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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导高效智能产品技术发展
成为行业节能环保产品领跑者

本报讯 冷红霞 近日，公司
船用电动机顺利通过中国船舶工
业武汉机电产品环境与可靠性试
验检测（简称环境试验），电动机各
项指标均满足环境试验规范及
CCS试验大纲要求。

公司继 YE3 系列超高效率三
相异步电动机产品完成节能认证
后，船用电动机完成中国船级社
船用电动机型式认可中的相关环
境试验，公司电动机产品涵盖了
0.55kW耀50MW大中小型高效节能
电动机，包括船用电动机、防爆
电动机、变频电动机、变极调速
电动机等特种电动机及电机起动、
励磁、补偿、调速设备，主导产
品正在向高端化、节能化、集成
化方向迈进。产品主要服务于船
舶、军工、电站、冶金、石油、

水利等行业及国民经济中重大技
术装备等领域。公司电动机产品
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对降低
能耗，节约能源，环境保护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公司将秉承一贯“技术为先、
客户至上、承担责任、合作共赢”的
经营理念，坚定信念、坚持创新，坚
持为客户提供电机及船电集成系
统全面解决方案。

本报讯 叶利红 3月 17日南昌高新区
召开了 2018年度经济工作暨科技创新工作
大会，对 2017年度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各级
研发机构等奖项的单位及个人进行了表彰。
省发改委副主任李玉刚、省科技厅副厅长赵
金城、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黄俊、高新区管委
会主任刘德辉、副主任邬裕江等众多领导出
席会议并讲话。

高新区着力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科技创新领先领跑，综合实力显著提升，跻
身全国高新区 40强。此次高新区 2017年度
新认定的高企共 115家，新认定的省级研发
机构共 5家，获批 2017年度高新区科技创
新先进单位共 10家，知识产权先进工作先
进单位共 16家，标准化工作先进单位共 9
家，身为在高新区的企业公司也得到了高新
区的普惠政策。

公司再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外，
还囊括了“省级研发机构平台”及高新区“科
技创新先进单位”、“知识产权工作先进单
位”和“标准化工作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

在研发方面，公司拥有有效专利 100多
件，其中发明专利 5 件，公司长期致力于技
术创新，在新产品开发方面硕果累累，2017
年度省优秀新产品荣获一、二、三等奖。康富
科技 2017年度多项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的
获得，是各级主管部门对我公司相关工作的
肯定，更是对未来工作的鞭策，在彰显公司
科技创新等综合实力的同时，也再次证明了
公司一贯秉承的“技术为先、客户至上、承担
责任、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的正确性。

作为江西省高新技术知名企业，康富科
技坚持以市场需求为主导，在思想上、技术
上、管理上不断创新，勇于进取。2018年公司
将一如既往的致力于高效环保电机及船电
集成系统解决方案，为广大船东提供更多更
优质的服务,为“打造发电机民族第一品牌、
世界一流企业不断努力和创新”。同时公司
将继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纳税义务，为南
昌高新区、南昌市、江西省实现经济发展目
标做出更大的贡献。

长江电力等专家领导莅临公司考察交流

本报讯 谢志勇 2017 年 12
月 29日，由湖南太阳鸟公司金瀚
船厂建造的重庆市水利局第一艘
以河道监督管理为主体的执法
船———“渝水政 001号”顺利完成
首航。船上配备了公司精心研制的
高效环保船用发电机。该船动力
由沃尔沃提供，电力系统配上我
司发电机完成调试，该电机体积
小功率大，为水利艇提供电力保
障。近年来太阳鸟公司游艇、公务
船等已经配套我司电力设备 300
多台。
“渝水政 001号”是重庆市水

利系统市级层面第一艘执法监管
工作船，它的首航对重庆具有重
要意义，标志着重庆河道采砂管
理能力建设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结束了市级河道主管部门“管河
下不了河”的局面，将对河长制工
作推进、河道管理与保护等发挥

