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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曾经说过：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由人的聪明的手创造出来的。只有人的劳动才是神圣

的。的确，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辉煌成就，我们现如今的幸福生活，无一不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劳动更是一切知

识的源泉。所以，我们要尊重劳动，尊重创造，更要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提倡劳动，热爱劳动，要铭记：劳动是一切

成功的必经之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依靠知识，必须依靠劳动，必须依靠广大青年。

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劳动群众、广大青年要紧跟时代、肩负使命、锐意进取，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发展进步的今天，我们作为年轻一代必须要继续遵从“劳动创造一切”的宗旨。我们所处

的时代是催人奋进的伟大时代，我们进行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本上靠劳动、靠劳动者创造。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

劳动者，始终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这就是我们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重大意义。

作为年轻一代，我们更要把“劳动宗旨”传承下去，要始终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汇聚

强大正能量。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理念，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

锵的时代强音，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

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要勇于担当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责任，从自身做起，树立榜样，带领身边人都全身心

投入到劳动建设当中，引领广大人民群众以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立足本职，争创一流，用劳动创造财富，加快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为国家和民族增添绚丽光彩。

（李传东 摘录）

致敬为海华发展一路奋斗的他们

有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他们阳光明媚、活力四射
他们智慧聪颖、永不言败

他们就是伴随海华走过二十年发展历程的
创造者和见证者

从第一台冲床连接下料
到现在 8炉 4线的高速运转

二十年的风雨
二十年的拼搏
二十年的坚守

是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了这一切
是他们用无数个“白＋黑”守住了这一切
是他们用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成就了这一切

工程项目建设时期
汗水湿透了衣服
紧紧的贴在身上
他们顾不上更换
钉子穿透了劳保鞋

扎到了脚心
他们拔下钉子继续忙碌

他们很多时候
忘记了吃饭
忘记了睡觉
忘记了回家

像陀螺一样不知疲倦的运转着
只为了给公司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2017 年年底收购北京中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成功
2019 年 1 月收购德国 IFC 成功

每一次成功收购的背后
是前赴后继的他们
无数个昼夜加班
无数次有家不回
的默默付出

家中的妻儿在等待
灯下的父母在等待

他们以“硬汉”的姿势屹立在了天地之间
默默无闻的他们

用顽强拼搏彰显着对企业的忠诚
用不屈不挠创造着工作上的奇迹

不会忘记他们走过的路
那些闪着汗珠闪着光彩的路
那些惊心动魄倍尝艰辛的路

那些浸透着汗水和无限艰难的路

他们
是海华的骄傲
是海华的自豪

致敬为海华发展一路奋斗的他们

（财务部 刘艳华 撰写）

http://www.eku.com.cn/artworkDetail/3529/427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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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脚步从不停歇，奋斗的脚步丈量着海华的每一寸土地。劳动引领时尚，汗水铸就未来。

“没有一个冬天是不可逾越的，没有一个春天是不会到来的”。从 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全国开始打响新型冠

状肺炎疫情防控战到今天已经过去了 52 天，目前全国交通已恢复，各行各业基本都已复工，我们终于迎来了春暖花开与久

违的笑脸。2020 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除了铭刻心中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对我们每一位海华人而言，有一件事必定将成

为企业发展的里程碑式转折点——板簧事业部自 2020 年 2 月起独立承包经营。

自 2月 10 日全面复工，板簧事业部便迅速行动起来，全面出击，一边着力恢复生产，一边调组织结构、调人员、捋流

程、开通了一系列倾听员工心声的渠道。至 2月底，以毕总为主舵手的新管理团队也正式组建起来，与往常相比，年轻化

趋势明显，“80 后”、“90 后”逐步成为中流砥柱，尤其是生产管理团队，一多半是 85 后。新的管理团队思维活跃、勇

于挑战、敢想敢干、拼搏奋进，秉持务实求真、迅速行动的态度与新时代管理观念，为所有员工注入了更大的信心。

马云说：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数人死在明天的晚上。2020 年，汽车行业前景大好，我

