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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在沧州市第二届"金牌工人"
和"能工巧匠"的评比活动中袁我公司总

经理助理韩建华同志脱颖而出袁 被评

为沧州市"能工巧匠"荣誉称号袁在当选

的 25 名"能工巧匠"中袁
韩建华也是黄骅 13 家

参选企业中唯一入选的

职工遥
成绩的取得袁 源自

韩建华对业务知识的刻

苦钻研尧 对技术创新的

不断追求遥 韩建华是创

业初期就来厂的老员

工袁头脑聪明袁动手能力

强遥由于表现突出袁很快

走上了中层岗位遥 他担

任过技检科负责人袁成

型车间尧保护焊车间主任袁在车间的工

作期间袁他主动参与技改工作袁面对困

难袁积极想办法袁出点子袁提出并参与

了气动群钻机的设计制作袁 带领车间

独立完成了花园门气动整形机尧 双丝

网片切边装置等技改项目袁 解决了生

产中的多项难题袁提高了生产效率袁为
公司节省了费用遥

多年的一线工作经验袁 使韩建华

对产品的技术工艺尧 设备性能等驾轻

就熟遥 由于公司技改工作的需要袁于

2009 年 9 月份袁 韩建华调入新成立的

技术研发部任部长遥 新的岗位袁新的困

难袁新的挑战袁成了他创新工作的巨大

动力遥2010 年袁由他领导的新喷淋生产

线项目小组袁 完成了行业最先进的喷

淋喷涂生产线的设计尧施工制作袁使公

司的喷涂工艺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袁
为扩大欧美市场份额提供了坚实的保

障遥 同年还主持完成了龙门焊自动化

改造尧 气动捼弯装置的研发制作等项

目袁 较大的推动了公司生产设备的自

动化进程遥

去年 11 月份袁 由于业绩突出袁韩
建华被公司任命为总经理助理袁 主管

技改研发工作遥 在他的领导下袁各项技

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袁 并不断取得新

突破遥
韩建华同志的成长进步袁 体现了

公司一贯坚持的"现场出人才"的用人

原则袁符合公司一贯坚持的不唯学历袁
凭能力袁 不唯理论袁 凭实绩的用人标

准遥 企业需要的是想真事尧干真事尧动
真格的实干型和复合型人才袁 而摒弃

那些只知空谈尧眼高手低尧脑中空空的

庸才遥
以韩建华同志当选沧州市" 能工

巧匠"为契机袁必将掀起一场学习创新

的热潮袁 激发广大干部职工学习新知

识尧钻研新技术尧练就新技能尧增长新

本领的巨大热情袁 形成岗位比学赶超

的良好氛围袁 从而有力促进企业各项

工作的健康尧快速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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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如何面对公司所经历的困难时袁王经理指出袁要
用哲学的思想看问题遥矛盾具有普遍存在性袁任何事物的发

展过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袁而是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袁因
此我们提倡院一要实事求是袁正视矛盾袁既不无限夸大矛盾

