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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有在不断追求中才能得到满足。  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 

 

 

山东北汽海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召开 

热处理培训圆满结束 

为什么“坏”老板最容易成就大业？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会议由杜斌主持，与会董事

经过投票表决，选举杜斌为公司董

事长；聘任李安邦为公司总经理；

聘任李忠山、王建斌、李传东、马

冲、白芹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蒋

昭成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白芹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通过了《董事

会秘书工作细则》、《总经理工作细

则》、《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三个

基本管理制度。 

最后召开了山东北汽海华汽车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会议由刘计功主持，与

会监事经过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关 

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于选举

山东北汽海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

刘计功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 

    董事长杜斌在创立大会上讲

到，山东北汽海华汽车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的创立，是海华发展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自 2013 年

11 月启动改制新三板上市工作以

来，历时一年零九个月进行了大量

艰苦细致的工作，目前取得了重大

成果，新三板挂牌进入了实质性启

动阶段。 

（责任编辑  李晴） 

为了提高技术人员的技术

技能，自 2015 年 6 月 6 日开始，

公司聘请王宝勇老师对技术质

量部及生产部有关人员进行金

属材料热处理知识培训，到 7 月

26 日培训圆满结束，期间共进

行培训 6 次。 

近年来，产品质量提升的呼

声越来越高，员工的技能水平也

急需提高。公司对员工的培训力 

中国有句老话叫“没有功

劳，也有苦劳”。一般情况下，

若是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当事

人多半会给自己找这样一个

“冠冕堂皇”的理由，人们多

半也是会用这句话来安慰当

事人。但是，在史玉柱的脑海

里，却不是这样的。 

史玉柱：只问功劳，不问

苦劳 

这句话也是巨人企业文

化中的第一条。这听起来有些

无情，不过，史玉柱是这么做

的。史玉柱说，在巨人第一线

的销售人员做不好连300元的

底薪也难保，如果做好了就可

以拿到高得惊人的销售提成。

史玉柱还制定出十分特别的

激励政策：对于完成销售任务

最好的前 5 位，史玉柱给予金

光灿灿的奖杯以示表扬，而对

于末尾的 5 个市场开拓团队，

则交以黑色锦旗一面，上书烫

金的“倒数第 X 名”字样，令

人无地自容。史玉柱的激将法

果然奏效，得到“倒数第 X 名”

黑旗的团队，羞耻感更有助于

发愤图强、迎头赶上。 

在新书中，史玉柱提到其

做产品、做营销都会做详尽、

真实的消费者访谈。但是访谈

会有作假，为了保证访谈报告

的真实有效，史玉柱出台了访

谈作假惩罚法。开全国大会

时，拎出来作假的人让他在台

上连讲一百遍，假如他叫张

三，就讲 100 遍“张三没有信

誉，张三没有信誉”。下次就

不敢了。这些做法听起来都有

些“变态”，不过，史玉柱确

实打造了一支在全中国竞争

力都数一数二的营销队伍。 

 

2011 年 08 月 29 日，阿里

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发内部邮

件，非常直接地批判了部分新

员工的浮躁和态度。他警告来

公司不到 1 年的人，千万不要

给他写战略报告，谁提战略谁

离开!他直接了当地说了三点： 

1、我们永远不会承诺你发

财，升官，在阿里我们一定承

诺你会很倒霉，很郁闷，很委

屈，很痛苦„„很沮丧„„ 

2、刚来公司不到一年的

人，千万别给我写战略报告，

千万别瞎提阿里发展大计„„

谁提，谁离开!但你成了三年阿

里人后，你讲的话我一定洗耳

恭听。我们喜欢小建议小完

善„„我们感恩你的每一个小

小的完善行动。 

3、公司不是请我们发展我

们的,公司花钱请我们是来发

展我们客户成长的。我们是通

过发展客户来发展自己。马云

的基本意思是：花钱来是请你

做事的，不是请你提想法的。

说得非常直接，听起来也很刺

耳。 

马云：刚来公司不到一年

的人，谁提战略谁离开 

这封给新员工的信，看起

来无情，但确实是马云管理思

想的体现。马云在不同场合反

复强调执行力的作用。据称，

马云与孙正义曾经探讨过一个

问题：一流的点子加上三流的

执行水平，与三流的点子加上

一流的执行水平，哪一个更重

要?结果两人得出一致答案：三

流的点子加一流的执行水平。

马云就曾将阿里巴巴称之为

“一支执行队伍而非想法队

伍”。 

 