们也要全面吹响保供的号角，保证 3月份开始的旺季生产，为全年目标的达成奠定好基础。动手慢一秒，就可能与机会失

之交臂；汗水少一分，也许就与梦想的实现擦身而过，今天的付出，将会成为对未来最好的馈赠。板簧产品历经我们两代

人近四十年的沉淀，今天，我们新的管理团队接手了下一棒，始终不变的是让每一位海华人获得幸福的初心与使命。

我们这支承载着海华人希望的 2.0 火箭启动了， “箭”指辉煌的未来！

（人力资源部 赵婷 撰写）

随着复工复产号角的全面吹响，各大汽车厂产能逐步开始提升，这场疫情与复产的大考，不仅

考验着各大车企，也考验着我们供应商的保障能力。

北汽海 华承担着北 汽福田、中 国重汽、 陕重汽等重 点客户的配 套保障工作 。 3 月份各 大车企装

车目标都在 1 万台车以上，我公司接到的顾客订单近 5000 吨，在现阶段严防疫情的同时，实现全面

复工、全面保证订单需求，我们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非常巨大。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关键时刻，更需作为担当。这是海纳川提出的口号，作为海纳川人

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全面响应，上下一心、同舟共济、主动作为、迎难而上，确保实现防疫情、保

供应“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用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当。

现在我们要直面挑战，以顾客至上的理念，以满足顾客需求为出发点，全员全面投入到这场防

疫保供的战役中来。就在疫情高发初期，我们的业务人员主动投入到最前线，就像他们说的“早到

位、早隔离、就能更早的投入到现场做好服务工作”，他们不是不害怕，但是使命在召唤，那是他

们的战场，那是他们的责任。

有一种责任，叫义不容辞、全力以赴；有一种担当，叫无我忘我、逆行而上。 3 月份目标 4500

吨，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想任何办法也要保证，我们要全面吹响保供的号角，保证 3 月份开始的旺季

生产，为全年目标的达成奠定好基础。

我倡议：全员参与到生产保供工作中来，全面围绕生产做好服务工作，“保订单、我们做好顾

客沟通计划落实；保计划、我们加强计划跟进物料供应；保产量、我们随时准备加入生产一线”，

保供是天职、使命在召唤，让我们坚信一定能打赢这场攻坚战役。

（营销部 李超 撰写）

请珍惜你所在的单位
什么是单位？单位是我们和社会之间和他人之间进行交换的桥梁，是我们显示自己存在的舞台，是我们美好家庭的后台，是我们提升身

价的增值器，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客栈。

诚如一位领导同志所言：如果你是小草，单位就是你的地；如果你是小鸟，单位就是你的天；如果你是一条鱼，单位就是你的海。家庭

离不了你，但你离不了单位。没有单位，你，什么也不是。

所以，我的单位观为四个字：单位如家。要像看待家一样看待单位，要像爱护家一样爱护单位，要像建设家一样建设单位。

一、在单位，最珍惜的有三点

一要珍惜手上工作。工作就是职责，职责就是担当，担当就是价值。珍惜工作，就是珍惜把握的机会，就是珍惜组织的信任，就是

珍惜人生的舞台。

二要珍惜人际关系。百年修得同船渡。能够到一个单位工作，那是缘分。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在这个大千世界里，一个人与另一

个人相遇的可能性是千万分之一，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大约是两亿分之一，而成为终身伴侣的可能性大约是三十亿分之一。所以，对单位的人

