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罗家平报道 船用发
电机是船上的主要设备袁 装配上船
后随之航行袁 需经历海上各种恶劣
环境和气候的影响袁甚至海水尧雨水
的直接淋蚀遥在这种工况条件下袁发
电机能否正常工作是优质发电机产
品必备的性能标志遥

2013年4 月袁中船重工集团722
所环境试验室李建刚尧 姜涛二位主
任接受中国船级社武汉分社委托袁
对康富三波电机进行了淋雨试验遥

按照GB4208-2008淋雨试验的
标准要求袁 试验现场制造了降雨强
度院 最小10cm/h曰 雨滴直径院0援5耀
4援5mm曰水平风速院不小于18m/s的
试验环境袁 对运转中的发电机进行

连续时间为30min的淋雨遥 淋雨结
束后立刻对发电机进行内部检查和
耐电压试验尧 绝缘电阻的测量遥

检测结果院内部渗水尧耐电压指
标尧 绝缘电阻等均符合和超过国家
标准要求遥

这是康富三波发电机继2012年

的湿热试验成功后又一重大的试
验袁 充分证明了康富三波电机不但
具有很强的抗湿抗潮能力袁 而且具
有直接抗拒海水尧雨水淋蚀的能力袁
为船舶航行尧 渔民海上作业提供了
可靠的电力保障袁 是用户特别是船
机用户首选的发电机产品遥

本报讯 罗家平报道 为贯彻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名牌战略的实
施精神袁 提升渔业装备的产品品质袁引
导和支持企业创名牌袁 增强竞争力袁中
国渔船渔机渔具行业协会 渊以下称协
会冤在全国渔船尧渔机尧渔具行业范围内
开展了野质量信得过企业冶尧 行业野名牌
产品冶的评审活动遥

公司以良好的企业形象袁知名的品
牌袁完善的质量体系以及先进的技术条
件和装备袁参加了野质量信得过企业冶评
审活动遥 产品电压波形好尧稳态电压调
整率高尧电磁兼容性强尧动态性能好袁启
动异步电动机能力大尧带非线性负载能
力强尧并联运行稳定尧可靠性高尧结构简
单袁造型美观等袁参加了野名牌产品冶评
审活动遥

协会是全国性并具有非常影响力

的行业协会遥 针对本次活动袁组织了不
同专业的国内知名专家为评审小组袁依
据国家的相关法律尧法规和叶双评管理
办法曳袁坚持科学尧公开尧公平尧公正的原
则袁对参审企业的质量体系建设尧管理
成效尧质量监控尧实物质量尧发展前景尧
产品知名度尧 售后服务保障尧 客户跟踪
及回访袁 用户满意度等为主要内容袁进
行严格的考查和审核遥

经专家组对公司以及现场实物进
行考核评审袁综合打分认为院公司作为
国家高新企业以及船用发电机袁作为捕
捞作业的主力设备电源袁 运行稳定袁性
能可靠袁采用我国首创且具有独立知识
产权的三次谐波励磁技术袁 动态特性
好袁 启动异步机能力强等诸多优点袁倍
受广大船主的青睐遥 特别近期许多装配
了康富三波发电机的现代化渔船袁到达

钓鱼岛尧 黄岩岛尧 南海诸
岛尧 印度洋公海等远海区
域作业袁渔民反映良好袁为

国家宣示主权并实施护渔作出了贡献遥
最终公司以高分通过本次评审袁

荣获行业 野质量信得过企业冶院 SB-
HW4系列高效励磁船用发电机尧 SB-
HW4Z系列高效励磁船用轴带发电机尧

SB-HW4-569系列高效励磁节能电推船
用发电机产品认定行业 野名牌产品冶遥

这是继以往公司发电机产品被国
家质检局认定为野中国名牌产品冶之后袁
康富三波系列发电机再获殊荣遥

（ 原 江 西 三 波 电 机 总 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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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万滨滨 四月袁 车间外面袁艳
阳高照尧静谧无声袁车间里面袁听到
的是机械设备的撞击声尧运输工具
的急速声袁映入眼帘的是袁身着蓝
色制服一线员工袁步履疾速袁动作
麻利袁顾不上闲谈袁忘记了简单的
休息袁甚至都察觉不到其他同事的
情况袁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这道
工序上袁 时常工作到晚上八九点袁
周六继续精神饱满的上班遥 他们的
这种积极尧热情尧高昂的工作面貌
持续了半年有余遥

