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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公司”学习点燃梦想

———K3系统流程知识竞赛

姻谢志勇 随着
公司电机业务订单
不断的增长袁 车间
现场安全生产管理
显得尤为重要 ,根
据公司制定的安全
生产工作管理目
标, 为防止火灾事
故的发生 , 由质检
部牵头袁 相关部门
配合于 6 月 25 日
在园区举行了一场
消防实战演习活
动遥

演练前公司组
织了消防预案演练
培训袁 使现场人员
掌握一定的消防知识袁增强员
工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变能力袁
自我防护能力袁学习了有关消
防知识和消防器材的使用方
法, 并掌握消防逃生技能及注
意事项等遥 演练过程中袁员工
们的团队凝聚力得到了升华遥
应急领导小组的组织能力尧指
挥能力和应急应变能力也得
到了锻炼遥 基本上达到了防火
演练的目的遥

通过消防器材操作方案
的演示袁消除了职工对消防器
材的陌生感袁让他们了解这些
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袁确保了
在发生火灾意外事故的情况
下袁每个现场职工都能积极主
动大胆的使用消防器材来扑
灭初期火灾和保护自己遥

姻王萍 为丰富公司员工的业余生活袁 公司工会联合行政办
于 5月 13日举办了野定子内接线比赛冶袁为员工们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技能交流平台袁让大家在活动中相互交流袁增进友谊袁促进
技能提升遥
中午 12点袁活动准时开始遥 员工们认真参与袁积极性极高遥

野开始浴冶袁裁判一声令下袁这次活动也在欢声笑语中开始了袁随后
员工们争分夺秒的进行角逐袁脸上不时的闪现着紧张尧兴奋尧专
注的神情遥

经过技能比赛袁员工们感受到了竞赛的氛围袁技能得到磨练
和提升袁自信心尧学习的积极性得到提高袁对职业意识和职业能
力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袁也促成了野学技能袁练技能冶氛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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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王萍 为了帮助新员工尽快融入公司袁熟悉
公司的规章制度袁 以及尽快胜任本岗位工作袁
2014年 5月 14日袁 公司行政办举办了第二期新
员工入职培训活动袁 共有 29位新员工参加了此
次培训活动遥
培训中袁通过视频播放尧演示文稿尧新人互动

等方式袁使新员工对公司的企业文化等有了初步
了解曰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优秀员工向新员工讲解
了业务概况和核心技术曰分享了企业发展取得的
成绩袁 并对新员工提出尽快转变身份等新要求遥
培训期间袁新员工还学习 6S安全教育袁让员工重
视安全和质量遥

新员工普遍反映本次培训安排课程内容丰
富袁培训使他们对公司发展尧制度尧6S安全等有了
进一步了解遥 新员工纷纷表示袁将学以致用袁尽快
成为适合企业发展的人才遥

2014年第二期新员工入司培训圆满结束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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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接线比赛顺利结束

姻谢志勇 近日袁 公司工会如期在园区举办第二季度技能比赛既 K3系
统流程知识竞赛遥 共有来自行政尧商务尧质检尧车间尧物流尧研发等队伍共 30
多人参加了角逐遥 经过激烈比赛袁物流徐军建尧商务王娜尧物流万爱华分
别荣获前三名遥
通过这次竞赛袁积极推进青年员工更好地学习理会公司愿景野致力于

打造民族发电机第一品牌袁成为全球品牌发电机一流企业浴 冶的发展战略袁
充分发挥广大青年在公司发展进程中的主力军作用袁更好地团结和引导公
司青年员工围绕企业生产和经营管理建功立业袁激发公司青年学技练功的
热情袁全面提高公司员工的技能水平遥

第二季度技能竞赛圆满落幕

姻王萍 三月袁春暖花开袁活力澎湃浴
公司 2014年春季以野实现康富梦袁我们
怎么做钥冶为主题的野我与公司冶学习拉开
了帷幕袁 员工们在学习会议动员下开展
了本次学习活动遥

历时 3个月的学习袁收益颇多遥员工
们以丰富多彩的学习方式展示了他们的
青春尧热情尧好学尧奋进和梦想遥野我主持袁
我做主冶 的主持风格袁 结合信息化的网
络尧时代的主旋律袁激发了员工的学习激
情遥经过轮流主持的学习风格袁每期学习
都达到了预期学习效果遥
通过本次创新的学习模式袁 展现了

