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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度、增厚度，树立“人才资本化意识”
推进产业自动化，实现产品价值化

——李安邦总经理在 2020 年集团公司一季度经营工作总结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过去的一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如今，各汽车企

业逐步有序复产复工，商用车已基本回归正常化。但是不可否认，疫情的影响

还在持续，目前仍不断加速推动整个产业的变革。全体汽车产业巨头已经开始

强强联合，抱团取暖，共同应对新科技挑战。2020 年将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

制，中国商用车行业，“狼来了”！

今天，我们召开集团一季度经营工作总结会,充分肯定成绩，更重要的是

要分析形势、找差距、找问题，理清思路，研究下一步工作。

刚才几位老总作了一季度的总结分析，一季度我们全体海华人众志成城战

疫情，抢抓机遇，实现了首季开门红，经营绩效突出。

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北汽海华将在集团变革推动下，

夯实基础，迈向高端。随着汽车“新四化“的变革，海华在十三五期间就提出

了 “突出主业，突破转型”经营理念。经过近几年的打造，已形成了金属板

簧轻量化、复合材料轻量化为主导的产业模式。今年总体经营形势良好，我们

提出 “回归主业、夯实基础”。但是，置身这伟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差距

还是很大。主要表现在“高度不够、厚度不够、对标不够、担当不够、资本不

够”。我们要想想我们凝心聚力企业转型是为了啥？

“高度不够”，主要表现在管理团队对海华未来产业模式高度不够，从“跟

进”到“引领”，已初见端倪，仍然困难重重，要通过回归主业努力做到并持

续保持本行业本领域的“技术引领”。

“厚度不够”，要通过盈利增厚度，通过招聘、培养符合海华发展需求的

专业人才增厚度。
管理团队要坚定“提高度、增厚度”的理念，在集团管控模式下，实现创新引领、精益运营、资本助推。树立“人才

资本化”意识，推进产业自动化，实现产品价值化。认真做好海华“十四五”规划。

（一）人才资本化，产品价值化

我们不仅仅满足于为客户提供竞争力卓越的产品，更要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价值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给用

户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经营者意识上，要由人力成本向人力资本意识转变，人才不是成本，而是最大的资本。要由低人力成本低贡献率向高

人力资本高贡献率转变，从中低端人才向中高端人才转型，坚定不移打造人才强企、科技强企，用好人才，激发人才创造

活力。方法上，要打好“事业留人、制度留人、待遇留人、文化留人”的组合拳。只要有才能，为人才量身定制事业平台，

打造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对人才的考核评价，坚持结果导向，精准评价，我们不养闲人，不养懒人，不养爱享受的人，

不养能力差的人，一切以业绩、成果、数据衡量产出，重奖科技功臣。

(二)推进产业自动化

疫情加速了产业变革，要坚信我们的党， “一带一路”、“乡村振兴战略”都是中国经济的重大历史机遇，中国重

汽、陕汽、北汽已在重卡领域拔得头筹，商用车体系内企业经营形势良好，我们显然对二季度盈利预估不足，对全年盈利

预估不足，要求各位老总重新审视当下模式,重投入同时重盈利。

随着人口红利、节能环保、5G 大数据功能转换，我们要对现有生产基地加大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实现效率最大化。

当前我们依然面临着“缺资金、缺人才、装备落后”等等诸多困难，会后要专项分析解决。

希望海华高管团队戒骄戒躁，面对大变局，把握大机遇，规划好海华的未来，“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向着目标迎难而上，再登高峰！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山东海华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召开 2020 年一季度经营分析会
2020年 4月 24日,山东海华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召开2020年一季度

经营分析会，毕建明总经理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海华制造主管以上管

理人员。会议对一季度经营情况进行了分析，对照预算目标完成情况，总

结重点工作计划完成情况与工作亮点，分析问题和不足，明确下一季度重

点工作计划。通过一季度经营分析会，分析了外部形势和内部不足，管理

层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工作方向和行动计划。

火红的五月，火红的青春。为纪念“五四”运动 101 周年，以

及第 71 个“五四”青年节，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了北汽海华公

司 2020 年第一次团员青年大会，大会在激昂的《共青团团歌》声

中拉开帷幕，参加本次大会的有公司总部、山东海华汽车部件制造

有限公司、山东中材汽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淄博万山机械有限公

司全体团员青年。此次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新一届团组织，公司团

支部升格为团总支，下设山东海华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团支部、

山东中材汽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团支部、淄博万山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团支部。通过此次换届和团组织升格，吸收了更多优秀青年员工

到团组织领导岗位上，进一步增强了团组织的力量，加强团组织对

青年员工的组织领导，关心和帮助青年员工成长，增强青年员工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