从公司加入军品制造行列袁产
品种类变得繁杂袁 订单也迅速增
多袁企业的发展模式也正悄然的壮
大遥 在市场上袁公司打开了一扇大
门袁当然随之而来袁生产实际操作
中面临着诸多窘境袁 如劳动力不
足尧由丰富经验变成了"零"经验尧生
产任务紧尧操作难度大尧图纸不符尧
材料不齐等诸多问题遥 这样就引起
了生产等待长尧产品返工频繁等现
象遥 领导常说袁出现问题并不可怕袁
可怕的是面临问题的畏缩心理遥 只

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袁尽心尽力把
工作做好袁 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遥
没有资源袁我们就拉拢资源曰没有
人员袁我们招人员曰没有技术袁我们
就在实践中摸索遥 失败了袁我们总
结袁然后再改进遥 同时领导还嘱咐
我们要有履约意识遥 现在我们正处
在于军品的磨合期袁很多东西都在
逐步完善遥 只要我们渡过了这段阵
痛期袁我们就能打个翻身仗遥

不见风雨袁怎有彩虹袁司马迁
若没有受牢狱之苦袁又怎能写下二
十四史之首叶史记曳遥 诸葛亮若无深
山中苦读诗书袁又怎有野鞠躬尽瘁袁
死而后已冶的豪言壮语遥 公司正是
因为这一道道坎才显得华美袁充
实袁也是因为这一道道坎才彰显出
公司的精魂所在遥

记得有一年我与公司讨论主
题是 野转型发展袁 我们准备好了
吗钥 冶遥我想公司正在经历这样一个
阶段袁不断寻求发展尧突破遥 痛苦是
必须的袁但最终换来的是甘甜的硕
果遥 我想这一年我们可以谈经验
了袁就叫野转型发展袁我们在路上遥 冶

走进“一线”

姻成威 6S推进工作一向被公司
各层视为辛苦且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遥
从 2012 年初接手 6S 工作以后袁1-7
月份高安分厂一次一次又倒数第一尧
倒数第二曰 推进过程受阻袁 各方的压
力袁现场的凌乱曰一切主意袁观念不断
的被人否定否定否定袁 每日都感觉有
人在身后指指点点袁野吃饱了没事干袁
尽做些没用的冶袁野他这工作好做啊袁整
天这里看看那里看看袁 闲得没事就找
别人茬冶袁野我抽烟又没影响做事袁干嘛
不能抽钥 冶袁野我们这样挺好冶袁野我们以
前就是这么干的冶等等袁让我很灰心遥
2012年 8月份袁 领导多次找我谈话袁
让我明白三点院

一尧我的职责是出谋划策尧检查分
析袁追踪反馈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反

馈谁是 6S的进步单位袁 谁是 6S的落后部门袁
谁哪里做的好袁 谁又在哪些地方需要做出调
整袁6S的政策需不需要调整了噎噎在参观和与
瑶湖分厂交流中我学到了如何运用手中的各
种工具引导车间进行整改工作遥
二尧你改变不了别人袁只有改自己袁但是改

变自己并不意味着自己去蛮干袁 是改变策略尧
工作方法遥 余世维先生在叶赢在中层曳说野中层
干部是最难当的官院 高层不爱说话袁 他认为
你应当明白曰 基层不爱说话袁 他认为你能够
体会遥冶 这种情况下袁 不断的尝试改变策略尧
工作方法袁 寻找到最适合的方法应对你的上
级和下级遥
三尧团队才有改变团队的力量袁所谓野众人

拾柴火焰高冶遥8月份以后公司对高安分厂实施
新的 6S奖罚政策袁排名前四即有奖励袁排名后
三进行惩罚遥 虽没看到争先恐后的改革场面袁
高安分厂却达成了 8到 12月份排名月月进前
五的目标遥 这确实有些意外袁但在情理之中袁五
个考核部门每月均有一些改变遥

我相信袁高安分厂一直对 6S长抓不懈袁让
员工养成良好的习惯袁6S工作会越来越顺遥

高
安
分
厂6S

推
进
工
作
过
程
中
的
感
受

姻黄顺华 常听人说院 某人爱钻牛
角尖袁 一条胡同走到黑袁 死不悔改遥
又有人说袁 某君有恒心袁 有毅力袁 所
以能成功遥 其实袁 某人和某君大抵做
的是同一件事袁 区别或许在于袁 失败
的是死不悔改的袁 成功的是坚韧不拔
的遥