积极作用。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 2010年国内第一家上市游艇公
司，致力于高性能多混材料船艇研
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是国
内最大的游艇、商务艇、公务船及

特种艇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已拥
有湖南益阳和广东佛山、珠海三个
生产基地，长沙太阳鸟、上海兰波
湾、香港普兰帝、美国普兰帝、意大
利拉斐尔五家子公司，太阳鸟技术
中心-湖南现代游艇技术研究与工
业设计中心是国内唯一的游艇研
发设计平台，是中国首家游艇博
士后工作站，也是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高效环保船用发电机已通过
CCS、ZY、GL、BV、RINA 等国内、
国际船级社认可和检验，深受广
大船机用户喜爱。 康富科技将一
如既往的更好利用军工技术和工
艺，打造更先进、更环保、更节能
的船用发电机，坚持为客户提供
电机及船电集成系统全面解决方
案，为中国的民族造船业作出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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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船用电动机顺利通过中国船舶工业
武汉机电产品环境与可靠性试验检测

公司高效环保船用发电机产品装备
“渝水政 001”号执法船顺利首航

本报讯 陈诞华 2018 年 3 月
14日，长江电力公司、CCS监理及
同方船厂专家领导一行莅临公司考
察交流，现场对 400kW高效环保船
用轴带发电机进行测试验收，电机
一切指标均符合或优于 CCS 规范
及大纲要求。

专家领导们参观了公司生产现

场，听取了相关负责人对公司产品、
制造工艺、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及船
机市场等方面的情况介绍。通过此
次考察交流，专家领导们对公司有
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肯定了公
司产品超强的启动异步电动机和带
非线性负载能力以及军工制造工艺
和品质管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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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诞华 近日，公司供陕西水利
1600kW10.5kV 高压电机在扬州沃尔特一次性顺
利通过工厂测试，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
其中启动电动机性能、瞬态电压调整率等，远优于
原设计要求。

高压电站由公司战略合作伙伴扬州沃尔特成
套，选用玉柴油机+公司高压电机。扬州沃尔特机
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30-1800kW 船用、陆
用柴油发电机组企业，主要有基本型、自动化、应
急型、多机并网型、低噪音型、移动电站型、无人值
守和远程集中监控型等柴油发电机组。扬州沃尔
特柴油发电机组由于产品体积小、灵活、轻便、配
套齐全，便于操作和维护，所以广泛应用于矿山、
铁路、野外工地、道路交通维护、以及工厂、企业、
医院等部门，作为备用电源或临时电源。扬州沃尔
特每年采购公司许多台高压电机用于成套。

公司永磁励磁高压发电机采用了我司具有专
利权的多项专利技术，三相不对称负载下电压偏
差小，稳定性好，可靠性高，特别是启动成功率非
常高，承受非线性负载能力强，并能适应负载突加
突减。公司永磁励磁高压发电机产品多次受到国
家及省级表彰和奖励，2000kW13.8kV永磁励磁高
压发电机获“国家火炬计划项目证书”。

公司本世纪初就开始大批量生产永磁励磁高
压发电机，高压发电机产品已广泛用于船舶、油
田、电信、铁路、工厂、矿山、水利、楼宇、机场、核电
站、体育场馆、公路建设、大数据中心及孤岛电源
等各种领域，已大量出口到亚洲、欧洲、美洲、非洲
等世界各地，受到世界各地用户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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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力展示

本报讯 陈诞华 公司产品成功装备“长江之绣”
轮，设备由扬州永达配套，主机选用广柴动力，机组

选用上柴发动机+康富电机。祝贺“长江之绣”轮顺利
接水！
“长江之绣”轮由江苏润友船务有限公司建造，

轮长 129.8米、宽 21.4米、深 10.2米。江苏润友船务
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货船、外
贸集装箱内支线班轮运输，航道疏浚，水路货运代
理，国内船舶代理等，已多次装备公司船用发电机产
品，对公司产品性能及质量非常认可。