际关系一定要珍惜，宁可自己受委屈也尽量不争高低。要帮人，不要害人。一个人只有能够处理好和自己有工作关系的关系才叫能力。

三要是珍惜已有的。在单位你已经拥有的，一定要珍惜。也许时间久了，你会感到厌烦。要学会及时调整自己，使自己在枯燥无味

的工作面前，有一种常新的感觉。你已经拥有的，往往失去了，才会感受到价值；而一旦失去，就不会回来，这往往让人抱憾终生。

二、在单位，最忌讳的有三点

一忌推诿工作。工作是你的职责，是你立足单位的基础。把属于自己的工作推给别人，不是聪明，而是愚蠢，除非是你不能胜任它。

推诿工作是一种逃避，是不负责任，更是无能，这会让别人从内心深处瞧不起你。

二忌愚弄他人。愚弄别人是一种真正的愚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尤其是对那些信任你的人，万万不可耍小聪明，人人都不傻。长

期在一起共事，让人感动的是诚恳，让人厌恶的是愚弄和虚伪。为人实实在在，一切都在面上，说得做得一致，人前人后一致，别人就不会

对你设防，你的生存环境就要敞亮得多，人际关系压力就要小得多。

三忌心浮气躁。心浮气躁、沉不下心来，是在单位工作的大忌。单位不是走马观花，而很有可能是一生的根据地，是一个人一辈子存

在的证明。要沉下心慢慢干。有机会了也不要得意忘形。没有机会或者错过了一个机会也不要患得患失。只有埋头，才能出头。最后的赢家

往往是那些慢慢走过来的人。

三、在单位，最不忘的有三点

第一，不忘贵人。单位无论大小，一把手只有一个。那些能够在一把手面前推荐你，说你好话的人是你生命中的贵人，不能忘恩负义。

在单位要克勤克敬，兢兢业业，而不是耍赖撒泼，妄自尊大。单位的本质从来不按年龄的大小排序，而是按职务排序，谁以自己的年龄大小

来说事，谁就是真正的傻瓜。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你年龄大而从内心深处敬重你。那些对年龄的尊重只是一种表面的应酬。

第二，不忘补台。互相补台，好戏连台；互相拆台，一起垮台；明争暗斗，两败俱伤；互相帮衬，相得益彰。在单位，老年人有老年

人的优势，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万万不可互相轻视，那是自相残杀。在单位，能多干一点就多干一点，总有人会记得你的好。在单位，

千万不可以带一个不好的头，不要破坏单位的规则，那样就是拆一把手的台，也就是拆自己的台。一定要把属于私人的事限制在私人的空间。

否则，关键时刻没有人认可你。在单位要尽量远离那些鼓动你不工作的人，鼓动你闹矛盾的人，那是在让你吸毒品。

第三，不忘谦虚。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在单位，永远不要说大话，没有人害怕你的大话，大家只会瞧不起你。维护自己的

单位，维护自己的工作，维护自己的职业。如果你仅仅是为了玩耍，请你不要在单位里。你若是颗种子，单位就是你的沃土；你若是个树叶，

单位就是你的树身。单位离开谁都能运转，但你离不开单位，你要努力证明，你在单位很重要。

四、在单位，最吃香的有三点

第一，做事出色。做同一件事情，你要比别人做得好；别人也做得同样好时，你要比别人做得快；别人也做得同样快时，你要比别人

成本低；别人成本也一样低时，你要比别人附加值高。总之，你能把非凡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把平凡的工作干得不平凡，让人感到你是最

棒的，别人无法与你比拟或无法取代你。你必然会是单位的香饽饽。

第二、会搞团结。单位是团队，团队需要团结。谁团结的人多，谁的力量就大。尤其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对自己有意见的人。要

真诚做人，不要怕吃亏，吃亏是福。要尊重每一个人，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尊重人是搞好人际关系的前提，什么人都可以

打交道，在打交道中趋利避害。

第三、知恩报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再有才华的人，也需要别人给你做事的机会。单位给了你饭碗，工作给你的不