任正非：你最近进步很大，

从很差进步到了比较差 

任正非这位老板有多

“坏”，从下面几句话便知： 

1、“进了华为就是进了坟

墓。”——任正非对刚进华为的

新员工说。 

2、“华为没有院士，只有

院土。要想成为院士，就不要

来华为。小改进，大奖劢：大

建议，只鼓励。”——任正菲批

评部分研发人不顾市场，只顾

埋头钻研时 

3、“你最近进步很大，从

很差进步到了比较差。”——任

正菲评价某财务总监的“进

步”。 

4、“此人如果有精神病，

建议送医院治疗：如果没病，

建议辞退。”——任正菲批评一

位刚进华为就给自己写“万言

书的”北大学生 

5、五年之内不允许你们进

行幼稚创新，顾问们说什么，

用什么方法，即使认为不合理，

也不允许你们动。5 年以后，

把系统用好了，我可以授权你

们进行局部的改动。至于结构

性改动，那是 10 年之后的事。 

 

任正非对华为干部说从任

正非的这些犀利语录中可以体

会到华为的企业文化：持续的

危机感、打死仗的劲头、对制

度的始终如一。不过，正是这

样的企业文化，锻炼出了一只

让业内羡慕的”狼性“队伍。 

张瑞敏通过当“恶人”改

造人以“砸冰箱”和“不允许

员工随地大小便”管理起家、

被誉为中国企业现代企业管理

教父的海尔张瑞敏说过“伟人 

首先是恶人”。如今广为流传

的关于海尔的管理经验往往

是由一个个“恶人”管理的小

故事串联成的。胡泳说：“每

个人在开完会以后必须把自

己坐的椅子推回到原位。”谢

艾琳说：“某某某下班以后椅

子没归位，要进行罚款多少多

少。” 

日事日毕，日清日高 

张瑞敏如此做的原因是

要“改造人”。他提出了“日

事日毕，日清日高的管理理

念。”它的内涵是要求每一个

工人和管理者学会管理自己

的时间和目标。海尔的研究者

们称之为“OEC 管理法”，意

为全方位地对每天、每人、每

事进行清理控制。通过当“恶

人”，张瑞敏完成了对海尔人

的改造。 

事实上，企业家里的坏老

板还有很多，据称微软的比

尔·盖茨和鲍尔默对着完不成

任务的员工骂粗话、对着不能

迅速领会他们意图的员工讽

刺挖苦是常有的事；戴尔电脑

的迈克·戴尔更是 IT 业的著

名“恶人”，拉里·埃里森甚

至在企业员工的 T 桖衫上直

接印上“杀死对手”的挑战性

宣言。试问：作为老板的你，

算是一个“坏老板”吗?作为

员工的你，你遇到的的是“好

老板”还是“坏老板”? 

（主编  蒋昭推荐） 

 

8 月 10 日下午，山东北汽海华汽车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

会、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一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举行。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发起人共 4 位，

为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委托

代理人杜斌、淄博万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及淄博颜山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李安邦、北京北汽光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京平，所代表的股份数为

5400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100%。大

会列席人员：公司董事候选人：杜斌、谢

华、董京平、李安邦、蒋昭成、尹连兵、

白玉莲；董事会秘书候选人：白芹；公司

监事候选人：刘计功、毛建红；公司职工 

 

代表监事李超。新三板挂牌辅导机构代

表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石少刚律师等。 

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

由杜斌主持，股东发起人经过投票表决，

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北汽海华汽车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山

东北汽海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 16 项议案；选举杜斌、谢华、董

京平、李安邦、蒋昭成、尹连兵、白玉

莲为公司董事，组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选举刘计功、毛建红为公司股东代表监

事，与职工代表监事李超组成公司第一

届监事会；通过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等》等七个基本管理制度。 

随后，召开山东北汽海华汽车部件 

 

度也进一步加大，充分利用生产

淡季开展各种技能培训。此次培

训采用面授教学，采取现场互动

的形式，并且就工作中遇见的疑

难问题进行了沟通和探讨。 

利用生产淡季开展针对性的

培训，有效化解了企业员工培训

工学矛盾，提高了技术人员的理

论水平。 

（责任编辑  李晴） 

 

 

 

2015 年 7 月份中国商用车分类销量分析 

 



    

 

  

  

  

 

 

 

 

 

 

 

 

 

 

 

 

  

 

 

 

 

 

 

 

 

 

 

 

 

 

 

 

 

  同一个目标携手共进，同一个梦想合作共赢。 生命多少用时间计算，生命的价值用贡献计算。 

 