扬州永达动力设备有限公司是公司战略配套合
作伙伴，长期配套公司各类产品，也是一家集发动
机、齿轮箱、发电机组、船用设备的成套销售、技术服
务、维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公司。

公司高效环保船用发电机产品采用三次谐波励
磁等多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电压波形
好、稳态电压调整率高、电磁兼容性强、动态性能好、
启动异步电动机能力大、带非线性负载能力强、并联
运行稳定、可靠性高、结构简单、造型美观等，取得了
中国船级社（CCS）、渔船检验产品（ZY）、德国船级社
（GL）认可和检验，可进行英国船级社（LR）、挪威船
级社（DNV）、美国船级社（ABS）、日本海事协会
（NK）、韩国船级社（KR）、波兰船级社（PRS）等其他
船级社检验和认证。

公司致力于电机及船电集成系统全面解决方
案，为渔民、船东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

公司产品装备“长江之绣”轮顺利接水

公司供陕西水利高压电机在扬州沃尔特成功通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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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电压调整 (VOLT)旋
钮、下垂调差(DROOP) 旋钮和
外接调压电位器（如有使用）
旋钮大概调到中间位置，按用
户接线图接好线，保证调节器
接线正确。见用户接线图和调
节器接线图。

2、起动原动机，使发电机
为额定转速：

1）空载调整电压调整

(VOLT)旋钮，使空载电压为额
定电压 UN；

2）发电机带额定负载，调
整下垂调差(DROOP) 旋钮，使
满载下垂后电压为 98%额定
电压；

3）空载，额定电压是否与
刚开始记录的 UN一样，不一
样再调整电压，调整(VOLT)旋
钮，使空载额定电压与刚开始

记录的电压 UN 一样。
4）再重复第二步，发电机

带额定负载，调整下垂调差
(DROOP)旋钮，使满载下垂后
电压为 98%额定电压；

3、通过以上步骤，一般发
电机下垂电压都能调整好，如
仍有较大偏差，可重复上面说
明中第 3和第 4步骤，直至调
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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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明军 在紧张激动中迎来公司一年一次
的年会。我紧张是因为我参加公司年会的表演，我激动
是因为努力奋斗一个多月终于有机会展示我们努力的
成果。
晚会伴着开场舞《红红火火热闹闹》正式拉开帷幕。

我们的节目《给我一个吻》由商务部和我们售前支持部
合作参与，有我、张滢、林雅卿、刘鑫四人。

当公司下发开展年会的工作联系函时，我们就积极
筹备。在年会前的一个多月开始排练，为了向大家展现
更好的舞蹈，我们每天中午吃完饭都在食堂练习。在排
练过程难免有些艰辛，但我们相互鼓舞，却也充满乐趣。
大家一起会因为某人的同手同脚开玩笑，也会因为某个
动作较难而反复琢磨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每次的排
练，大家对自己的进步有目共睹。等真正到年会的时候，
我们也深深体会到“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的不容
易。我们保持着平常心态，随着主持人播报“请《给我一
个吻》演员出场”。我们平复了紧张的情绪，互相鼓励一
番，上台站位。音乐的响起让我们放空了脑袋，带着自信
与笑容，舞动全身展示我们一个月来努力的成果，一切
都像排练时一样，甩手、跳跃、旋转，我相信我们很好。

音乐停止的瞬间，雷鸣般的掌声，我知道，我们的表
演很完美。

晚会结束后，当宣布我们的节目获得第一名时，大
家都喜出望外。付出得到了大家的肯定，这是最幸福的
事。在人生的路上，我们要把握住展示自己的机会，用更
多时光在我们人生的画卷中增添色彩。

本报讯 周玉琴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杨柳拂堤。在万
物复苏的季节，迎来了 3月 8号《国际劳动妇女节》又称三
八节，是世界各国妇女争取和平、平等、发展的节日。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公司对每一位工作中辛勤付出、劳

