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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 

  

违章一闪念，事故一瞬间。 

 

   

 

 

 

 

 

 

                   

 

 

王在安，一线

淬火工序，工

作认真刻苦，

与同事相处融

洽，服从安排，

对本职工作兢

兢业业。 

魏茂盛二车

间切角工序，

工作认真勤

奋，勤恳务

实，吃苦耐

劳，很好完成

了各项任务。 

 

 

王训志，四线

压硬标识工

序，工作认

真，积极勤

奋，按时完成

上级领导安

排的相关工

作！ 

 

 

 

7 月 7 日晚，最新一期美国

《财富》杂志“2014 年世界 500

强企业”名单公布，北汽集团

以营业收入 43323.9 百万美元

再次跻身全球 500 强，排名第

248 位,名次比去年大幅度提升

88 位。同比 2012 年，北汽集团

营业收入增长率达到 29.8%。再

次进入世界 500 强并排名前

300 位，意味着北汽集团在财务

指标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全球竞

争力，而借助《财富》平台，

北汽集团也获得了权威的品牌

背书，为北汽参与国际市场竞

争提供了基础。“品牌是北汽

集团国际化发展的首要追

求，” 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

表示，“国际化发展的理想顺 

 

序是：先做品牌、再做服务、

最后销量水到渠成。” 

自 2013 年跻身世界 500

强，意味着北汽集团已经进入

中国汽车产业集团第一阵营，

同时也敦促北汽集团进一步向

全国性经营和国际化经营以及

内涵式增长的转变。在徐和谊

看来，转型发展、塑造国际品

牌是北汽集团作为中国主要汽

车集团、北京市属高端制造企

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能否成为汽车强

国，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有

没有世界级的汽车品牌。”徐

和谊认为这必须依靠自主品牌

来实现。打造自主品牌要拥有

核心竞争力，首先要有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其次是拥

有独立的品牌，第三是拥有 

完整的技术、生产、质量、销

售体系。 

通过收购瑞典萨博技术平

台，北汽集团以集成创新、协

同创新的模式获得了自主知识

产权技术平台，并基于该平台

开发了自主乘用车品牌“绅

宝”，研发体系建设也风生水

起。据了解，萨博技术平台要

为北汽自主品牌贡献的能量将

远不止于此。 

为了加速度实现集团化经

营、跨越式发展，北汽集团在

全国迅速展开布局，强势塑造

自主品牌。2013 年，通过扩建

株洲基地、北汽有限整体搬迁 

 

河北黄骅、镇江、瑞丽基地启

动建设、重组国内知名企业昌

河汽车等一系列资源重组，北

汽集团在全国建立了 8大汽车

生产基地。在商用车领域，北

汽福田已经在全国建成 9个生

产基地，并开始在印度、俄罗

斯等战略市场谋划独资建设

工厂。 

从技术研发到销售终端，

北汽集团基本完成了原始的

全产业链积累，开始进入“品

牌焕新”的历史阶段。此次再

度跻身《财富》世界 500 强，

更加坚定了北汽打造全球有

影响力的汽车企业的信心。 

（摘自网络） 

 

 

北汽集团再次跻身《财富》世界 500 强 排名升至第 248 位 

生活有张有弛，

市场也有淡旺季之

分，炎炎夏季汽车行

业也进入了传统淡

季。那么我们应该用

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

淡季呢？ 

首先要坚定信

心，坚定汽车行业的

信心，坚定国家政策

的信心，坚定海华公

司的信心，坚定自己

的信心。当下国家稳

定经济增长速度、调

整经济结构，发展经

济兼顾环境保护，政

策要求国三切国四，

车市的复苏还需要一

段时间，但是汽车行

业对国家经济的支撑

作用促使国家对汽车

行业的重视将持续，

我国广阔的汽车消费

潜在需求以及中国汽

车人坚定而执着的

“汽车强国梦”，坚定

了只要我们海华人坚

持下去，必然送走寒

冬，迎来暖春。 

 

 