当代员工的工作风采袁 促进了员工的身
心素质全面发展袁 推进了员工间的协调
沟通袁培养了优秀员工的主持才能袁点燃
了所有人的梦想遥

本报讯 陈诞华报道 2014年 6月 13日袁 装备
了公司的远洋渔船专用发电机粤新会渔四条远洋特

种渔船成功试航遥祝贺粤新会渔船顺利上水尧年年高
产浴

近年来袁 已有成千上万条装备公司新型三次谐
波励磁发电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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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区域作业遥为贯彻公司品
牌战略袁提升公司电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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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并已通过了中国
渔船渔机渔具行业协会的野行业名牌产品冶和野质量
信得过企业冶的严格评审并在行业给予广泛推荐遥

本报讯 陈诞华报道 近日袁装备公
司发电机组产品的远洋渔船顺利试航

并交付使用袁该批远洋渔船是公司配潍
柴供福建港顺远洋有限公司的首批远

洋渔船袁 船上配置的多台 6极 600kW
发电机皆为公司提供的专用发电机产

品袁产品在船上试运行故障率少尧稳定
性强袁受到用户好评遥此外袁为港顺远洋
提供的第二批远洋船即将完工遥

主办单位：南昌康富电机技术有限公司行政办
http://www.kangfud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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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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5 届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 渊简称 2014年
春季广交会冤展在广州举
行袁公司最新研制的全球
品牌油机配套发电机亮
相本届广交会袁受到客户
一致好评袁收获颇丰遥

作为中国外贸野风向
标冶的广交会已成为享誉
世界的国际贸易平台袁铸
就了野中国第一展冶的响
亮品牌遥本届广交会参展
规模尧参展人数尧企业质
量均创历史新高袁到会采
购商人数比上届有明显
增长遥本次参展的产品是
全球通用的自主创新的
高效节能新陆机袁该产品
精巧轻量化的外观以及
广泛的适用性赢得国内
外新老客商的驻足观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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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湖南固博机电“玉柴三波专营店”成功开业

本报讯 罗家平报道
公司于 2014年初启动了
法国必维渊BV冤船级社工
厂认可的申请工作遥3月袁
BV船级社专家组对电机
技术公司进行了现场审
核遥 4月袁BV船级社总部
复核批准通过认可袁并正
式向公司颁发工厂认可
证书遥 此前公司已通过
CCS尧ZY尧GL尧RINA 等 国
内尧国际船级社认可和检
验袁产品深受广大船机用
户亲睐遥

5月 13日袁 法国 BV
船级社专家按照 BV船用
电机试验要求袁现场对公
司生产的 2000kW船用发电机各项性能指标
进行了严格的试验测试袁经过检测袁发电机各

项性能指标完全符合 BV船级社要求袁 产品
出厂发往船厂安装遥

要要要2000kW船机顺利通过法国 BV船级社现场检验袁发往船厂安装

公司获法国必维（BV）船级社工厂认可证书

本报讯 陈诞华报道
2014年 6月 8日上午袁公
司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尧康
富电机 OEM配套代理商
湖南固博机电(连锁)有限
公司 野玉柴三波专营店冶

成功开业袁在此袁公司祝
贺湖南固博机电公司生
意兴隆袁更上一层楼浴

中国城镇化建设需
求量巨大的水泥泵车专
用发电机要求启动性能

好袁公司具有独立知识产
权的新型三次谐波励磁
技术袁启动异步电机能力
是国家标准两倍袁具有超
强的直接启动异步机能
力袁深受广大用户的特别

喜爱袁能为用户节省投入
和使用成本袁 节能环保袁
为国节能尧 为民节资袁为
中国城镇化进程贡献力
量遥

公司产品亮相 2014年春季广交会



为生命画

一片树叶

美国作家欧-
亨利在他的小说

叶最后一片叶子 曳
里讲了个故事院病
房里袁一个生命垂
危的病人从房间

里看见窗外的一

棵树袁在秋风中一
片片地掉落下来遥
病人望着眼前的

萧萧落叶袁身体也
随之每况愈下袁一
天不如一天 遥 她
说院野当树叶全部
掉光时袁我也就要
死了遥 冶一位老画
家得知后袁用彩笔
画了一片叶脉青

翠的树叶挂在树

枝上遥
最后一片叶

子始终没掉下来袁
只因为生命中的

这片绿袁病人竟奇
迹般地活了下来遥

启示院只要心
存相信, 总有奇迹
发生, 希望虽然渺
茫,但它永存人世.
人生可以没有很

多东西, 却唯独不
能没有希望袁希望
是人类生活的一

项重要的价值袁有
希望之处袁生命就
生生不息!