动的女员工送上节日的祝福和福利，并休假半天，传递着公
司对女员工深切关怀。员工们格外开心，有的立即把福利摆
在桌子上，拍照并发朋友圈“下午女职工放假，现在发福
利”、“不仅放假还有福利，这是别人家的公司”...对！我们公
司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公司。在此，公司向广大女性送上
节日祝福，祝大家“开心幸福，年年十八”！

本报讯 童仁杰 人生的道
路就像城市中的公交车，有许许
许多多的驿站，每到一个驿站就
意味着一个新的征程。怀着对工
作的期望和从零开始学习的心
态，我加入了康富科技公司。一个
充满生机活力的公司，一个热情
有干劲的公司，开始了我职业生
涯的新征程。
为了帮助我们更快的了解公

司情况，适应工作环境。刚实习，
就迎来了公司的入职培训。主讲
介绍企业文化、安全基本知识、相
关规章制度和优秀员工经验分享
等。通过短暂学习，让我们对公司
的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车间
操作安全意识得到了提高，优秀
员工宝贵的经验分享使我们受益
非浅。
在车间实习的期间，我觉得

我们需要转变我们自身的角色，更
好的融入到公司。总结了一些经验：

一是要加强同事之间的沟通，
努力提高团队精神。
在我们今后的实际工作中，无

论我从事哪个行业，哪个岗位，都离

不开同事之间的配合，因为一滴水
只有在大海中才能生存。既然需要
配合，那么就务必沟通，只有不一样
的部门之间，同时相互沟通、相互配
合、团结一致，才能提高工作效率，
进步更快。

二是从改造自我入手，适应企

业生存环境。
当我们进入公司的第一天，

我们就就应清楚的认识到自我已
经是公司的一名员工，我们最起
码的一点就是要透过努力工作来
改造自我，当然改造的不仅仅是
知识结构，还有素质和道德等方
面的改造，因为德才兼备才是人
才。

三是从细微工作入手，用心
调整个人心态。

从学校到企业，环境变化十
分大，所接触的人和事物一切都
是新的，我们都需要时间来适应，
公司聘用了我们，在某些方面已
经得到了认可，但作为公司的新
员工，我们要低调，要实干，要在
荣耀面前退一步、在困难面前进
一步，同时就应理解并持续这样
一种心态：做事不贪大、做人不计
小，因为细节决定成败。

我将持续努力，在岗位上勤勤
恳恳的工作。不断地补充知识和努
力弥补自我的不足，为康富更辉煌
的明天而奋斗。

本报讯 周玉琴 编者荐言(节选）：历史上
迄今唯一一本描绘、了解、研究蒙古狼的“千古
奇书”。本书由几十个有机连贯的“狼故事”一气
呵成，情节紧张激烈而又新奇神秘。讲述 30多
年前北京青年陈阵插队到蒙古草原长达 11年
知青的经历。在草原上，他钻过狼洞，掏过狼崽，
养过小狼，与狼搏斗过，也狼缠绵过。并与他亲
爱的小狼共同患难，经历了青年时代痛苦的精
神“游牧”。

作者笔下的狼，是草原民族的兽族、宗师、
战神与楷模。狼的狡黠与智慧，狼的军事才能，
狼坚强不屈的性格，狼的视死如归，狼的团队精
神，狼的家族责任感……这无不透露出狼高尚
的品格。

我欣赏它们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感觉。当今
社会机器人的问世，取代了简单机械化的人工
操作。新时代在快速发展，我们在工作中需要有
强烈的危机意识，才能更好的鞭策自己不断汲
取专业知识，提升自我，才不会被社会的进步所
淘汰。

我欣赏他们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在工作中
我们对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情常常会胆怯，从而
打退堂鼓。这是典型的“仗未打，先认输”的状
态。我们需要勇于尝试，做好前期准备不管是对
是错，在结果未出来以前还有一半机会取胜。况
且抛开结果，在过程中我们也在锻炼自己。