会后新当选团总支、团支部委员召开第一次支委会

新当选的团组织领导机构将切实强化使命担当，传承

“五· 四”精神，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梦想的指引下，坚定党的领导，团结带领全公司青年

员工奋力拼搏，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

投票进行中

选举结束，主席团领导代表路长会同志、毕建明同志发表讲

话，向新当选的团干部及全体团员青年表达了殷切期望和良好祝

愿，勉励海华年轻一代强化使命担当，以高度热情投身工作，“为

精彩奋斗，为绽放喝彩”！

公司党总支委员白芹同志主持会议，会议议程共有 13 项，

上一届团支部书记赵婷同志向大会做了《工作报告》，参选人员

纷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经过投票选举，边纯心、王文浩、

刘勇钥、孙君君、侯林等同志当选为海华制造团支部新一届委员

会委员，王雪、孙晨曦、孙常勇等同志当选为山东中材团支部新

一届委员会委员，杜军、国琮琮、国聪慧等同志当选为万山机械

团支部新一届委员会委员，赵婷、王谦、边纯心、王雪、杜军等

同志当选为北汽海华团总支新一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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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最光荣
劳动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劳智慧的华夏儿女用辛勤的劳动，创造

了五千年的璀璨历史。以崇尚现代文明为由来摒弃劳动、远离劳动的人，他们崇

拜那种衣着光鲜的白领阶层，却瞧不起一些体力劳动者，这种思想根深蒂固，于

是，“劳动光荣”这个正确的论断被扭曲了。我们要问，难道劳动不再光荣了吗？

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

期也要灭亡。”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世界上没有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

可以不经过艰苦辛勤的劳动而能够得到。”劳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永远是成正比，劳

动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当真正的体力劳动不再受到尊重时，这个社会

就面临着道德的沦丧，普通劳动者永远是组成社会大厦的主体，他们就像一粒粒

平凡的石子，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了世界，如果社会容纳不下他们，将会摧枯拉

朽的埋葬一切文明。因为，是劳动，创造了历史；因为，是劳动，改变了世界。

正如我们海华一线员工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任劳任怨，甘于吃苦、乐于

奉献，这些不知疲倦的劳动者，甚至几个月没有休假，有的是早上与晚上的交接，

有的是与产量和质量的赛跑。维修工和电工师傅们，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做到随

叫随到，小小的车间就是他们的战场，哪里有事就奔到哪里，不怕苦不怕累、默

默无闻的工作着。从中，我分明看到了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对企业的忠诚、对未

来的美好憧憬和信仰。我想，正是由于这几百位以厂为家的海华员工，才孕育了

我们海华公司今天的成就，才赋予了海华企业更神圣的使命和意义。

家人们，让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起来，用劳动来感受生活中的所有美好，

用甜美的歌声去唱劳动的歌谣!我爱劳动，我爱自己的岗位，我爱自己的企业，更

爱为企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一线劳动者们！让我们把芬芳的栀子串成花环，为

劳动者们写下闪光的字符：劳动最光荣！

（人力资源部 吴蓓蓓 撰写）

青 春 之 歌

春风如意
带来草长莺飞
翠堤柳醉

春意盎然
带来生机勃勃
鲜花怒放

五四
我们心潮澎湃
心海荡漾

五四
我们思绪奔涌
激情飞扬

101 年风雨兼程
我们历经沧桑
101 年斗转星移
我们不改志向

青春心里有火
梦想永远背在肩上
青春眼里有光
快乐永远装在行囊

青春之字典
无“困难”之字
青春之口头
无“放弃”之语

青春是条无名的河
是深是浅都要过
青春是杯无色的酒
是苦是甜都要喝

青春是辆五彩的车
是风是雨都要坐
青春是首无畏的歌
是高是低都要和

青春之我
创造青春海华
奋斗之我
筑就幸福海华

为精彩奋斗
为绽放喝彩
海纳百川
华而为国

（毕建明 撰写）

为 自 己 喝 彩
人们常用时间飞逝，白驹过隙，眨眼间来感慨时光易逝，物是人非。时间不因

你我而停滞，他总是那样不紧不慢，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在海华，时间因从我们
海华人的双手中流过而变得绚丽。

五月的骄阳已经照耀在了这片热土，回顾 2020 年，我们经历了新冠疫情的考
验，在公司的领导下，全体海华人“众志成城战疫情，脚踏实地促生产”实现了首
季开门红，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2020 年一月到四月山东海华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共生产 12272t，共销售
12361t。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海华人用点点滴滴的付出堆积起来的，是海华人用自己
的汗水浇灌起来的。成绩是全体海华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海华人用双手创造的成
果。海华人值得为自己的努力而喝彩。