和问题的存在袁又不回避尧不逃避曰二要有阳光心态袁寻找对

策袁积极应对曰三要辩证看待事物的两个方面袁矛盾双方是

可以相互转化的袁 要从危机中寻找机遇袁 从困难中看到光

明遥
对于 2011 年的工作袁王经理强调袁要全力围绕四个重

点进行遥一是将技改提升到新的高度遥利用三年时间对产品

结构进行调整袁淘汰一部分纯粹依靠手工制作袁效率低下的

产品袁开发一批效率高尧档次高尧附加值高的产品曰二是贯彻

好野效率最高袁质量最好袁成本最低冶的野三最冶要求遥 从思想

上尧观念上尧行动上适应市场竞争规律袁适应客户需求袁时时

处处把效率尧质量尧成本尧安全挂在心上袁落实到行动上袁从
管理尧效率尧设备三方面挖掘企业潜力曰三是把握关键尧找准

位置尧创新思维尧狠抓落实遥围绕重点工作搞创新袁群策群力

谋发展曰四是依靠艰苦奋斗的作风袁将野再走创业路袁再过苦

日子冶的口号落到实处袁用五鑫精神指导我们的工作袁鞭策

我们前行遥
年年开会年年新袁又是一年春来临遥 伴着经久不息的掌

声袁和着叶我们一路向前曳的乐曲袁表彰大会在喜庆而又热烈

的气氛中圆满落下帷幕遥

春暖花开袁 柳絮飘飞遥 4 月 2 日上

午袁公司 2010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在四楼

大会议厅隆重召开袁 来自公司各岗位上

的先进工作者尧 单项奖获得者及部分车

间代表尧 后勤管理人员尧 协作厂代表等

200 余人参加了会议袁 黄骅市总工会程

秀珍主席应邀出席大会并致辞遥
表彰大会首先由副总经理张有志宣

读了 2010 年度先进工作者尧先进集体以

及各单项奖获奖名单袁 颁奖仪式随之进

行遥 2010 年度共有 58 名员工被评为先

进工作者袁23 人分别获得技术创新奖尧
管理创新奖尧 合理化建议奖等奖项袁13
个集体分获先进车间尧先进科室尧先进班

组尧质量优秀班组等荣誉称号遥
颁奖结束后袁 部分先进工作者及先

进集体代表进行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袁大家纷纷表示袁将在新

的一年里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袁再接再厉袁力争取得更

大的成绩遥
各副经理分别就分管的 2011 年重

点工作计划进行了表态发言遥
接下来袁 王英明总经理对公司过去

一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袁 肯定并赞扬了

对公司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集体和个

人袁向常年工作在各个岗位无私奉献尧未
在会议上受到表彰的员工们表示崇高的

敬意和衷心的感谢遥 王经理指出袁过去的

一年袁公司虽然经历了许多困难袁但过去

一年取得的成果也可谓前所未有院 第一

次由年轻人带队袁 完成第一条自主设计

研发的全自动喷淋喷涂线曰 第一次改变

用电尧用油尧用煤气的加热方式袁改用天

然气袁铺设了全部生产线的输气管道曰第
一次正式采用底粉加面粉喷涂袁 使产品

达到质保五年尧七年尧十年的要求曰第一次举行焊接技能大

比武曰第一次组织质量安全知识竞赛遥 (下转第 4版冤

八十一名职工接受表彰 各分管经理部署 2011年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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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尧工友们院
大家上午好浴
我是包装车间的一名班长袁 我叫刘宝胜袁

今天很荣幸能够代表先进班组上台发言遥今年

我们班和成型车间的两个班组被评为 2010 年

优秀班组袁荣誉的取得袁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关

心和工友们的支持袁同时更是全班工友们用辛

勤的汗水铸成的遥
在过去的一年袁我们完成了公司下达的多

项生产任务遥 包装车间的产品种类多样化袁特
别是组装类产品袁它容不得我们有一丝一毫的

松懈和马虎袁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在业务知识上

不断地学习袁 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提高袁只
有这样袁在工作时才能做到得心应手遥 做好包

装工作袁必须能够看懂图纸袁核对每一种配件袁
一切按照流程操作袁 这样才能做到万无一失袁
才能保证包装完的产品是合格的遥

记得在包装美国货架时袁第一次订货数量大尧品种多袁
包括螺丝在内一共有六十多种袁由于条件的限制袁屋内包

装已不可能了袁只好是外协厂来一车袁在外面包装一车遥正

值寒冬腊月袁我们在零下七八度的条件下打托袁脚冷了跺

跺脚袁手冻了哈哈热气搓搓袁就这样一干就是二十多天袁我

们 的 目 标 只

有一个袁就是

要 保 质 保 量

地 完 成 任

务遥
一 次 在

赶 涂 塑 管 的

包装任务时袁
由 于 做 纸 箱

用的板材原料紧张袁我们只有先包装好最后装纸箱遥 下午

来纸箱袁明天就要发货遥 因为受吸塑的限制袁人多靠不上袁
其它的订单也不能停袁如果明天再包装势必造成压箱遥 没

办法袁我们从下午 3 点开始吸塑装箱到了晚上 8 点袁其他

的班组都已打扫完卫生回家了遥 而我们写流水号的尧贴商

标的尧封箱的尧打包的袁一切都井然有序得干着遥 车间内只

能听到机器的转动声尧纸箱与打包机发出的碰撞声袁就这

样一直到深夜 12 点袁1600 箱产品全部清点完毕袁这时大家

才露出满意的笑容袁踏上了回家的路遥 正是大家的兢兢业

业和无私奉献袁舍小家袁顾大家袁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袁
才保证了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遥