我欣赏它们强烈的家族责任感。在我看来，
一个家是家族，一个公司也是家族，只是人多人
少问题。在公司的大家族中，我们各司其职、分
工明确，各自努力，当然也需要相互帮助。在工
作中，如果同事真的很赶某份文件、某份材料，
在自己手头工作不是很忙，而自己又必须帮他
只是时间早晚完成的情况下。请急他人所急，在
这个家族中，我们是同事、是亲密无间的伙伴。
帮助他人就是完成我们自己的事情。

对狼的欣赏，让我思考着需要从点滴生活
中、工作中改变自己现状，戒掉懒惰、拖延、墨迹
等不好习惯。要向狼一样独立、勇敢、坚强。遇到
问题先思考，想办法，在解决不了情况下再寻求
帮助。努力提高自我，为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加油！

KF308A2并联下垂调整步骤

《给我一个吻》背后故事

读《狼图腾》有感
康富人文关怀 幸福欢度妇女节

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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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俞梓轩 2018 年 2 月 10
日下午，公司在名人大酒楼名宴厅举办
《福犬献瑞》迎新年会。全体康富人齐聚
一堂，总结 2017的成就和不足，畅谈未
来一年的目标及期望，共同分享这一刻
的喜悦。
年会分三个篇章展开，分别是：员工

大会、晚宴以及联欢晚会。
在第一个篇章员工大会上，公司总

经理俞业国先生就公司 2017年度经营
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汇报。从公司年初的
战略制定到公司的项目目标划分；从年
中计划的实施与经营到年末公司的收获
与成长，让全体员工从公司的角度看待
这 2017年的“得与失”、“成与败”。最后
通过对 2018年的全面展望及规划，分享
了公司未来一年对所有员工的“高要求”
和“大期待”。
随后，公司董事会秘书罗好女士对

公司 2017年新闻大事记进行了宣读。
晚宴是年会的第二篇章。晚宴中，

公司董事长洪小华先生为各位员工及嘉
宾进行了迎新年致辞，肯定了公司每位
员工在 2017年里为公司的奉献和付出，
并对全体员工的奋斗和努力给予高度的
认可，还对 2018年及未来公司继往开来
的发展和壮大表达了热切的期翼。

随后，洪小华董事长携公司新进管理
班子为各位康富人敬酒致意，感谢在过去
一年中所有康富人的努力和付出。

股东代表也纷纷表示在过去的一年
里看见了康富人的努力、拼搏和热情。并
对这样的精神表示支持与赞赏。

康富人在 2018年公司将继续坚持技
术创新引领市场，坚持优质服务回馈客户，
不断提高企业对客户、企业对社会的责任
意识，建立合作发展的多赢理念。

在各个部门联合演出的拜年视频里，
联欢晚会篇章缓缓的拉开帷幕。在年会的
欢乐气氛中，各个部门的同事使出了一个
个“必杀技”，为在坐的所有员工及嘉宾带
来了形式各异、让人目不暇接的表演。无
论吉他弹唱、舞蹈，还是给音乐加点料、话
剧等形式多样的演出都赢得现场的好评。
不得不说穿插在节目中的游戏和抽奖环
节还真是联欢晚会的灵魂，引燃了全场的
新年气氛。

在公司 2017 年绿色人才《创新康富，
绿色未来》的青春活力的舞姿中，2018年
公司“福犬献瑞”年会圆满落下帷幕。

在新的一年里，康富人将带着历久弥
新的精神携手同行，向着“不断创导高效
智能产品技术发展，成为行业节能环保产
品领跑者”的愿景不断前进，再创佳绩！

福犬献瑞康富喜迎 2018！

年会节目欣赏

10.我的未来不是梦
11.爱
12.创新康富袁绿色未来

1.红红火闹闹
2.葫芦娃
3.我的中国心

4.见习爱神
5.江南雨
6.21世纪什么最贵

7.游戏院歌神猜猜猜
8.带你去旅行
9.我的九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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