五月是热烈的日子，是挥洒汗水的时候，五月生产部将攻坚克难，众志成城争
取更高的产量。在五月里，为鼓励一线职工发挥主观能动性，保产增产，公司下发
了针对一线职工的奖励方案，该方案的执行能让一线职工共同分享公司进步的成
果，品尝胜利的果实。

五月我们将一如既往，挥汗如雨。五月我们将续写海华人的永不放弃，坚持不
懈。五月为海华喝彩，为自己喝彩！

（生产部 张鹏 撰写）

人生因奋斗而精彩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就像我们常说的一句话：阳光总在风雨后。只有

坚强的忍耐、顽强的奋斗，才会看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晴朗的天空。人的一

生是奋斗的一生，人们为了取得成功都在不断地努力着，成功是奋斗的结果，

而奋斗是成功的必经之路。

奋斗的人生最精彩。人生每一天都是直播，人生不可能重来，更没有后

悔药可吃，错过了就错过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年轻

时不吃苦，老来必受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苦和累是生活原味，

只有吃苦才能吃香，要想人前显贵，必须人后受罪，没有人随随便便可以成

功，那些成功人士马云、任正非等，哪一个不是吃苦吃出来的？我们应把“吃

苦是财富、安逸是地狱、勤奋是捷径”当成自己的座佑铭，多吃苦、吃大苦，

苦过累过才能品尝到生活的甘甜，人这一辈子能记住的永远是最苦的日子，

苦乐中奋斗的人生才会更精彩。

奋斗的人生最现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该留下一些什么？当我们回

首往事的时候，不应为碌碌无为而悔恨。行胜于言，心动不如行动，唯有奋

斗才能让人生少些遗憾、少些悲凉、少些无奈，至少可以做到问心无愧。竞

争是残酷的，生活是现实的。奋斗需要付出辛勤的汗水，天上不可能掉下馅

饼，不劳而获是可耻的，投机取巧得来的不会长久。我们该怎样奋斗？也就

是说在合适的年龄干合适的事。青少年时期就是好好学习，为人生打下坚实

的基础;中青年时期就是好好工作，为事业和家庭打下坚实的基础;老年时期

就是安享晚年，给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话。

我们始终坚信,平凡的工作要用非凡的态度来完成,简单的问题要用全

面的思考，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

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只有把岗位当舞台，当成奋斗主旋律，

才能在本职岗位上舞出最美丽人生。

（技术开发部 郑风彦 撰写）

为精彩奋斗、为绽放喝彩

星光不负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怀揣梦想脚踏实地，超越极限那便百折不挠！好运总是要先捉弄一番，然后才向着

坚忍不拔者微笑的。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相信:奋斗为乐，绽放精彩！

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奋斗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回忆起这大半个月，金蝶 k3 系统重新上线，所有的事情都是琐碎的，各个环节都是需要沟通交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后续全是麻烦。这半个多月我每天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较短的时间完成更多的工作，虽然这一过程非常忙碌与痛苦，但是

在这一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更加深刻的理解了业务，也提升了自己的思考能力，或许这就是破茧化蝶的魅力吧。

美好的明天需要奋斗！幸福的生活需要奋斗！让我们共同为精彩奋斗、为绽放喝彩！

（ 财务部 刘艺 撰写）

致敬平凡，致敬奋斗

海华事业每一次进步

都源于海华人日复一日的辛勤耕耘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

践行“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理念

他们是普通的劳动者

也是海华发展的“见证者”“创造者”

致敬奋斗者

致敬每一份平凡而可贵的付出

汇聚奋进前行的海华力量

将奋斗书写进“幸福海华”的宏图中

致敬每一位

坚守奋战的海华人

感谢你们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责任与担当

更要感谢每一位

包容支持我们的海华家属

海华，因你们更加生机勃勃

（综合办公室 马冲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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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成功，往往偏向于有准备的人；机遇，往往只留给准备充分的人。

用心的发奋，和不计成败的洒脱，做人生成功的翅膀；坚持就会有希望，发奋都会有收获。生而为人，

我们都有自己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就是奋斗。

因为年轻，所以我们努力奋斗，更因为奋斗，我们才会永远年轻，奋斗是我们的青春，奋斗着我们不灭

的期望。

人的一生，就是奋斗的一生，竞争的一生，争取的一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坚强的存活于世间，独立

于社会，成就于生活，才能朝着自己最想要的方向走去。

不为掌声的诠释，不为刻意的征服，只有把辛勤的汗水化作追求的脚步，用心中坚定的信念，靠着脚下

沉稳的步伐，我们用行动诠释世间一个不变的真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希望的终点，最终需要我们用坚忍不拔的努力去铸就。不管我