那么袁是否该坚持不懈的去做一件
事呢钥这么说吧袁世无生而知之者袁一个
人要想获得成功袁在成功之前大抵都是
需要历经一番磨砺的袁 没有恒心毅力尧
不能坚持袁 不能说完全不能取得成功袁
至少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遥 其实袁能坚
持并不一定意味着钻死胡同袁 坚持是
体袁变通为用袁两者并不矛盾袁持如履薄
冰心袁行勇猛精进事袁展开售后工作更
是如此遥

在公司做售后工作袁就意味着不仅
要与机器打交道袁更要与人打交道遥 举
个简单的例子袁 在车间我们吊装电机袁
用的是行车袁而在船上袁我们显然没有
这样的条件袁在这样的情况下袁要求船
东先装行车再进行吊装袁也无怪乎要说
你一条道走到黑了袁而利用现场有的条
件袁认准目标袁尽一切可能达成目的袁这
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袁 就这件事而言袁
我们的目的是吊装电机袁而不是用行车
去吊装电机袁 至于怎么和客户协商袁那

就是另一码事了遥 在外出差袁大部分时
间往往都消耗在旅途中袁或许出去个三
天袁就有两天在火车上袁真正在客户那
待只需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袁这就要
求我们售后人员能够耐得住旅途的寂
寞袁在漫漫旅程中袁听几首歌袁同车厢里
的人唠唠嗑袁闲暇时袁眺望窗外的风景袁
凝视远方的高山袁我见青山妩媚袁青山
见我如是袁排解野人在囧途冶的寂寞袁也
不失为一件赏心乐事遥

难道售后工作就真这么好袁见识各

地风土人情之余袁还能遍览祖国大好河
山袁如果真有这么好袁岂不人人想做袁也
就无所谓坚持不坚持了袁犹记得第一次
一个人出差时的忐忑袁到了不能解决问
题怎么办袁客户不理解怎么办袁怎么和
客户交流好袁 引导客户正确使用电机袁
一个一个问题萦绕在脑海里袁一颗心七
上八下袁而实际操作当中袁也容易出现
各种状况袁有时袁你必须滞留在信号都
没有的小山沟里曰有时为了赶车袁一口
热饭也来不及吃曰有时袁因为受工作环
境影响袁空间不够袁整个人必须蜷缩一
圈袁待在机组下面工作袁其中滋味袁如人
饮水袁冷暖自知遥

人生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袁难免
经历坎坷与曲折袁我们需要保持坚韧不
拔尧锲而不舍的毅力袁才能取得成功遥

售 后 心 得 体 会
古之立大事者袁不惟有超世之才袁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遥

要要要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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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人大都有一张笑脸袁 成功与快乐是一对兄
弟袁是成功缔造了快乐袁是快乐延续了成功遥

三个经过层层筛选后的应聘者袁在最后考核前袁分
别被封闭在生活用品一应俱全的房间内遥 考核方让三
人耐心等待考题的送达遥 最初一天袁 三个人都略显兴
奋袁读书看报听音乐遥 第二天情况发生了变化袁因迟迟
等不到考题袁有人变得焦躁袁有人闹心袁只有一个人还
跟着电视的情节快乐地笑着遥五天后袁考核方将三人请
出房间袁通知录取结果院那个能够坚持快乐生活的人被
录用遥 主考官解释院快乐是一种能力袁能够在任何环境
中保持一颗快乐的心袁可以更有把握地走向成功遥

花开不是为了花落袁而是为了灿烂遥学会比较才能
获得快乐袁走向成功遥只和自己比袁不和别人攀袁只比人
无己有的袁不比人有己无的遥比昨天袁比上一年袁自己有

哪些进步尧不足袁哪些需要转舵遥天气不能左右袁但可以
改变心情遥 当黑夜来到的时候袁要想到黎明就不远了曰
当你拿起半杯水时袁要想到还有半杯水曰当你为没有鞋
而哭泣时袁要想到有的人还没有脚遥 只有经常这样比袁
尽可能地不断进步袁人才有可能得到更多地快乐资本袁
才能聚集廉价而又无价的成功火种遥