6月份，国内重卡市场

同比大降近两成，令很多

人感到沮丧，那么，今年

上半年整个重卡市场的表

现又是如何的呢？ 

据中汽协发布的最新

产销数据显示：2014年上

半年，国内重型卡车共计

销售 428956辆，与去年同

期的402679辆相比，同比

增长6.53%。 

第一梯队集中度提高 

重汽夺得榜眼 

从上半年各家重卡销

量数据来看，第一梯队的5

家企业东风、中国重汽、

一汽解放、北汽福田、陕

汽分别销售86155、69909、

68405、64001、61523辆，

市场份额分别是20.08%、

16.30%、15.95%、14.92%、

14.34%。这5家企业中，只

有东风一家销量同比下降

1.37%，其余4家均呈现出

增长态势。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

重汽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淡

季

， 

调

整

好

工

作

心

态 
 

其次要放宽心

态，利用较宽裕的时

间积蓄力量，提升公

司综合能力和个人

能力。可以思考如何

开发潜在客户，维护

老客户，寻找新客

户；可以探寻自己将

来如何发展，写一下

下一步的计划；可以

放松心情，外出走

走，开阔视野，好好

休息下······ 

    调整好自己的

心态，不懈怠、不荒

废时间，积蓄力量。

做好迎接更大挑战

的准备，坚定攀登和

征服另一个高峰的

信心。 

（责任编辑李晴） 

 

10.95%，市场占比16.30%，

超过了去年同期排名第二

的一汽，从排名第三升至

第二。此外，重卡行业集

中进一步提升。第一梯队5

家企业的上半年市场份额

加总为81.59%，比2013年

上半年的81.03%增长0.56

个百分点。 

 

 

 

 

 

 

这5家企业的市场集中度

比去年同期下降0.61%。 

从各家表现来看，江

淮的增长幅度最大；大运

与上依红分别增长了

12.49%、4.40%；华菱与

北奔出现下滑，分别为

11.48%、41.10%，北奔下

滑幅度较大。 

 

 

 

 

 

 

 

 

 

第二梯队表现分化 

江淮大增北奔大降 

在第二梯队中，江淮、

上依红、华菱、大运、北

奔这5家企业分别销售235

98、15280、11810、7945、

6438辆，占比5.50%、3.5

6%、2.75%、1.85%、1.50%。 

 

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淡

季，6 月重卡销量降两成，

而 7、8 两个月也难有利好

预期。因此，接下来的 8

月对于大多数重卡企业来

说，日子依然不好过。 

（摘自网络） 

 

 

重卡市场上半年小增 6% 行业集中度提升 

曾几何时，“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常

在耳边回响；曾几何时，“一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

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的

古训仍在心头萦绕；曾几何

时，伟大领袖毛泽东掷地有

声的一句话：“浪费是极大

的犯罪”，指引着几代人艰

苦创业、自力更生。 

作为一名普通的统计

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

时，多思考，多想想怎样才

能节能降耗，全心全益的为

公司利益尽自己最大的一

份力。 

当我在写单据时，问 

月就起码节电 10 度，中国

目前约 3.74 亿个家庭，每

年就能够节电 450 亿度，这

个不是一个小数目，世界最

大总装机容量为 1820 万千

瓦的三峡水电工程，2008

年投产使用，其年平均发电

量也仅仅为 850 亿度啊。同

理，450 人的企业，每人每

天节约 1 度电，一滴水，一

张纸，按每人每天 1.5 元计

算，每月就可节约 20250

元，每年可节约 243000 元，

十年可节约 243 万元。 

勤俭节约，从我做起，

思想上崇尚简朴，作风上艰

苦创业，管理上精益求精。 

一问自己：今天，我节约

了吗？我是否有将各项明

细相近的汇总填写在一

起，我是否将打印标签的

数量、信息核对准确，以

节约标签？当我在使用电

灯、电脑、空调时，问一

问自己，今天我节约了

吗？我是否有将正面已用

过的纸再利用一次，做到

尽量无纸化办公了吗？ 

有这样一份资料我们

不妨一看：以家庭为单位，

如果我们每天能做到随手

关灯、关电器；把白炽灯

换成节能灯；把空调温度

上调 1 度，每个家庭每个 

每位工作人员都从身边的

点滴事情做起，形成“节

约文明，浪费可耻”的良

好风尚。 

青岛海尔集团首席执

行官张瑞敏说过：“不简

单，就是将简单的事做千

遍万遍做好；不容易，就

是将容易的事做千遍万遍

做对。”简单与不简单、容

易与不容易仅一步之遥，

从我做起，从节约一滴水、

一度电、一张纸做起，从

自身岗位做起，积少成多，

持之以恒。 

（销售部 李燕） 

节

约

成

本

，

从

自

身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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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过一则寓言，说的