仅是报酬，还有学习、成长的机会；同事给了你工作中的配合；服务对象给了你创造成绩的平台；对手让你看到距离和发展空间；表扬你的

人给你的鼓励，批评你的人给你的是警醒。人贵有自知之明，记住他人的好处，忘记他人的坏处，心存感激，感恩戴德，切忌忘恩负义，过

河拆桥。

（毕建明 摘录）



生产部 6S 检查情况简讯 稻盛和夫：带着爱去工作
生活的确是黑暗的，除非有了渴望，

所有渴望都是盲目的，除非有了知识，

一切知识都是徒然的，除非有了工作，

所有工作都是空虚的，除非有了爱；

当你们带着爱工作时，你们就与自己、与他人、与上帝合为一体。

什么是带着爱工作？

是用你心中的丝线织布缝衣，仿佛你的至爱将穿上这衣服。

是带着热情建房筑屋，仿佛你的至爱将居住其中。

是带着深情播种，带着喜悦收获，仿佛你的至爱将品尝果实。

是将你灵魂的气息注入你的所有制品。

是意识到所有受福的逝者都在身边注视着你。

——纪伯伦《先知》

后记：稻盛和夫先生 27 岁时开始创业,赤手空拳 40 年间创办了两家世界 500 强企业——日本京瓷公司、日本 KDDI 公司。

稻盛先生 65 岁时从经营第一线引退。此后将心血倾注在“盛和塾”及“京都奖”等公益活动上。13 年后的今天，在日本政府的再三

恳请之下，稻盛先生以 78 岁的高龄，在既无行业经验、又无专业技术的情况下，进入完全陌生的交通行业，出任破产重建的日

航董事长，并在上任后半年之内奇迹般地将日航扭亏为盈。

（人力资源部 白芹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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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全生产做好保障、贯彻 6S 管理，推动车间内 6S 建设，打赢旺季生产攻坚战，2020 年 2 月 28 日板簧事业部总经理毕

建明、副总经理李传东同志分别带队，针对安全、环保、设备维护、现场卫生、定置管理、人员素质等方面对车间内部进行一

次全面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针对安全、环保、设备模具维护、现场卫生、定置管理、人员素质等方面指出存在的问题及要求：

（1）安全、环保方面
1.配电室作为安全重点关注区域，要求管理人员对厂区的电力规划、供应与分配作出合理调整，值班人员加强巡检频次，

确保厂区安全用电。

2.针对压延、卷耳、淬火等明火工序要加强安全管理，管理人员密切关注油温。对维修岗位动火作业、油池有限空间等特

殊作业，特殊危险环境重点管控，必须配备相应防毒口罩、安全绳、消防器材等防护用品。

3.要求维修人员对抛丸工序每日巡检，车间主管重点关注，查缺补漏，防止出现颗粒物爆炸等安全事故发生；

4.监督检查一线职工劳保用品佩戴情况，尖锐物料的摆放方向朝内，避免磕碰划伤现象发生；

5.注意用电安全，所有电器柜等一律上锁，外置电线要求电工每日巡检，及时更换维护；

6.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灭火器材不落地，要求各主管不定期检查灭火器材的摆放及可使用情况；

