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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运作是一个人与人打交道的事业。 不断变革创新，就会充满青春活力。 

 

 

北汽海华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继“新三板”挂牌后公司转型升级迈出新步伐 

” 

 

3 月 28 日，北汽海华召开第

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杜斌主持，公司董事

谢华、董京平、李安邦、尹连兵、

蒋昭成、白玉莲出席会议，公司

监事刘计功、毛建红、李超，非 

3 月 15 日，山东北汽海华汽

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北汽海华 ”)与德国 

MINDA KTSN 公司签署合资谅

解备忘录，双方希望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以直接或通过各自

关联公司共同成立合资公司

生产塑料油底壳、气缸罩和其

他延伸塑料部件，预计油底壳

和气缸罩每年合计销售至少

200,000 套。此次备忘录签

署，是北汽海华公司贯彻落实

海纳川公司战略转型要求，提

升企业核心能力，推进产品结

构转型的重要举措。 

海纳川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李学军，常务副总经理许

小江，副总经理、北汽海华公

司董事长杜斌，副总经理杨莉，

董事会秘书、董办主任谢华；

山东淄博博山区党委常委、副

区长刘承志，博山区白塔镇镇

长孙胜晖，德国 MINDA KTSN 公

司总经理 VinayakHegde 等出

席签约仪式。北汽海华公司董

事、总经理李安邦主持仪式。

杜斌、VinayakHegde 分别代表

双方签署备忘录。 

李学军在讲话中对博山区

政府对北汽海华推进项目中给

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对项目取

得阶段成果表示肯定和祝贺， 

他希望项目落地，推动北汽

海华产品升级。刘承志表示，

博山区政府一直积极支持项

目推进，后续的工作中政府

将继续做好项目各项服务，

希望项目尽快签署合资协

议。  

MINDA KTSN 公司在全球有 

33 家工厂，年销售收入 6亿美

元，主要生产整车仪表盘、安

全系统、塑料件等，是印度上

市企业，员工超过 1 万人，在

德国、波兰、捷克、墨西哥都

设有工厂，客户涵盖印度及全

球所有主机厂。 

（转载自“今日海纳川”） 

北汽海华新三板挂牌仪式在北京举行 

了《关于<2015 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的议案》、《关

于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关于<2015 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的议案》、《关

于<2016 年度财务预算

方案>的议案》等 14 项

议案。 

会上，杜斌董事长

要求细化 2016年工作目

标：经营层要高度重视

运营质量；抓紧进行产

品升级换代；加快推动

合资合作项目进展；依

照“新三板”规则，提 

升海华各个体系管理质

量，为下一步工作开展，

做好准备；充分利用利

用新三板这个资本运营

的资源。 

总经理李安邦指出

北汽海华作为北汽海纳

川体系中第一家民营企

业、第一家挂牌上市公

司，自身要有信心，发

展战略要清晰，要利用

团队中各方面的专家，

群策群智，做好企业能

力，资本再扩大。 

（责任编辑李晴）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白芹、王英列

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杜斌董事长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听取了李安邦总经理《2015 年度

总经理工作报告》，并审议通过 

2016 年 3 月 1 日，山东

北汽海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北汽海华，股

票代码：835480）挂牌仪式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交易中心隆重举行。 

淄博市博山区委许冰书

记、区政府任书升区长、常

务副区长刘承志、白塔镇党

委黄向军书记、首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刘侃巍副总、公

司董事长杜斌、公司董事总

经理李安邦、公司董事董京

平出席了挂牌仪式，共同见

证了北汽海华这一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重要时刻。 

挂牌仪式前一天，2 月

29 日，公司董事长杜斌、总 

经理李安邦陪同博山区委区

政府领导参观了北京现代二

工厂、北京汽车产业研发基

地。当天下午，北汽集团党

委常委、董事、常务副总经

理、海纳川公司董事长韩永

贵，海纳川公司总经理、党

委书记李学军等集团公司领

导与博山区委、区政府领导

进行座谈，双方围绕北汽海

华挂牌后的后续发展展开座

谈，共同表达了对北汽海华

发展的支持和期望。 

“新三板”是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之俗称，

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有

限责任公司具体管理运作，

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并受 

中国证监会监督管理，主要

面向创新成长型中小企业的

资本市场。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对企业发展

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提

升其企业形象，促进公司规

范运作，早日达到上市公司

标准；二是可以打通其融资

渠道，支持发展所需资金；

三是可以降低银行债权融资 

 