本报讯 曹德云报道

5月 27日~30日袁华信技
术检验有限公司专家对
公司质量/环境/职业健康
安全三个管理体系进行
监督审核遥 专家对公司三
个管理体系进行了严格
的审核袁专家表示公司三
个管理体系运行正常尧有
效袁通过三个管理体系监
督审核遥 同时公司持续健
康快速的发展袁专家给予
高度评价及肯定袁希望公
司再接再厉袁提升三个管
理体系水平袁以助公司继
续做强做大遥

本报讯 陈诞华报道

公司客户 野金牌船业冶快
讯院 公司产品装备的 56
米的南沙灯光围网渔船
野琼临渔 19001-006寓在海
南金牌港船厂即将下水袁
该船队是目前海南省即
将下水运行的最大南沙
灯光围网渔船袁是海南金
牌港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为海南临高旺乐渔业有
限公司建造的首批南沙
船袁也是该省目前最大的
南沙灯光围网渔船遥

该船设计先进袁续航
能力尧捕捞能力强袁主要
作业于南沙公海遥船型为
HNY8211X袁 总 长 56.2
米袁型宽 9.6米袁设计航速
13.5节袁续航力大于 3500
海里袁主机采用淄博柴油
机袁 单机功率 1103KW袁
机舱内设置 4 台公司
600kW/300kW 发电机配
淄博柴油机 袁 总功率
1700KW袁4 台制冷压缩
机渊含超低温冤袁冻结能力
为每天 52吨袁 最大冷藏
鱼量达 450吨袁船上主要
设备均选用国内最领先
水平产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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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诞华报道 公司
与玉柴强强合作成功中标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抗旱设备集
采项目的四百多台高效励磁
发电机产品顺利发运袁本次新
疆建设兵团项目是全国规模
最大一次抗旱应急发电招标
项目遥

本次抗旱应急发电设备
的集中采购是兵团为下属 13
个农业师部集中配置袁在这次
招标采购过程中袁公司因具有
独立知识产权的新型三次谐
波励磁技术袁 动态特性好尧启
动异步机能力强以及采用军
工工艺使得产品质量可靠尧性
能稳定等诸多优点脱颖而出袁
与玉柴发动机强强联合成功
中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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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供南太武配淄柴大功率远洋
船用发电机试车成功

本报讯 陈诞华报

道 日前袁由公司制造的
供南太武配淄柴大功率
远洋渔船专用发电机试
车成功遥 这次试制成功
大功率远洋船用电机袁
是专门为某渔业发展有
限公司投资 4.5 亿元的
远海捕捞计划而生产袁
根据该用户赴北太平洋
中部开展捕捞作业生产
的需要袁公司将在 2015
年底前袁分三期为 20艘
远洋灯光围网船和 3艘
远洋渔业辅助船配备 8
极 600kW750 转 发 电
机袁这是公司袁也是目前
福建首家远洋船选择的
8极电机遥 经试车袁公司
该批设备故障率少尧稳
定性强袁 受到用户好
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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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三个管理体系监督审核

参观
快讯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领导专家莅临公司
参观指导

俄罗斯客户及潍柴
公司领导来司考察
参观 4月 21日袁埃塞俄比亚客户在公

司海外部领导的陪同下对公司进行了

参观考察袁 对公司发电机产品非常感
兴趣袁 肯定了公司产品超强的带非线
性负载能力以及军工制造工艺和品质

管控体系袁 表示在非洲地区大力推广
公司发电机产品遥

5月 23日袁南非规模最大的发电
机组成套商在公司海外部领导的陪同

下对公司进行了参观考察袁 并现场观
摩了公司起动 30kW 电动机的试验遥
良好制造工艺尧 严格的质量体系吸引
了客户对公司发电机产品着重关注

6月 20日袁中国瑞林工程公司领
导专家王学良一行在公司总经理洪小

华陪同下莅临公司参观指导袁 并探讨
在国内外工程项目中推广公司高效励

磁发电机产品袁为国节能袁为民节资袁
加强广泛合作事宜遥

南非规模最大的发电机
组成套商莅临公司参观
考察

埃塞俄比亚客户莅临公
司参观考察

4月 12日袁俄罗斯客户及潍柴公司
领导一行莅临公司考察参观遥 通过现场
考察交流袁对公司产品的制造工艺尧生产
流程尧 质量控制尧 节能环保等表示了赞
赏袁表示以后会加强战略合作袁积极推广
公司产品遥

姻王萍 近日袁野2013年南昌市首席技师冶十名优胜
者评选揭晓袁公司员工王雄尧张锡东两位同志同时被授
予野南昌市首席技师冶荣誉称号遥 两位同志在平凡岗位
上积极进取尧无私奉献袁做出突出成绩和重大贡献袁是
公司和社会的优秀代表袁是广大技能者的楷模遥他们身
上集中展现了当代员工开拓进取尧 奋发有为的精神风
貌袁展现了当代高技能人才勤奋学习尧善于创造尧甘于
奉献的时代内涵遥