荣誉已成为过去袁站在新的起点上袁让我们继续为五

鑫花园美好的明天谱写更加绚丽多彩的篇章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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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尧同事们尧外协

厂厂长们院
大家好浴 今天很荣幸由我

代表先进车间发言袁在此袁我要

感谢公司领导长期以来在工作中的关

怀袁感谢各部室及兄弟车间的帮助袁能
够被评为先进车间袁 离不开大家的理

解和支持袁在此谢谢大家浴
2010 年上半年新产品 92210袁订

单多袁人员占用比例大袁生产任务比较

紧张袁 下半年由于 92210 树叶门没有

订单袁车间主要以生产老产品为主袁全
年共计完成储物筐 191000 件袁长方形

网片 290000 件 袁061153 地桩 242000
件袁生产任务及周期较去年有所下降袁
车间在抓生产的同时袁 注重产品质量

的控制袁生产前对产品结构进行分析袁
确保不让有缺陷产品出现袁通过班前尧

班后会不断强化大家的质量意识袁加

强自检互检袁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遥
成型车间人员主要以老员工为

主袁 生产忙季赶货袁 经常需要加班加

点袁大家从无怨言遥 其中有一次袁职工

下晚上十二点袁 十一点接到销售部通

知袁有集装箱来的晚袁需要连

夜装出去袁于是大家放下手中

的活袁投入到装箱队伍中遥 一

直到凌晨两点多才装完袁 那一

刻袁 从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我看

到了胜利的喜悦袁 看到了一种可贵的

奉献精神袁 我为公司拥有这样的职工

而感到骄傲袁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职

工袁才有了公司的今天袁才有了我们沉

甸甸的荣誉遥
2011 年袁 车间工作将围绕王经理

提出的"质量最好袁效率最高袁成本最

低" 的指导思想袁 全力以赴严把质量

关袁一定要使质量水平再上新台阶袁技
改创新取得新突破遥 新的一年任重道

远袁我们将团结一致尧振奋精神袁以无

比的热情去迎接五鑫花园更加美好的

明天浴

先进车间代表 赵海森

尊敬的各位领导尧同事们院
大家上午好浴 我是包装车间的一名普通员工袁我

叫刘太芹遥今天我能站在这里袁代表姐妹们发言袁感到

非常荣幸浴 我能够当选先进袁与同事们的支持和领导

的关怀是分不开的袁此时此刻袁我要向大家致以最真

诚的感谢遥
我在包装车间工作多年袁 大家在一起干的很开

心袁我也非常喜欢包装车间的工作袁从心底要求自己

将工作干好袁即便是在面对困难时袁我也是咬牙坚持遥
在去年 12 月 3 号工作当中袁我的眼睛被碰了一下袁当
时疼痛难忍袁我坚持没离岗袁直到第三天以后袁我的眼

睛实在坚持不住了袁视力模糊袁我才去医院检查袁医生

说袁你如果迟来两天袁就有可能失明遥 就这样袁在医生

和家人的劝说下袁 我才在医院治疗了 17 天遥 在这期

间袁领导和同事们多次到医院看望我袁说起厂子里的

活儿忙袁我心里很着急袁于是我在眼睛还没有完全恢

复的情况下袁就回厂参加工作了遥
其实袁这并不算什么袁作为一名五鑫花园的员工袁

我觉得必须把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袁因为没有公司

的兴旺发达袁就没有大家的工作岗位和稳定收入遥 只

有发挥出每个人的力量袁 才能为公司的发展排忧解

难袁让企业的效益最大化遥
在今后的工作中袁 我一定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

望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袁团结同事袁愿做企业的一块

砖袁 干好每一

项工作袁 在工

作当中做到不

放松袁不懈怠袁
和同事们一起

克 服 各 种 困

难袁 争取把工

作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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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事要做到勇于承担责任袁不要上下推诿袁少
向公司要条件袁 多向自己要智慧袁 只要思想不滑