更重要的是袁获得快乐就会造就一种心态袁而这种
心态就是改变命运获得成功的力量遥因此袁当理想和现
实发生矛盾时袁 我们应该学会如何执著地做好每一件
小事袁不管做了多少袁只要你努力做了袁你就应当是快
乐而成功的遥 正如叶快乐老家曳这首歌里唱的院野有一个
地方袁那是快乐老家袁他近在心灵袁却远在天涯遥 冶在成
功的路上袁带着智慧出发的同时袁更要带上快乐遥现在袁
康富电机正引领着全体员工快乐学习袁快乐生活浴

快乐学习、快乐工作 致力于打造民族发电机第一品牌
成为全球品牌发电机一流企业浴

本报讯 陈诞华报道 2013年4月23
日袁总装驻南昌地区军事代表室与江西清
华泰豪三波电机有限公司联合对公司质
量保证能力进行了现场审查袁并召开了质
量保证能力审查会袁成立了审查组遥 审查
组听取了公司关于军工产品的叶生产质量
总结报告曳和叶XX产品型式试验报告曳, 并
分组对生产图样尧工艺文件及现场工艺的
执行尧加工设备尧进厂检验尧过程控制及试
验检验能力等进行了现场检查遥与会代表
及专家一致认为袁 公司生产线布局合理袁
加工及检测设备齐全袁产品图样及工艺文
件齐套袁员工得到了有效培训袁生产环境
符合要求袁 能满足军品电机生产要求曰公
司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正常有效袁产品形成
过程受控袁能满足军品电机质量保证能力
要求遥

公司发电机产品已大量为总参通信
部尧总装备部尧总后等各部门提供可靠的
军用电源袁已成为海尧陆尧空各军兵种现代
化武器设备配套的主要军用电站袁已为部
队导弹尧雷达尧火炮尧通信尧卫星发射等现
代化武器装备配套遥

2000kW永磁励磁雷达专用发电机是我司专门
针对大功率雷达供电进行优化设计的项目袁该项目
因其负载为非线性脉冲负载袁军方对负载的适应性
进行了发电机的验证试验袁采用某国际著名品牌和
三波发电机同时擂台袁测试结果是三波电机的启动
性能和带非线性脉冲负载能力明显优于其它国际品
牌发电机袁该项目现已全部采用公司三波发电机遥

公司致力于打造民族发电机第一品牌袁为国防
科技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遥

本报讯 罗家平报道 公司承接山东黄海造船公
司SB-HW4Z-745船用轴带发电机4月25日顺利一次性
通过德国劳氏船级社渊GL冤的型式试验认可遥

山东黄海造船公司今年向公司订购一批GL船检的
特殊用途的功率为745kW船用轴带发电机袁 该电机具
有节能袁环保袁占仓率小袁启动性能优越等特点遥

接到任务袁 公司电机研究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拿
出了GL汉堡审图中心所需的图纸和工艺文件袁 并一次
性获得通过遥

今年二月产品生产完工袁经与其预约袁电机的试验
于本月24日正式进行袁GL验船师参照型式试验条款袁对
发电机各项性能指标进行了严格的试验测试袁 经过试
验袁电机型式试验的各项指标完全符合GL船级社要求遥

对此GL高级主任验船师感慨的讲院野没有想到康富
三波发电机有如此优越的性能袁在国内的生产厂家袁中
国的品牌袁还是第一次发现冶遥

康富三波发电机GL型式试验的顺利通过袁 再一次
证明了康富公司研发团队的能力和反映速度袁 也证明
了康富三波发电机的卓越性能袁 为民族品牌走向世界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袁 也是广大船机用户首选的中国品
牌遥

公司荣获行业野质量信得过企业冶 船机认定为野名牌产品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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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富电机大功率船用发电机顺利通过
德国劳氏船级社型式试验认可

康富三波发电机顺利通过船级社淋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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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诞华报道 2013年3月10日袁中国兵器
工业集团山西柴油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刘志生所长
一行3人莅临我司参观考察袁 在参观分厂生产现场及
详细了解了公司产品的研发尧 生产及销售情况后袁对
公司自创的三次谐波技术并成功用于军工尧 船舶尧水
利尧油田尧通信尧航天尧铁路尧工厂尧矿山尧楼宇尧公路建
设等各种领域行业给予了高度评价遥 2012年年初袁我
司一批低压400kW发电机成功与山柴配套用于核电
应急电源袁用户使用后反应非常好袁特别是对我司发
电机超强的启动性能大加赞赏遥这次山柴与我司配套
合作的是一批核电应急用高压2400kW发电机遥

山柴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下属的专业生产高速尧
大功率尧现代柴油机厂家袁是我国野一五冶期间建设的
156项重点工程之一袁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军工尧民
用领域遥