是一头驴子背盐渡河，在河边

滑了一跤，跌在水里，盐溶化

了。驴子站起来时，感到身体

轻松了许多。驴子非常高兴，

以为获得了经验。后来有一

回，它背了棉花，以为再跌倒，

可以同上次一样，于是走到河

边的时候，便又倒在了水里，

可是棉花吸收了水，驴子非但

不能再站起来，而且一直向下

沉，直到淹死。 

驴子为何死于非命？因

为它过分依赖“经验”，而不

知这些通过“偶然”机会得来

的经验并不可靠。笔者联想 

到了我们供电系统的安全生

产，在生产过程中，有的员工 

不按照安全规程来操作，

却发现从某种程度上讲，

简化了工作程序，降低了

劳动强度。由此，这些员

工便错误把这些违章操

作奉为宝贵“经验”，并

自得其乐。 

大家都知道海恩法 

则，按照统计，每一起严重

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起轻

微事故、300起未遂先兆以

及1000起事故隐患。因此，

在这些员工违章操作中，可

能一次两次没事，十次百次

也没事，但聪明终被聪明

误，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 

 

当再次施展这些小聪明时，

很可能“经验”就会变“事

故”。 

因此，笔者认为，就目

前来说，生产安全规程是安

全生产最宝贵的经验，也是

唯一的实践经验，任何违章

操作而获得的经验都是“伪

经验”。安全没有捷径，安

全规程是用血的教训写出

来的，只有把安全规程牢记

心中，不折不扣的遵守规程

制度，才是确保安全生产的

根本所在，如果不能及时纠

正错误思想而我行我素，结

果只能像驴子一样死于“经

验”。 

（综合部 孙淼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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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不能唤回来，明天还不确实，而能把握的就是今天。 认真做事只能把事情做好，用心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对。 

                                                                                                                                                                                                                                                                                                                                                                                                                                                                                                                                                                                                                                                                                                                                                                                                                                                                                                                                                                                                                                                                                                                                                                                                                                                                                                                                                                                                                                                                                                                                                                                                                                                                                                                                                                                                                                                                                                                                                                                                                                                                                                                                                                                                                                                                                                                                                                                                                                                                                                                                                                                                                                                                                                                                                                                                                                                                                                                                                                                                                                                                                                                                                                                                                             

  

 

李传彬，四线切

角工序，工作认

真负责，细心，

任劳任怨，为公

司员工树立良

好形象并起到

带头作用。 

王帅，技术质

量部质检员，

他遵守规章制

度，服从上级

指示，在无监

督情况下保持

工作质量的稳

定。 

赵增平，五线组

装工序，工作态

度端正， 能完

全胜任本职工

作，乐于助人，

起到带头作用。 

 

 

 

美

丽

的

工

作 

 

进入海华工作时间已经

不短，对待这份工作我还是

分外的珍惜和看重，很想付

出所有的激情去打拼奋斗、

发光发热，从而收获成熟，

收获经验和那成功的喜悦。 

我刚开始做公司的一名

维修人员的时候，最大的体

会就是工作时间投入的更多

了，工作环境也比在办公室

差了些，需要你去沟通、交

流的圈子也更加复杂了。有

压力，有挑战，却也拥有了

一个更加锻炼自己的平台。

平时我就常在心里告诫自

己：只有你自己去适应周围

的环境、去适应社会，而周

围的环境和社会却不会因你

一个人而改变。在工作中想

把每件事情都做好确实需要

很费精力，其间难免会碰到

各种各样的麻烦和困扰，但

面对这些我从来没退却、想

过逃避，每次都是自己在心

里鼓励自己想办法去克服去 

 

解决。因为我相信只要我报

以微笑，以乐观的心态去面 

对，用激情去打动别人，用

热情去感染他人，问题终究

会解决的。不是也常听人说

只有经历过风雨的洗礼，才

能欣赏到彩虹的美景么。我

也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所积累

下来的经验和教训更是别人

用金钱也买不来的宝贵财

富，更加让我受益终身。所

以在经历了那么多到现在，

我在心里整体评下来只有两

个字：值得。 

作不仅仅是我们每个人

赖以生存的手段，同时也是

一个展示自己才能，实现个

人人生价值的舞台。只有心

存责任，积极进取，用心去

对待工作，才能真正体会到

工作所带给人们的乐趣，才

能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

在责任心这个词上，达芬奇

的一句话最是能让我产生共

鸣。他说：“勤劳一日，可 

 