们的梦想是什么，只有带着淡然的节奏和态度，做好当前的事情，才能如愿以偿；只有未来，才能证明我们

今天奋斗的意义。

奋斗，伴随着人从生到死的过程，人在一开始，就必须竞争，拼搏，我们必须要这样，既然来到这个世

界，就没打算活着回去，那么为什么我们不用有限的生命好好奋斗一次呢？

或许世界真的会因我们而改变，虽然奋斗会让我们感觉到疲惫，但取得胜利的成就感和喜悦感却是无法

形容的快乐和满足。

如若，我们甘于平庸，不上进，无梦想，不追求，不奋斗，那么我们凭什么享受生活，有什么资格跟世

界说我来过？

我们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什么资格不奋斗，唯有奋斗才是我们的出路，当我们足够优秀时，才

有资格跟世界谈条件；如果不优秀，我们连跟别人谈条件的可能性都没有。

是的，其实我们都不甘于平庸，因为我们有梦想，人生，需要保持着奋斗的姿态，来铸就我们的成功，

成全我们的梦想。

生命需要奋斗，生无所息，保持奋斗的姿态，让我们的世界变的灿烂，让我们的生命多彩；人生千万不

要满足于小溪的平缓，否则我们就会满足了自己的平庸，只有欣赏到山峰的险峻，才有机会欣赏自己的卓越。

在竞争激烈的当下，我们只有保持有力的生命力，保持奋斗的姿态，才能解出人生无数的考题。人生没

有停靠站，现实永远是一个出发点，无论何时何地，不能放弃，只有保持奋斗的姿态，才能保证生命的存在。

（ 人力资源部 张冰霜 摘录于网络）

关于努力奋斗的原因，每个人都有所不同，

你的动力是什么？

我们人的一生为什么要努力，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理由，或多

或少的贯穿着你整个奋斗的路。之前网上流行着一句话，我要努力变

得优秀，因为我想要的东西都很贵，我想去的地方都很远，我喜欢的

人超完美。拥有这种心态的人真的是超可爱，有时候，让我们感到享

受的不是买东西的快感，而是花钱买下时的底气十足。可能有人和我

一样，有段时间一直觉得努力是一个很鸡汤的话题，说多了会倦，毕

竟现在大把的人都在告诉你，你要努力，你要奋斗，你要拼搏等等。

而我们也会时不时的给自己灌输“一定要努力，要加油”这样的思想。

在这个布满荆棘的世界，一路崎岖又坎坷，时常觉得自己渺小如蝼蚁，

根本无法对抗世间的种种厄运和不幸，可是又会时常觉得或许自己还

可以孤注一掷，努力一把，换取一个不那么平庸的人生。

常常有人会感慨，那些优秀的人，人生就像是开了挂一样，

其实，在开挂的背后，全都是不为人知的努力。每个人的梦想都

不廉价，去远方旅行，拥有一座大房子，对于这一切，有的人付

诸百般努力而得偿所愿，有的人则是永远站在原地，陷入到无尽

的美好幻想中，人生最可贵的，是在百分的努力后，连自己都能

够为自己而感到骄傲。一个人只有变得足够优秀，才能够赢得别

人更多的尊重，努力是为了自己在看到喜欢的东西时，不会囊中

羞涩，更不用过多的顾及别人的想法。有钱真的是很好啊，辛苦

的赚钱，不是因为有多爱钱，而是因为不想让自己这辈子，因为

钱和谁低三下四的，也不想因为钱而让谁为难，只希望父母在年

老时，自己可以有能力分担，在自己的孩子需要时，不会囊中羞

涩。

我们应该都听过这么一段话，这个世界上最可贵的不是有人

比你优秀，而是比你优秀的人还在努力，那我们凭什么不努力？

从来都不怕大器晚成，怕的是一生平庸。我们为什么努力？因为，

我们都不想变成那个在菜市场斤斤计较的人，为了几棵赠送的香

菜就沾沾自喜，为了赠品就去买一堆便宜货的人，我们都不想去

过那种低质量的人生。记住，在你变得优秀之前，除了睡眠永远

都不要让自己闲下来，这个世界处处都是机会，但要你自己善于

去发现，如果你觉得艰难，那就对了，因为你是在往上走，而不

是在往下降，一个优秀的人会明白，既然已经失去了先天的优势，

那就只有靠后天的努力来挽救。要记住，在你变得优秀之后，那

些你想要的都会向你聚集。

心

灵

驿

站

无论选择哪一条道路，
都是荆棘与鲜花同在，
有晴空也有冷雨。

像鲁迅说的：前途很远很暗，但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让我们坚定前行吧，
相信在路的尽头，
总会有梦想挥手相迎的样子。（营销部 李超 摘录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