安全是核电的生命线袁 公司根据核电站的要求袁
专门研发了核电专用发电机遥核电专用发电机具有极
高的可靠性和快速启动性能袁强度满足抗峪级地震烈
度袁承受非线性负载能力强袁负载突加突减适应能力
强袁可以防止轴电流通过轴承袁满足GB50260叶电力设
施抗震设计规范曳的相关要求袁发电机绕组能承受过
电压尧过电流而不发生损坏及有害变形遥 公司大力支
持中国核电事业袁为实现中国核电新的发展和跨越作
出应有的贡献遥

公司应邀参加潍柴
2013年工业动力江西市场推介会

本报讯 陈诞华报道 2013年3月27日袁公司应
潍柴的邀请袁参加了潍柴在江西民航大酒店召开的
潍柴2013年工业动力江西市场推介会袁与会嘉宾有
江西几十家机组成套厂尧设计院尧造船厂尧行业用户
等遥 会议先介绍了潍柴公司和产品情况袁随后进行
了交流座谈遥 在座谈中袁与会嘉宾都对潍柴发动机
和康富三波发电机的卓越性能表示了充分的肯定遥
三波与潍柴有着几十年合作经历袁近年来袁双方已
进一步发展成为全面战略合作关系袁2012年就有上
千条装配了潍柴发动机和康富三波发电机的新型
现代化渔船奔赴我国钓鱼岛尧黄岩岛尧南海诸岛以
及印度洋公海等远海区域作业袁预计今年会有更多
渔船采用康富三波电机袁双方对未来的战略合作前
景满怀信心尧充满期待遥

山西柴油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领导
莅临我司参观考察

本报讯 韦覃程报道 2013年1月30日袁公司3个新
产品通过专家论证遥 此次论证会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举
行袁3个新产品分别为院2000kW永磁励磁雷达用发电
机尧TH-W4-250轨道打磨发电机尧H500六极复合励磁
发电机遥来自国内高等院校尧科研机构的行业专家认真
听取了项目组对项目的前期市场尧研制方案尧经济效益
分析及发展动向尧预期目标等情况介绍袁对项目给予了
高度评价袁 认为这些项目符合国家未来电机发展的政
策要求袁适应市场需求袁具有技术先进性和可行性遥
一直以来袁公司坚持技术创新引领市场袁除了常规

的陆用尧船用高效励磁产品外袁公司研制出的多种类型
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各行各业袁并进入各种全新领域袁主
要包括院船用轴带尧船用节能电力推进尧通信电源尧废气
发电尧机车牵引尧轨道焊接及核电应急等遥

此次研制的2000kW永磁励磁雷达用发电机尧TH-
W4-250轨道打磨发电机尧H500六极复合励磁发电机项
目结合原产品技术袁在设计理念上实现新的突破袁进一
步提升产品技术性能袁 有效地拓展了产品在特种行业
的应用遥 三个项目分别具有如下特点院

淤2000kW永磁励磁雷达用发电机
项目专门针对雷达供电优化设计袁 军事雷达站特

点是脉冲尧非线性尧瞬时容量大的负载袁对发电机电压
性能指标和可靠性要求更高袁 项目采用降低直轴瞬变
电抗及直轴超瞬变电抗以加强带脉冲负载尧 非线性负
载的能力袁从而提高其动态性能和稳定性袁首次采用定
子端部全包扎技术袁绕组尧铁心喷三防漆袁发电机内部
安装防冷凝加热器袁电器元件采用灌胶密封形式袁可很
好满足发电机 野三防冶要求袁适用性强袁带雷达型负载
电机的性能和性价比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袁 可解决部
队急需遥

于TH-W4-250轨道打磨发电机
该项目产品安装在轨道车上袁 对铁轨进行打磨修

整遥目前我国该类轨道打磨发电机均需从国外进口袁价

格昂贵袁售后服务成本高袁本项目正是为取代进口轨道
打磨机产品而开发遥针对国外产品不能防尘尧防铁屑的
重要缺陷袁项目采用了全封闭的IP54防护等级技术尧双
通风表面冷却技术袁 在保证产品各项性能指标的前提
下能有效达到防尘防屑功能袁 特别适合野外恶劣环境
条件下使用遥