得一夜安眠；勤劳一生，可

得幸福长眠。”以前这句话最

能在我父辈的身上体现，记

得小时候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的时候，每天看着父亲他们

一天一天的过着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如果说哪

天下大雨或者什么原因导致

他在家里呆一天也没出去做

事，那他就会香烟一根根的

吧嗒吧嗒抽个不停，嘴里还

不停的叹着气。就是那种因

整日无所事事而显得很无奈

的样子。工作没有高低之分，

只要你用心你就会有收获，

懂得满足就会积累收获。我

虽然工作在一个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但我在其中就认为

收获到了很多的乐趣和成就

感。 

工作着是美丽的，因为工

作使我的生活感到充实，每

当我在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

中时，我所有的郁闷和愁烦

都会在工作中得到释放。当 

我在工作中付出后获得成就

感时，我认为没有什么能比

这个过程带来的快乐更快乐

了。工作着是美丽的，工作

中蕴藏着丰富的宝藏，使我

从实践中积累更多的经验，

在工作中得到更多的锻炼，

使我在工作中一天天的进步

成长。工作着是美丽的，因

为工作让我更多的体味了人

生的酸甜苦辣，丰富着我人

生的同时也磨练了我的心

性，使我认识到只要对生活、

对工作不迷途、不昏醉，坦

坦荡荡行事，明明白白做人，

那么生活中、工作中你都能

收获更多的精彩，更多的快

乐。 

工作着是美丽的，工作

者更是美丽的。 

（设备安环部 孙振） 

 前几天看到公司宣传

栏里的通知，有几位员工上

班没几天便不辞而别，这让

我想起了我刚进公司时度

过的那段艰辛的适应期，更

想起了我的师兄张文强。 

刚到公司时，领导安

排我在三车间一线卷耳工

序，师傅是刘永利，他话不

多，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是

位踏实能干的好师傅，他教

会我很多，同样师兄张文强

也给我很多帮助。 

师兄来自革命老区沂

源县，他朴实无华，善良本

分，为人正直热情。老区人

民的优良品质在他身上体

现的淋漓尽致。 

刚上班时，只知道蛮 

干，没几天手上烙起了几个

血泡，我很无奈的告诉了师

兄，师兄看后淡淡一笑说：

“你两只手上血泡还不及

我刚来时一只手上泡多，这

点疼算什么！过几天就适应

了。”过后我和师兄谈心，

师兄诚恳和我谈起他刚来

公司时感受和想法，“每个

人从事一种新的工作，必须

有段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

根据个人能力不同，或长或

短，只要顺利度过适应期，

工作越干越轻松。咱们没有

学历，没有技术，吃苦耐劳

就是特长，我们作为男人，

无论怎样都要养家糊口。为

了咱们的孩子能够接受好

的教育，为了咱们的家人 

 

 

生活的滋润一些，我们吃点

苦，受点累算得了什么！这

些都是我们男人该有的责

任，也是必须承担的责任。 

师兄朴实的言语，真实

的道理，让我坚定了信心，

在师兄的鼓励和帮助下，使

我顺利度过了适应期。 

如今我们手上早已没

有了血泡，变成了老茧，和

师兄也不在一个车间上班，

有时见面打个招呼或相视一

笑，虽没有长时间交流，但

我们彼此明白，我们有一个

共同的名字叫责任。 

（二车间  孙建胜） 

 

师

兄 

感谢公司为全
厂职工搭建海华通

讯这个平台，让我们
一线员工有机会说
说身边的老师和同
事，传播出现在我们
身边的正能量。使我
们深深的认识到，公
司不仅仅是上班工

作的地方，也是每一
位员工相互关心，相
互爱护的大家庭。呼
吁更多的同事，利用
海华通讯这个平台，
我们相互认识，相互
交流，让公司有着平
常家庭般的温暖，这
样才是一个永远向
前发展的公司。 
 

 

作为一个逐渐发展壮

大中的企业领导人，你是否

有这样的经历——每天都

好像是上紧了发条的陀螺，

从开会、交际应酬到计划、

协调、控制、指挥部下工作，

恨不得一天有 48 个小时可

以利用。尽管如此，你还觉

得不够，总有很多不能让人

放心的事，于是在凌晨和深

夜，常被急促的电话吵醒，

要立即奔赴现场做救火队

员。 

如果你认为这样才能

展现自己独特的领导才华，

创造非凡的经营成果，赢得

更多追随者，那么王石、刘

永行、亨利·保罗森、松下

幸之助都认为你错了。 

他们深深懂得，一个真

正能够获得持续发展的组

织，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

而非单靠某个人的强势。 

他们发现，领导应当学

会适当地弱化自己，培养起

一批值得信赖的高级管理

者，进行有效授权，尽量做

到“弱治”，才能使整个团

队充满活力，使组织获得持

续发展的动力。 

高明的“弱治”有三个

要素。 

  