7.环保的要求主要就是环保设备的运行台账及相应维护保养必须完善，重点关注除烟与除尘，保持淬火工序房顶及门窗的

密闭，定期对抛丸机进行检修及滤芯的更换。

（2）设备模具维护方面
1.主管监督各一线员工每日对设备进行维护，维修主管安排人员定期巡检，监督设备保养情况，目前设备漏油情况较为突

出，需重点关注；

2.安排电工对各工序风扇进行巡检，在气温转暖之前将风扇全部安装维护完毕；

3.模具情况进行统计，要求各班组提报损坏或需要修整的模具明细，维修主管安排人员及时进行制作或维护；

（3）5S 管理方面

1.各主管班前会每日强调，每日检查，作业前必须清扫现场卫生，设备由上而下进行擦拭，保养；

2.卫生死角脏乱差现象较为严重；

3.定置管理必须尽快执行，模具、量检具不允许落地，工作架上定置且标识清楚。工装栏尽快实施冷、热工序进行区分，

加快工装栏流转，制定回收方式，避免部分工序数量不足，个别工序长期占用的现象；

4.半成品区域严格落实定置管理，在规定区域内根据产品图号，按照统一方向进行摆放，现场整洁有序，标识明确；

（4）人员素质方面

1.车间主管办公室需安排值班表，每日清扫，办公桌上按照定置管理，桌面整洁有序，提高工作环境；

2.在车间楼梯拐角处设立宣传看板，宣扬企业文化，让员工了解企业，树立以厂为家的思想；

3.随地吐痰、乱丢烟头杂物的现象较为严重，各线主管要进行引导，提高员工素养；

4.各线主管要提醒员工工作服及时更换。班前会时更换工作服，佩戴好劳保用品后再进行点名，员工精神面貌代表着企业

形象；

车间检查完毕后回到主管办公室进行总结，李副总再次对安全环保、定置管理、设备模具维护等问题进行强调并要求制定

整改措施，逐步改进，力争在短期内使生产 6S 管理工作再上一个台阶，为全年目标的达成奠定基础。

（生产部 周凯 撰写）

稻盛和夫

带
着
爱
去
工
作

对工作倾注爱很重要，如果你能喜欢自己的工作，喜欢自己制造的产品，当问题发生时，你就不会茫然不知所

措，而是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物质有“可燃型”、“不燃型”和“自燃型”三种。同样，人也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点火就着的“可燃型”

的人;第二种是点火也烧不起来的“不燃型”的人;第三种是自己就能熊熊燃烧的“自燃型”的人。

想要成就某项事业，就必须成为“自燃型”的人，在热爱自己工作的同时，必须持有明确的目标。

融
入
到
工
作
中
去

对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产品，如果不注入深沉的关爱之情，事情就很难做得出色。

“工作是工作，自己是自己”，把“工作”与“自己”分开，让两者保持距离，这是最近年轻人中流行的观点。然而，

要做好工作，就应该消除“工作”和“自己”之间的距离，要悟到“自己就是工作，工作就是自己”的程度。这两者密不可

分。

也就是说，连同身心一起，要全部投入工作、热衷于工作，达到与工作“共生死”的程度。如果对工作缺乏如此深

沉的挚爱之情，就无法抓住工作的要领。

对
产
品
倾
注
爱

在制造业中，很多时候，产品制成率(合格品相对于投入的全部材料的比率)很难提高。这时，首先要迈开双腿

走进现场，然后，要带着爱，用谦虚的目光，对产品进行仔细的审视和观察。

如果你真的能仔细倾听，产品的问题或机器的故障，就会自觉地呈现在你面前。你会听到从产品或机器里发出

的窃窃私语，它们会帮你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这就像高明的医生只要听到心跳声和心搏数有异，立即就能感知患

者身体的异常。与此相同，倾听产品的声音，用心观察产品的细部，就能明白问题和差错的原因所在。

如果找到了不合格产品，就会听到了产品的“哭泣声”。当你把一个个产品完全当作自己的孩子，满怀爱，细心

观察时，必然就会获得如何解决问题、如何提高制成率的启示。

在
“
漩
涡
中
心
”
工
作

为了顺利推进公司或团队的工作，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一个精力充沛的、起核心作用的人物。这样的人

将成为全体人的中心，宛如一股上升的气流自平地而涌起，将全体人员卷入，带动整个组织一起行动。像这样自己

主动领头、带动周围的人把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的人，我把他们称做“在漩涡中心工作的人”。

一个组织里总有这样的人：没有谁来要求他做，他却自己主动提议要干这干那。不是只有老一辈的人才会这样，

年轻人中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会召集前辈、师兄们前来，然后向他们提出自己的建议。

如果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员工提出：“师兄，董事长讲了要提高销售额，今天下班后，大家集中讨论一下

怎么来提高，好不好?”如果能开口说出这样的话，此人就是“在漩涡中心工作的人”，他就有希望成为团队的领导

人。敢于说这样的话的人，不是为了装样子给别人看，而是真的热爱工作，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只有这样的人，

才有这种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