根据叶关于开展 2013年南昌市首席技师评选工作
的通知曳渊洪人社发[2013]395号冤精神袁为加快南昌市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袁 充分发挥高技能人才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袁健全南昌市人才奖励制度袁经组
织申报尧资格审核尧专家评审尧实地考察尧社会公示等程
序袁评选出十人为 2013年南昌市首席技师遥 公司积极
响应南昌市首席技师评选表彰工作袁 营造尊重技能人
才的良好氛围袁带动劳动者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遥公司
电机分厂一线目前拥有高级技师 16人袁公司充分发挥
首席技师在技术创新尧传授技艺尧技能攻关等方面的积
极作用袁通过典型引路尧高端带动尧增强效能培养更多
的高技能人才遥

张锡东袁1964年 9月生袁 江苏
无锡人袁中共党员袁高级技师遥近日袁
他获得 2013年首席技师第二名遥

在写下这篇文章前袁据悉袁公司
业务量越来越多袁 工作也越来越忙
碌袁 他没日没夜的加班加点检查电
机生产质量袁每天坚守在自己岗位袁
勤勤恳恳袁踏踏实实袁一丝不苟袁积
极进取遥就在咨询他野面对这样烦躁
的天气尧忙碌的工作尧繁杂的生活袁
你是怎样微笑炼成 野首席技师冶的
呢钥 冶袁他回答说野我要守望我的梦
想袁 而我的梦想就是把控每台电机
的质量袁让客户用的放心袁每当电机
获得客户的肯定时袁 那种喜悦感无
法言语遥 冶

正是因为守望梦想袁 张锡东才
炼就了今天的野首席技师冶称号遥 从
1981年参加工作以来袁张锡东在模
具钳工岗位上工作 26年袁质检岗位

工作 6年袁2008年被评为高级技师袁多年来袁以自
己专长解决工作中的技术难题并系统分析和解
决问题遥 在生产技术尧工艺难点尧技术革新尧工艺
改进和 QC活动方面进行了攻关袁成绩突出遥2000
年尧2007年尧2008年被评为公司优秀员工遥 1998
年尧2002年和 2011年被评为公司优秀共产党员遥
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袁 他改变完善工作流程袁在
创新中去完成尧 去推广袁 在 2009年尧2012年和
2013年获得江西省优秀 QC成果奖遥

守望袁是守候和期望曰梦想袁是创造与未来曰
心若在袁梦就在遥 张锡东目前的成就并没有止步袁
他仍继续前进遥

姻陈诞华 2014年 5月 14~16日袁 公司应中国渔
船渔机渔具行业协会邀请袁参加在江苏常熟召开的协
会 野休闲渔船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冶尧野第四届信息联
络员会议冶和渔船监造工作会议遥 公司代表罗家平参
加大会发言并受到表彰遥

公司表示积极响应休闲渔船专业委员会的精神袁
贯彻落实叶农业部关于促进休闲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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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万滨滨 总装

车间浸漆班袁 在一次
24KW 定子浸漆作业
中按正常的作业 袁2
号炉装 24KW定子的
数量为 10只渊但以前
有过多装 1~2台的历
史记录冤袁浸漆班李班
长为了节约成本袁将
生产线上未浸漆的第

11只定子也装进了 2
号炉袁出炉后袁下一道
工序发现这 11 只定
子中有一只定子端部

碰坏袁绑扎带断裂遥车
间主任知道后袁 找到
李班长对此事进行了

交流袁并给予了严惩袁
之后李班长感慨到院
野如果我按照流程只
装 10只定子袁就不会
出现这种情况袁以后袁
俺坚决不多装一只定

子遥 冶

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袁 工作中不能为了
省事而因小失大曰严
谨办事是对每个工作

者的要求曰 当质量与
成本发生碰撞时袁坚
决把控质量问题是首

要任务遥

第
十
一
只
定
子

姻陈诞华 近日袁 公司发电机产品装备的 65米远洋灯光围网渔船
野福远渔 056冶在福建龙海成功试航袁该船是福建紫顺船业有限公司为海
之星渊福建冤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建造的 12艘 65米远洋灯光围网渔船首
批船袁也是该省最大的远洋灯光围网渔船遥 该船设计先进袁续航能力尧捕
捞能力强袁主要作业于北太平洋公海袁机舱内装备了公司 6台 600kW/
300kW发电机配康明斯油机袁3台制冷压缩机袁冻结能力为每天 25吨袁
最大装鱼量达 470吨袁船上主要设备均选用国内最领先水平产品遥

公司参加中国渔船渔机渔具行业协会会议受表彰

意见曳袁发挥专业委员会的作用袁争取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袁建立准入
制度袁加强管理工作等袁强调和促进行业的健康和有序的发展遥

公司产品装备福建省最大远
洋灯光围网渔船成功试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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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分厂 2名员工同时上榜十名优胜者

公司员工被授予“2013年南昌市首席技师”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