盂H500六极复合励磁发电机
如今船舶的快速建设加速了船用柴油发电机组行

业的发展袁由于船舶使用的多为低速油机袁因此配套的
电机为多极电机袁尤其是六极电机较多遥该项目是为拓
展中速发电机市场而开发的产品袁 完善了公司六极电
机的系列化袁项目的电磁参数通过多次计算分析袁合理
选取与确定主要尺寸尧主要参数袁既能保证技术性能袁
又能顾及经济性能袁 励磁系统设计通过几种励磁方式
对比袁优选了野基波+谐波复合励磁冶方式袁保证励磁机尧
基波+谐波绕组尧电压调节器的合理匹配袁转子结构采
用六极凸极整体转子冲片袁与分体式相比袁消除了附加
气隙袁提高了可靠性袁从而保证产品运行的稳定性遥

在未来的技术创新道路上袁 公司仍将致力于新产
品的拓展与开发袁瞄准技术前沿袁加强自主创新袁开发
自主产权产品袁促进企业持续发展遥

本报讯 罗家平报道 阳春三月袁
美丽的山城重庆格外迷人袁 中国渔船
渔机渔具协会第五届六次会议暨第六
届一次会议在此召开遥

本次大会的与会者都是中国渔船
及渔船装备有关的政府部门尧 船舶检
验单位尧船东尧设计尧建造尧制造尧配套
等单位遥 公司作为上届协会的理事单
位也出席了本次会议遥

会议总结了上届协会的工作并选
举产生了新一届的协会理事会遥 公司
再度当选为中国渔船渔机渔具协会第
六届理事会理事单位遥

公司代表在理事会上作简洁发
言袁介绍了康富三波电机东出钓鱼岛袁
南去黄岩岛袁进西藏袁出国门的事例袁
引起了许多代表的兴趣袁 特别是公司
的轴带电机袁 会后就有代表深入交谈
的意向遥

会议期间袁 康富三波电机备受代
表们的关注袁 产品样宣在大会前不到
二分钟就被代表枪空袁 这再次证明康
富三波电机在业界的影响力遥

公
司
再
度
当
选
中
国
渔
船

渔
机
渔
具
协
会
理
事
单
位

2 综合新闻 2013年 4月 26日 2013年 第 1期

一 个 科 学

家得知死神正

在寻找他袁便利
用克隆技术复

制 出 了 12 个
野自己冶袁想在死
神面前以假乱

真保住性命遥
面对 13个一

模一样的人袁死
神一时分辨不

清哪个才是真

正的目标袁只好
悻悻离去遥
但是没过多

久袁对人性的弱
点了如指掌的

死神袁想出一个
识别真假的好

办法遥 死神又找
到 13 个一模一
样的科学家袁对
他们说院野先生袁
你确实是个天

才袁能够克隆出
如此近乎完美

的复制品遥 但是
很不幸袁我还是
发现你的作品

有一处微小的

瑕疵遥 冶
话音未落袁那

个真的科学家

暴跳起来大声

辩解道 院野这不
可能浴 我的技术
是完美的浴 哪里
有瑕疵钥 冶

野就是这里遥冶
死神一把抓住

那个说话的人袁
把他带走了遥

启示院一句批评

或奉承的话往

往会使人暴露

出自己的弱点遥

人
性
的
弱
点

公司三大新产品项目顺利通过专家组论证

本报讯 韦覃程报道 2013年
3月 1日袁 在南昌高新区 2013 年
度经济工作会议上袁公司荣获南昌
高新区 2012年度知识产权先进企
业称号袁同时袁公司研发人员杨德
华高工荣获知识产权先进个人称
号遥公司多年来一直坚持技术创新

推动知识产权进步袁通过知识产权
保护核心技术袁积极开发自主知识
产权产品袁 专利保护工作不断提
高遥公司目前拥有专利 41个渊发明
1个袁实用新型 40个冤遥 2012年内
完成专利申请 35个渊发明 5个袁实
用新型 30个冤尧专利受理 27个渊发

明 2 个袁实用新型 25个冤尧专利授
权 30个渊实用新型冤袁专利的申请
量与授权量持续大幅增长袁在质与
量上有了突飞猛进的飞跃袁进一步
提高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遥该荣誉
的获得是对公司知识产权工作的
充分肯定与鼓励遥