3 月 7 日下午 16：00，在

员工活动室召开了“北汽海华

班组长座谈会”，会议由总经

理李安邦、副总经理王振良主

持，来自车间各线的五十余名

班组长参加了会议。 

会议围绕如何做好旺季

生产和标准化推进展开。李安

邦总经理指出，旺季生产，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既要提升

产量，又要保证质量，要一边

做好升级转型，一边做好产能

提升。同时，职工思想需要转

变，要有从质量提升上要利

润，从生产过程中降成本的意

识。 

李总还规划了北汽海华

的未来蓝图，提出要“老工厂

变新工厂，老设备变新设备， 

在现场管理的最前沿，肩负着

指挥控制安全生产的重任。公

司需要群策群力提升产品质

量，班组长们将发挥至关重要

的作用。 

班组建设是公司的重点

工作之一，公司将倾力常抓不

懈。 

（生产部马天远） 

 

日前，公司安保员李忠义、刘

国华，拾到现金一笔，两人积

极主动寻找失主并将现金归

还。李忠义、刘国华同志拾金

不昧的优秀品质值得大家学

习。 

门卫安保人员是北汽海华的

对外窗口，队伍素质的高与

低，直接影响着公司形象的好

与坏。公司安保人员已多次拾

到手机、钥匙、现金并找到失

主将其归还。这一股正气在北

汽海华聚集，我们要弘扬这种

拾金不昧的精神，要歌颂这种

高尚的品德，让这种风气在全

体海华人之间传递，并始终持

续！ 

（责任编辑李晴） 

 

庄稼人变文化人”。公司将加

大环保投入，逐步改善员工的

工作环境，针对车间粉尘、油

烟、异味等问题，成立清洁队，

对各车间进行整理、整顿。 

班组是企业最基本的生

产单位，也是企业生产管理的

最终落脚点。班组长作为各生

产线的“兵头将尾”，工作 

成本和财务费用，进一步提

高盈利能力；四是可以享受

国家、市、区在土地使用、

税收等多方面优惠政策。 

此次公司在“新三板”

上市，无疑将对公司的“十

三五”战略转型升级起到重

要的推动作用，将加快公司

的技术创新、企业升级步伐。 

（转载自“今日海纳川”） 

 

 

 

班组建设，常抓不懈 

 

海华正气 



 

  

  

  

 

 

 

 

 

 

 

 

 

 

 

 

  

 

 

 

 

 

 

 

 

 

 

 

 

 

 

 

 

  万夫一力，天下无敌。 执行力不讲如果，只讲结果。 

 

 

自 2016 年起，技术开

发部的绩效考核中添加了工

艺纪律检查项目，此项要求

不但加严了技术文件的正确

性要求，也加严了执行部门

认真执行工艺纪律的要求。 

首先，作为技术部门来

说，执行工艺纪律的关键是

技术工艺的准确性，要严格

执行工艺，必须有一个准确

的行之有效的制作加工工

艺。如何提高工艺工作的准 

确性？第一，工艺文件必须

符合顾客要求、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等；第二，提高工

艺技术人员的个人素质，提

升技术问题的处理能力，正

确验证每一项工艺参数要

求。第三，以降低生产成本

和保证产品质量为前提，做

好整个生产和加工过程的工

艺策划工作，只有这样，才

能全面提高我公司的工艺管

理水平。当然，所有技术工 

 

艺验证工作都需要得到全

公司人员的支持，只有工艺

技术水平提高了，产品质量

才能得到提高。 

其次是执行部门的执

行力问题。技术文件一旦制

定，就要求执行部门必须严

格按照其要求去执行，如有

违规操作，便违反了工艺纪

律要求，容易造成产品质量

不合格。大家在执行工艺的

同时，也是验证工艺是否合 

 

理的过程，及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能避免日后同类

错误再次发生。 

最后，工艺纪律检查是

质量控制的基础，工艺检查

不是目的，只是提高产品质

量的一个手段。大家要形成

一种自觉遵守工艺纪律的习

惯，严于律己，才能保证产

品质量合格。 

（技术开发部阎苗） 

 

欢庆三八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为庆祝“三八”