 

要素一：适当“隐形” 

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企业处在幼稚的起步期时，

公司呈现出三角形的状态，总

经理充当将军角色，发号施令、

呼风唤雨，强有力地推动企业

朝前发展；当公司趋向成熟，

组织就应该变为一个同心圆形

体，总经理隐含在这个圆中，

成为‘主心骨’，精神上的核心

和灵魂，弱化和隐藏了自己，

换得组织的强大。” 

王石和他领导的万科就是

这样的典型。这位以征服名山

大川为人生最大乐趣的企业

家，甚至被人称作“不务正业”，

他自己却这样解释登山运动和

企业管理的关系：“万科董事长

能出国，进山，一次就是三十

天，四十天，除了运动本身，

还给了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信

号，就是万科的休假制度已经

规范化，这个企业的管理已经

走上了正轨。” 

要素二：学会“偷懒” 

  正如隐藏自己是为了凸显

别人一样，自己懒，是为了让

他人勤，因为管理本身就是指

导他人做事的学问。 

高明的领导弱化自己的目

的，在于有效影响他人，自觉、

努力地去做好本来就该做好， 

 

甚至可能做不好的事情，充分

激发他们的责任心和工作潜

力。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强烈

的工作责任心和突出工作能

力的员工，就可以重点培养，

并委以重任。 

公司越发展，业务越复

杂，领导越是要弱化自己，越

是要重视自己在整体组织运

行中的支持作用，而不是替代

作用。 

“企业做大了，必须转变

凡事亲力亲为的观念。要让职

业经理人来做，强调分工合

作。我原来一人管十几个企

业，整天忙得不得了。后来自

己明白了，是权力太集中，所

以痛下决心，大胆放权。”希

望集团的刘永行在接受记者

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放权

之后，我现在每天有七八个小

时的时间在学习。因为对中国

企业家而言，企业变得越来越

没有国别，全球化竞争的背景

下，不学习，是马上就会被淘

汰的！ 

要素三：做最重要的事 

  美国高盛公司总裁亨

利·保罗森曾指出：“在中国

做的每一个项目都要投入两

倍或三倍于美国的精力。”究

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企业受到 

 

了“木桶效应”的困扰，最短

的一条木板决定了木桶的容

量。放到管理中也是同样，最

弱的一项职能成为制约企业

发展的主要障碍。 

因此，学会分清问题主

次，把精力放在重要的地方、

弱点的地方，才能提高工作效

率和工作质量。这些重要的问

题如：正确战略的制定和实

施；关键员工的培养和重用；

组织运行的高效，以及企业文

化的培育等方面。作为企业的

领军人，一定要在这些方面表

现出领袖人物独具的强势，才

能引导企业走向良性发展的

轨道。 

  松下幸之助说过这样一

句话：“10 个人的时候，你走

在最前面；100 个人的时候，

你走在中间；1,000 个人的时

候，你走在后面；10,000 个人

的时候，你就只能祈祷上帝的

帮助了。”在公司日常工作运

行过程中，看不到领导者那挥

舞的手指、命令的口气和怀疑

的眼神，而他人又在其管理下

照常有序运行的时候，那便是

到达管理的仙境了。 

（摘自网络） 

做个“弱治”的高明领导 

 

 

在工业生产建设高潮

中，不能拼体力，拼设备。

人要劳逸结合，才能经常

保持旺盛的精力。机器设

备也要经常维护和定期修

理，才能经常保持良好状

态，才能延长机器的寿命。 

有的工人说得好：“工

厂是战场，设备是武器。” 

特别是现代化企业，没有完

好的设备，就不能向大自然

大量索取我们所需要的原材

料，就不能更好更快地把原

材料变为我们所需要的产

品。机器设备完好不完好，

对生产发展速度的影响很

大。 

机器设备经过使用，必 

然有一些磨损，精密度和效

率就要降低，这是规律，不

可避免。但可以做到使机器

设备减少磨损，或者磨损

了，很快修复。要使它经常

保持完好状态，保持良好的

性能和效率，必须经常进行

维护和定期修理。 

像战士爱护武器一样爱护机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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