同心协力，共进退 

你 在 企 业 这 样 活 

车间是在公司生产部领

导下的一支靠得住，稳定的一

线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必须时

刻把好方向。必须毫不动摇地

坚持公司的领导，围绕“一切

服务于销售，一切服从于销

售”这一理念而开展工作，车

间主任必须是服务型的管理

者。 

管理是靠人去管理、去运

作，不要以为自己是官，要明

白自己的工作职责，要全心全

意的急领导之所急，急员工之

所需，普通员工是最质朴的劳

动者，领导怎么指挥，员工就

怎么执行。车间主任管理的是

一个复杂的团体。纵观时事，

时位之移人也，时过境迁，心

态急剧膨胀，认知注重现实。 

在实际工作中，员工思想是否

统一，步调是否一致，车间主

任一定了然于胸，充当调和剂

的角色，时时沉下去，不忘淡

定，纵然纠结，也不忘服务之

根本，以身作则，亲历亲为，

事事争先带头鼓劲，磨合车间

员工心态，经营车间的发展。 

车间主任是为车间服务

的，所以在实际工作中难免会

浮躁，会误判，会优柔。这是

正常的，也不怕别人批评指正。

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你言之

有理，出发点正确，指陈利弊，

一笑改之，皆大欢喜。一人难

敌十张嘴，一脑也难换十种思

维，只要你提出的方案有利于

工作的推进，有利于车间的和

谐，我们就采纳。吾三省其身， 

默叨得失，心无增减，我们的

车间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和谐

起来，战斗激情就会昂扬起

来。 

车间的人员来自于各个层次，

为了最本质的要求，养家糊

口，改善生活条件而来，这是

无可厚非的。你们一定要做好

吃苦耐劳的准备，要知道，一

损俱损，一荣俱荣，更要知道，

只有保证产品质量，才能提高

你们的生活质量。在淡季，养

精蓄锐，要从容淡定淡季的大

气候。思想不走样，觉悟不变

调。在旺季，激情释放，超强

度的劳作。抓质量、抢时间，

保生产，任劳任怨，一丝不苟。 

车间主任要明白自己的

位置，定好自己的坐标，明 

 

白自己怎么样去为车间

服务。只要车间主任与员工

心连心、志同道合。做过许

多有益于车间工作开展的

事，我们都要忽略他的短处，

明白人无完人，金无赤金的

道理。关心员工疾苦。小处

着眼。大处落笔，时时服务

于员工这要成为一种制度。

因为员工的眼睛是雪亮的，

车间主任的所作所为员工有

他的一本民心帐。多少红点，

多少黑点，随时都给你记着

呢！ 

养精蓄锐，得今日切磋

技艺， 厉兵秣马，看明天再

筑辉煌。 

（生产部  李千刚） 

 

当你进入你选择的企业

时，你可否已想清楚。你应当

怎么样积蓄力量，为自己插上

坚实的翅膀。开始接触你最先

选择的岗位是否坚定的要干好

它或我已准备接受任何挑战，

相信自己能做好它，不管是不

是自己最初美好的想象或寄

望，不要后悔在自己起初选择

的错误回忆中。而应当让自己

坚定的磨练，学会在任何环境

中和过程中开拓眼界，能够成

长。工作岗位上之所以让你游

离不定、止步不前、有太多想

法和过多选择，就是因为对自 

己估量不足、定力不够，面对

诱惑往往失去理智判断或冲

动性决定，这也使你盘旋在事

业和人生边缘，而不得其法，

又无法突破和超越现状的根

结。 

一个人如果用极度认真

的劲头做事，他看起来一定是 

很傻，你只有用全身心的投

入，心无它物的做好事情，你

就是在成长，你付出的也是有

价值和有意义的，相信收获离

你会更进一步，你距离目标就

在一念之间。 

其实作为个人的你，应当 

有点阿 Q精神，过于计较是因

为自己经历的太少，包容性不

强，宽容性不够，修练的还不

到家。一个人能够获得很多，

就是因为计较的少。 

环视你周围的人，他们在

工作时，做的好是什么样，做

的欠缺又是什么样，然后对照

分析一下自己，认清自己应当

如何去做，不足和差距就出来

了，更不要说自己这个不会，

那个不行，活着本来就很不容

易，能够活的有质量就更不容

易了。重拾信心没那么难，也

没那么复杂，就是一瞬间的观 

 

 