国际妇女节，增强女性员工凝聚力，展示

公司女性团队热情，弘扬“团结互助”的

团队精神，公司组织了一场以“我运动我

健康我快乐”为主题的趣味游戏活动。 

3 月 8 日下午，北汽海华、万山机械、

颜山专用共 100 多名女员工齐聚一堂欢度

节日。颜山专用路常会总经理、北汽海华

副总白芹首先代表公司向公司各岗位女

员工辞致，感谢她们为公司所作的贡献，

祝愿所有女员工在公司身心健康、快乐工

作。 

随后开展了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趣

味活动，有合力吹气球、敏捷萝卜蹲、亲

密一家人、你做我猜等趣味十足的小游

戏，每个游戏都融趣味性和娱乐性为一

体，吸引了在场所有人踊跃参加。在合力

吹气球的游戏中，一个选手用嘴吹气球，

一个选手双腿夹气球跳，另一选手将气球

坐破，一个个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着自己

所担任的任务，体现出了团队协作的重要

性。而在亲密一家人游戏中，5 名选手夹

4 个气球，要求既要稳又要快走向目标，

那一个个怪异的姿势引起了全场一阵阵

地欢笑，围观的女员工则为她们加油助

威，把整场活动推向了高潮。 

趣味游戏活动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但

我们的庆祝仍然继续。当日傍晚，女员工

们来到公司餐厅集体聚餐，一杯清茶，声

声问候，总经理李安邦带领管理团队到场

祝贺并陪同聚餐。 

通过这次活动，拉近了不同岗位上女

员工之间的距离，让全体女员工度过了一

个健康、和谐、快乐、难忘而有意义的节

日。 

（责任编辑李晴） 

 

 

认真执行工艺纪律 

进入 3 月，公司旺季生

产高峰来临之际，总经理李

安邦再次强调要夯实安全培

训基础，普及安全知识，不

断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

安全素质和自我防护能力。 

2016 年 1 月 15 日，淄博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下发

了在全市推广使用《企业全

员安全教育培训作业本》的

通知，山东北汽海华汽车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响应。 

《作业本（2016 版》的

基本情况是以“新法规规范”

为主线，重点解读新安全生

产法、企业主题责任规定、

刑责治安、严防粉尘爆炸、

有限空间作业、风险告知等

十个方面的安全知识，通过

典型案例和作业题目，让员

工“先学后做”，帮助员工更

好地学习掌握安全知识和安 

 

全常识，切实提升员工安全

素质和安全技能。 

此次作业本使用范围为

全市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

使用煤气发生炉、冶金和非

高危工业企业员工。作业本

使用学习情况将列入年度安

全生产监督检查的重点事

项，纳入全市镇、街道安全

生产工作等级管理考评重要

内容。 

 

 

公司在接到通知后，经

领导批准已订阅 300 份作业

本，且作业本已于 3 月 21 日

由安环部至区安监局领取完

毕。作业本已经发放至员工

手中，请各相关部门积极配

合，认真填写，切实保障公

司安全生产工作顺利进行。 

（安环部孙振） 

推广使用《作业本（2016 版》 

 

我们的实验室 

2016 年 1 月，我以一名

应届毕业生的身份来到海

华，成为了一名理化实验员，

开始了我的工作生涯。 

在实验室的每一天都很

充实。从材料到成品，我们

进行着各种检测试验，包括

电泳线上磷化液、电泳漆、

纯水、泳前纯水、阳极液的

检测，板簧卷耳的拔脱力试

验，板簧总成的性能试验、 

疲劳试验，工序中簧片抽检

及疲劳断片做金相试验、化

学成分检验，盐雾试验，柴

油介质冷速试验等。 

从学习到独立，从懵懂

到坚定，从疑惑到明了，实

验室带给我很多知识，很多

方法和经验，但让我理解的

最深刻的一点是严谨。实验

室是一个严谨的地方，作为

实验人员，我们必须严格把 

守每一道工序的质量关卡。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而我们

则是为了维护这生命力而存

在的专属医生，我们要做到

就是为产品检验，为质量把

关，对企业负责，对自己负

责。对待每一项检验我们都

必须严谨、严格，不能有一

丝差错。这就要求我们要细

心、耐心、有恒心，用积极

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具备 

一定的专业知识，努力学习，

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我积极

工作，努力学习金相知识，温

习着化学功课，希望有一天能

成为合格的理化实验员。 

虽然只有短短三个月，手

上已经磨出了茧子，不能睡到

日上三竿，也不会再有寒暑

假，我却越来越爱这实验室，

待我完成学业，定会归来。 

（实验中心吴玉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