公司荣获高新区 2012年度知识产权先进企业

姻陈诞华 长风破浪会有时袁直挂云帆济沧海袁2012
年 9月 17日袁历经三个月的东海伏季休渔后袁中国万艘
渔船扬帆启航袁奔赴钓鱼岛等海域遥 在这些渔船中袁有几
百条用我司三次谐波励磁发电机装备的新型现代化灯
光捕鱼船直赴钓鱼岛遥我司研制的高效励磁船用 600kW
发电机配康明斯油机袁 作为捕捞作业的主力设备电源袁
发电机运行稳定袁性能可靠袁采用我司具有独立知识产
权的三次谐波励磁技术袁动态特性好袁启动异步机能力
强等诸多优点袁备受广大船主的青睐遥

此前袁我国沿海其他地区经过伏季休渔后袁就有几
千条装备了 野我司三次谐波励磁发电机配玉柴油机冶的
现代化渔船大量到达了黄岩岛尧南海诸岛尧印度洋公海
等远海区域作业遥 今年袁随着国家宣示主权并实施护渔
政策尧燃油补贴政策等诸多优惠政策袁今后会有更多的
渔民赴我国固有海域和公海作业遥 目前袁福建尧海南尧两

广尧江浙尧山东等地区又有上万条现代化灯光捕鱼船和
拖网渔船正在打造袁凭借之前我司发电机在新式远洋船
的成功装备应用及船东们的良好口碑袁正在建造的渔船
绝大部分拟采用我司生产的高效励磁船用四极六极
300kW尧400KW尧600kW尧800KW等发电机作为捕捞作业
的主力设备电源袁配套的柴油机主要有玉柴尧潍柴尧康明
斯尧淄柴等遥 为了更好的服务我国海洋事业袁新型现代化
渔船项目发电机设备全部装配了由我司历时多年倾心
研制的海洋专用新式集成调压板遥

公司三次谐波励磁发电机产品历来在船舶渔业领
域得到广泛良好的应用袁中国第一艘电力推进拖网渔船
闽东渔 61915 号上的动力电源就是使用我司精心研制
的两台 200kW节能电推发电机,从现场使用情况的反馈
来看袁 发电机运行良好袁 性能稳定袁 系统节能可达到
30%袁 标志着公司节能电推发电机项目研制取得圆满成
功袁后续会有越来越多的节能电推发电机订单袁节能电
推市场前景广大袁未来全国市场需求总量每年可达几十
个亿遥

为贯彻公司品牌战略袁提升公司产品在行业中的影
响力袁经中国渔检的推荐袁公司于 2012 年 10月成为中
国渔船渔机渔具行业协会正式理事单位遥 公司成为协会
理事单位袁在一定的实际意义上讲可借助中国渔船协会
平台袁拓展公司产品的品牌形象袁对提升公司产品在渔
业船舶行业的知名度袁增强品牌意识袁有着很强的现实
意义遥 公司已通过了中国渔船渔机渔具行业协会的野质
量信得过企业冶和野名牌产品冶的评审并在行业给予广泛
推荐遥

公司发电机成功出征我国钓鱼岛等远海区域

姻万滨滨 有这样一则
故事袁某公司完成了一个攻
关项目袁 公司在发放奖金
时袁 骨干员工比基层员工
多袁 基层员工比见习员工
多袁 至于管理层就不用说
了遥 对于这个现象袁很多员
工就抱怨不公平袁都是完成
一个项目袁 只是分工不同袁
薪水怎么会这么大的差别
呢袁假如没有我们这些底层
员工拼死拼活的干袁哪能完
成遥 而且真正做出产品的就
是我们工人袁哪有那些整天
呆在办公室的人什么事袁凭
什么我们比他们拿的少的
多遥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袁
仁者见仁袁智者见智遥 从经
济学的角度讲袁这涉及野替
代效应冶遥 打个比方袁假如你
平常都爱买白菜袁假如有一
天白菜涨价了袁你可能会买
萝卜袁 或者其它蔬菜来替
代遥 而当你去买一件用陶瓷
做出的艺术品袁你会发现它
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同样材
料的家庭器具遥 这是因为你
很难找到它的替代品遥

我们知道经济学之所
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就是因
为资源的稀缺性袁而经济学
的最终目的是将稀缺资源袁分配于多种
欲望以取得最大满足的科学袁是针对一
个理性人来讲的学问遥在这些资源中很
多物品都是在忽略其差异的基础上而
以其功效来进行分类的遥凡是遇有替代
性的商品必然具有野类冶的共同属性袁比
如面粉和米粉都是粮食中的主食袁羊肉
和猪肉都是肉类等等遥所以对于一个职
场人来讲袁一定要反问自己野我的不可
替代性在哪里袁 我是不是不可替代的
呢钥冶袁用一个当下一个很时髦的词来讲
野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冶袁什么技术或
资源是只有我本人掌握袁而别人掌握不
了的呢袁有核心竞争力的员工才能在公
司立于不败之地遥