质检员严把质量关 

质量是一切东西的基

础，没有质量，谈什么品牌、

发展、竞争都是空话。尤其

是对于我们制造行业来说，

质量更是我们企业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基石。我们谁也不

能保证只要我们的产品质量

一流了，我们的企业就是一

流的，我们就能进入世界 500

强了，我们的企业就能做百

年寿星了。但是，我认为，

如果想打造自己的一流品

牌，质量一流是其中不可缺

少的条件之一。  

企业就像一台机器，是

由成千上万个功能各不相同

的零部件配合而成的，一台

机器正常运行的效果取决于

每个部件是否正常，功能是

否发挥出来，配合是否准确

到位。而我，就是其中的一

个小小的零部件。我关心整

个企业的发展，而我现在所

要做的是发挥我这个零部件

的作用、并且配合好周围齿

轮的运行。质量在我心中—

—表明质量是人控制的。我

就从“人的责任心”来论述

质量在我手中这个观点。我

认为：不管在什么情况和条

件下，人的因素是第一位，

人是管理机器的主体，人决 

定质量，而非机器决定质量。

质量也是一种责任心的培养。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产品质

量是我们每一个职工干出来

的，而不是质检员检出来的！

因此应该提高职工的业务素

质，把产品质量深入到每个职

工的心中。严把质量关，从现

在做起，从我做起，我就是一

名质检员，产品在我这里验收

不合格，就不能流到下道工

序。举个例子：上班了，假如

我接班后继续生产，产品质量

出现问题，经过分析是上个班

留在机器里的产品，不是我生

产出来的。但责任应该是我

的，我应该承担，为什么呢？

因为我应该检查啊！假如我检

查了，就会将不合格的产品按

程序处理。这是我的工作没有

做到位。 

质量在我心中，强调的是

人的责任。如果发生了质量问

题我们都推开，那么，企业怎

么生存，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拒绝承担个人责任是一个易

犯的错误。有效的管理者和职

工，为事情结果负责。我认为，

认识错误有助于解决问题，与

外国人相比中国人更不愿意

认错。在中国以往的政治斗争

中，如果认错就要背负沉重的 

 

“十字架”；现在，在企业中，

往往认错就代表牺牲。作为一

名普通职工或者管理者，应该

先学习如何认错，为事情的结

果负责。其次，不能由于认错

而指责某人，也不应该由于认

错而要其负起过失的责任，把

矛头指向他。多数情况下认错

有助于事情的解决。 

我们来看看一个孩子撞

桌子的故事：小孩儿不小心撞

到桌子上，大哭。中国妈妈和

日本妈妈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是不同的：中国妈妈往往第一

个动作是打桌子，当然这是哄

小孩儿的一种方法，可是在无

形之中告诉孩子，是桌子撞了

孩子，不是孩子的错，责任在

别人。日本妈妈会把孩子带到

桌子旁边说：“来，再走一次。

一个人跑步会撞到桌子有 3个

原因：第一个是小孩儿跑步的

速度太快，躲闪不及；第二个

是小孩儿的眼睛一直看着地

没有注意前方；第三个是小孩

儿心里面不知道在想什么，你

是哪一种呢？” 从上面的小

故事可以看出，日本的教育非

常注意对孩子责任心的培养，

桌子是没有生命的，不能把撞

到桌子的责任归咎于桌子，推

卸责任是不可取的。而我现在 

 

从“人的责任心”这个角度

来论述质量在我自己的掌握

中，就是培养和总结我的质

量意识和责任意识。每个人

都要为质量工作负责，但是，

不要把质量问题推给别人，

因为：质量在我心中。 

一个企业无论他的产品

广告有多么漂亮，包装有多

么华丽，但是如果没有质量，

那么这个企业的生命将会是

短暂的，因为他没有用自己

的质量和信誉来奉献给消费

者和顾客，很可能会损害消

费者的利益，那么消费者自

然就会放弃他。企业要生存

和发展下去，首先必须以产

品或工作的质量取胜，以高

质量的产品树立起社会上的

信誉。 

 总之，质量是企业之

本，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企

业只有把讲究质量放在整个

企业工作的第一位，把它作

为企业的生命来抓，一丝不

苟，精益求精，始终保持优

质高效，只有这样，才能在

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 

（技术质量部 孙振华摘抄） 

 

念改变，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其实人生就是在选择，你在工

作中也是这样，在选择中判

断，在判断中选择。经过不断

的积累，让你的判断接连的延

续。但应记住，今天的生活和

工作状态都是由你前面的积

累和判断决定的。 

你在企业内怎样活？踏

踏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做事，

用心去做，付出总会有意想不

到的收获的。 

（设备安环部  孙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