坡袁方法总比问题多遥 保护焊车间 夏振峰

把每项目标工作列成表格袁月底自我打分袁看
看还有哪些任务没有做到位袁确保持续改进袁自我

完善袁自我考核袁自我总结袁团队讨论袁固化行为袁
实施推广遥 质检部 张凤瑞

做好一名中层袁要打造一支优秀的团队袁光靠

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遥 野众人拾柴火焰高冶袁团队

成员之间要相互认知尧相互支持袁目标一致才能实

现共同价值遥 浸塑车间 白军

要成为好的管理者袁首先要作好的被管理者袁
懂的配合上级领导的工作袁 只有做好被管理者的

角色袁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遥 要要要 核算部 赵树轩

中层是公司的中枢袁 是连接在上级与下级之

间的纽带袁要具备较强的学习和沟通能力遥 做一名

合格的中层干部袁就应该将这些能力落到实处袁转
化为有效的生产力遥 要要要织网车间 刘波

2010 年是 公 司

的 野质量提升年冶袁为
了这一目标的实现袁
质检部在公司领导的带领与关怀

下袁在各兄弟单位协助下袁全体人员

团结努力基本实现年初目标遥 能够

被评为野质量管理创新奖冶袁离不开

大家的支持与帮助袁在此袁对大家致

以最诚挚的感谢浴
野质量提升年冶要求质检部的工

作成效要有一个明显的转变遥 经过

多次开会统一思想尧分析不足袁在发

现并解决问题尧 落实质量标准等方

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创新院
一是坚持早例会袁 促进各工序检

验流程之间的紧密衔接遥 质检员对不

是自己负责的工序也要深入了解袁培

养了全面能力袁 同时也对工作中的失

误进行检讨曰二是多到现场袁针对出现

的问题袁 组织相关单位召开质量问题

分析会袁及时解决问题曰三是通过科学

严谨的试验及时为工艺保持尧 质量稳

定情况把脉遥美式门两遍喷涂试制时袁
平均三天出一次试验报告袁 有效保证

了工艺制定曰 四是经常设身处地同各

车间尧验货员沟通袁及时为他们提供建

议尧帮助袁宣传公司质量理念曰五是经

常组织相关人员到厂外参观新产品及

其它产品生产工艺等袁 在此不一一列

举遥通过大家的努力袁公司去年的一等

品率 99.5%袁一次验收合格率 98.37%袁
完成并超过了年度质量目标遥

2011 年竞争加剧袁产品质量是我

们同周边对手竞争的最有力武器遥 今

年质检部的工作目标如下院
一尧达到质量目标规定的要求袁努

力提高一次验收合格率遥 争取控制错

检率为 0遥 培养质检人

员综合能力袁所有检验

产品都从整体流程角

度验收遥帮助解决磷化后产品返洗率

高尧原材料不合格频次多尧粉沫厚度

高造成增加成本等问题遥按产品要求

执行不同的检验标准遥
二尧 响应公司在 2 月 20 日会议

中提出的野鼓励并要求科室人员生产

淡季去车间参加劳动袁抽调部分人员

到技改小组袁参加技改冶的号召遥质检

部全体人员已做好准备袁听从公司安

排袁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遥 挽起袖子,
投身一线袁积累经验袁锻炼能力遥 我部

四名男同志已主动报名袁 要求参加技

改劳动遥今年的淡季到来较早袁我部人

员忙季不怕苦不怕累袁 淡季也要为技

改工作贡献力量遥 剩余留守人员身兼

多职袁勤加学习袁保证科室正常工作的

开展遥
2011 年的工作任重道远袁我们质

检部会把野质量就是生命冶的宗旨烙印

在心上袁把公司的需要放到第一位袁努
力完善自我袁 为公司的发展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创新是质量进步的动力
质量管理创新奖代表 刘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