前几天看新闻袁讲述的是现在世界
500强企业逐渐把市场转向自己本国袁
原因是他们发现用机器人代替人力要
经济袁更节约资源遥 之所以看重中国市
场袁原因是因为廉价的劳动力袁但最近
土地资源变得稀缺袁使得总体成本要高
过他们的预期袁当在国外耗费的成本和
自己本国相当时袁还不如回到自己国家
袁 用机器人工作还能减少管理成本袁而
且更能做出好产品遥 看到这里我不禁要
问袁 难道我们人类真的要被一堆用野0冶
和野1冶结合的废铁替代吗?
还有一则新闻是在一线城市的很

多富人请保姆袁一般会请菲佣袁我们为
何花大力气从菲利宾去引进保姆袁而不
利用本国的丰富的资源袁答案就是会说
外语的人不会当保姆遥 呵呵噎噎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有的人会比我们拿得多了袁公司缺的不
是人手袁而是人才遥 因为他们在公司中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或地位袁比我们更
职业化袁这就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遥 记
得尼克松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袁白宫经
历了几次权力的变动袁但基辛格始终在
白宫中占有一席之地袁这不是单单因为
他是美国最优秀的外交官袁也不是因为
他与总统关系密切袁而是因为他涉足政
府机构许多领域的工作袁是白宫不可或
缺的一员袁他的离开会直接导致政府极
大的混乱袁因此有着不可替代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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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魏博 2012年袁瑶湖分厂在公
司总部评比中蝉联第一名袁 成绩的
背后袁 折射出的是总部对瑶湖分厂
野6S冶工作的肯定袁那么袁瑶湖分厂
野6S冶的秘密到底在哪里钥

一尧目标明确尧考核到位
公司给分厂的目标是总部考核

前二名进行奖励袁 从第三名开始处
罚遥 目标的制定袁对于分厂各个车间
是没有退路的袁只能进不能退袁质检
部尧各车间主任尧物流部统统纳入考
核袁从另一个角度讲袁大家也有了做
好 6S工作的充分动力遥

二尧创新是分厂 6S的灵魂
2012年袁 分厂全年共完成跟工

作有关的改进项目 117项袁 总装车
间 37项尧冲压车间 35项尧金工车间
36项尧物流部 9项遥改进项目主要从
工艺工装改进尧材料节约尧小改小革
等方方面面遥 分厂是生产产品的地
方袁瑶湖分厂的 6S已经不光停留在
最初的整理尧整顿尧清洁上了袁6S 活
动紧紧围绕生产袁为生产服务袁提高
班组能力袁 改进员工习惯良化袁这
样袁6S工作才更务实袁更有意义遥

三尧 合理化建议尧QC成果是分
厂 6S的提升

2012年共有 355#外压装改进尧
合理利用硅钢铁板边角料等 6 项合
理化建议申报公司总部合理化建
议袁三个车间各申报了 2个袁预计产

生经济效益 119788元遥
2012 年共有定子成品线倒运

车尧研制简易数控车床尧355#外压装
定子吊装翻身装置尧 研制冲床自动
送料设备等四个 QC成果袁分获江西
省一尧二尧二尧三等奖遥 同时嵌线班还

获得了江西省质量信得过班组遥
合理化建议奖励尧QC 成果奖

励尧 质量信得过班组奖励是员工在
外部获得的奖励袁 对于员工能力提
升尧 自信心提高都有很好的帮助作
用遥

瑶湖分厂“ ”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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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名称院加工电机定
子压圈用工装

项目说明院原来的车定子
压圈用车胎由于时间长磨损袁
零件与胎间隙大袁 造成效率
低袁报废率增高遥 该建议在原
来的车胎上利用边角料进行
了改进袁解决了这个难题遥 既
节约了成本袁又提高了效率遥

2013年三月份合理化建议
1.项目名称院制作

刨床落料托盘
项目说明院 刨床加

工时袁 废屑会随着刨刀
的进给直接排到地面
上袁 特别是环氧板等污
染严重的废屑给环境造
成了危害袁 这个项目完
成后解决了这个难题袁
既环保又经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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