包装任务异常紧张袁直接

影响到了正常的交货遥在得到生产部门反馈的

相关情况后袁各部门负责人立即组织本单位人

员第一时间赶赴生产现场袁三人一组袁五人一

队袁紧张有序的投入到工作中遥 经过一下午的

突击袁共完成美式花园门 4000 余件的包装遥
此前袁因装箱人员不足袁十几名后勤管理

人员主动放下手中的工作袁自觉加入到装箱的

队伍中袁虽然所装产品数量多袁耗费体力大袁但
是所有人都抢着冲在最前面遥

每当一线需要支持的时候袁后勤岗位的同

事们总是能够克服困难袁顾全大局袁出色的完

成各项生产支援任务遥

30 多岁的年纪袁一米八几瘦高的个子袁一头清爽的短

发遥 织网车间的张永臣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精干尧利落遥
军人出身的他袁08 年退伍后进入公司的织网车间袁主

要负责网片的切边整形遥 在别人看来很枯燥的一道工序袁

他一干就是三年遥 即使在织网车间最困难的那段时期袁他
也依然默默坚持着那份执着袁不曾离开遥

多年的军旅生涯袁养成了他珍惜时间尧遵守时间的好

习惯袁每天提前 20 分钟到车间打扫卫生尧整理产品尧摆放

材料成了雷打不动的惯例遥 在他的带动下袁车间的其他同

事也自觉提前进车间袁为生产前序做好准备工作遥
对于领导分派的工作袁他总是认真执行袁毫无怨言遥 为

了赶交期袁他曾一个人加班到凌晨一点曰为了不耽误生产袁
他曾连续四五天输完液后坚持上班遥 凭着积极的工作态

度尧娴熟的业务技能袁张永臣在 2010 年获得野车间先进个

人冶荣誉称号遥
简单的事情每天都做好就是不简单遥 在人们讲求野速

成冶的年代里袁张永臣却守住了那份野坚持冶袁而这份野坚持冶
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遥 渊编辑 张金祥冤

11 月 21 日袁 英国著名五金建材经销商 Metpost 客户

来公司参观考察遥 在扈克标董事长尧王英明总经理的陪同

下袁客户对部分车间的工艺流程和生产情况进行了详细了

解遥 双方就此前初步达成的 10000 套热镀锌产品的采购意

向进行了磋商袁并对产品的焊接尧喷涂尧包装细节等相关问

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沟通与交流遥 客户对产品工装尧焊接

精度及喷涂质量表示满意遥 目前袁该系列产品正在按计划

生产当中遥

银手里挥舞的焊枪诠释灿烂的青

春袁 空中四溅的焊花绽放如火的激情遥
保护焊的焊接能手们聚精会神尧争分夺

秒袁一招一式融入对工作的满腔热忱遥

银一纵一横交织出淡淡光晕袁一板

一眼磨练成巧手精工遥 成型的循规蹈矩

容不得一丝偏差遥

银久有男儿志向袁 巾帼不让须眉遥
举手投足间自有包装大姐们的那份从

容与淡定袁一来一往张弛有度遥

银团结协作忙而不乱袁分工明确配

合默契遥有条不紊中体现新喷淋车间工

人的简单高效遥

渊编辑 张金祥冤

又是一年冬来早
全员行动生产忙

11 月 12 日袁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2010 届机械工程

与电气自动化专业 30 余名大学生来我公司参观学习遥 公

司综合办及技术部相关人员热情接待了他们袁并陪同参观

了样品展厅及部分生产车间遥
参观过程中袁同学们对各车间的生产工艺尧先进设备

产生了浓厚兴趣袁不时与随行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袁提出

自己的疑问遥 在得到随行技术人员专业细致的讲解后袁同
学们感到获益良多遥

此次参观袁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求知热情袁不仅强化

了他们的专业知识袁也为企业与学生的更广泛交流奠定了

基础遥 同学们纷

纷表示袁 一定要

认真总结袁 加强

学习袁 并希望能

有 机 会 再 来 企

业袁 通过实习等

方式提高自己的

综合素质遥

阴张永臣正在给产品整形

阴同学们参观样品展厅

2011 年 11 月 18
日下午袁 省安监系统

专家组一行来到我公

司袁对公司的"三级安

全标准化认证"进行终审验收遥
在听取了王经理对公司安全标

准化开展情况的详细介绍后袁 专家

组一行在公司相关领导的陪同下袁
深入车间现场袁了解生产工艺袁实地

查看生产安全标准化的落实执行情

况遥 重点对机械设备尧电器设备尧作
业环境尧 现场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细

致的考评遥 当专家组看到车间统一

整齐的安全标语时袁 对公司开展的

安全文化宣传工作给予了较高的评

价遥
现场检查环节完成后袁专家组来到会议室袁查看了复审

的外评报告及相关资料袁听取了公司的自评报告遥 随后召开

了终审验收总结会议遥
经过专家组充分讨论袁 认为我公司安全标准化系统符

合有关标准和要求袁各项工作开展较好遥 公司非常重视安全

生产工作袁能够积极投入大量人力尧物力尧财力袁切实推进安

全管理工作的持

续开展遥能够引进

并研发先进的生

产设备尧 工艺袁在

确保制造优质产品的同时袁 更保证

了职工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遥 专家组

指出袁 五鑫公司的安全标准化工作

是沧州市乃至河北省的典范袁 值得

在全省推广遥 省机械科学研究设计

院出具的考评报告真实可靠袁 确定

的安全标准化等级 渊三级冤 客观可

信遥专家组一致认为袁五鑫公司通过

此次安全标准化终审验收袁 正式认

定为国家安全标准化三级企业遥
在总结会上袁 专家还对公司安

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袁 建议公司在

安全管理的科学化尧设备台账的规范性等方面继续完善袁制
定切实可行的改进计划遥

会议结束前袁王经理表示袁公司将坚定不移的做好各项

安全管理工作袁各部门尧车间要把安全作为工作的头等大事

做好尧做细尧做实袁努力向安全标准化二级企业坚实迈进遥
渊总经理助理 白英存冤

阴专家组成员参观公司样品展厅

阴扈董事长陪同客户在车间查看产品包装

我公司顺利通过"三级安全标准化企业"终审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