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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高温的酷热天气，给奋战在高温生产
一线的职工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7月26日
下午湘家荡党工委副书记高丹霞来到创正防爆
电器有限公司看望了坚守在一线的员工，并为
大家送上慰问品，送上了一份份清凉，也带去
了一份份关怀。高书记叮嘱大家在工作的同时
要注意安全生产，合理安排好休息时间，保证
好身体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同时了解到创正
公司每天上午给员工提供盐汽水，下午绿豆
汤，高书记高度赞扬了创正公司一切从员工出
发，想员工所想的态度，希望创正能一直保持
下去。                          （张潇予）

5月16日下午创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一行人
来到嘉兴市福利院，看望慰问了这里的孤残老人
和残疾儿童，并送去了满满一车福利院紧缺的饮
料、饼干、牛奶、笔记本电脑等慰问品。随后参
观了福利院老人、儿童生活与养育环境，创正公
司总经理助理钱宗溢走到老人、孩子们中间，把
慰问品送到他们手中，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身体、

生活状况，祝愿他们开心、快乐。   （张潇予）

福利院送关爱

魏德米勒来我司
进行合格供方评定

6月12日，魏德米勒公司高级供应商发展工
程师来我公司进行为期二天的合格供方的评定与
审查。审查内容主要针对公司三大管理体系实施
与运行的情况。二天的工作对接与相互沟通，分
别从技术部设计开发策划及失效模式的应对等，
从采购合格供方的评定及供方的质量分析等，从
质管部质量数据统计分析报表来查质量把控的情
况，以及CPK制程能力分析的完善等，从生产现
场查看员工加工流转，记录完整性，以及各种防
护措施是否到位等等资料。魏德米勒公司的工作
人员工作上的细微与细致，值得我们学习。这次
的合格供方审查工作，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次促
进，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先进的理念。 （小芽）

8月2日到4日，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四 位 审 核 专 家 来 我 司 按 照 新 版 标 准
GB/T19001-2016，GB/T24001-2016以及
GB/T28001-2011开展为期三天的三体系再认证
审查和换版工作，经过紧张的现场审核工作，
确认我司三大管理体系符合新版标准要求，同
意给予审核通过，在审核工作中，审核专家给
我司开具了1项不符合项并提出几个方面的建议
改进项，有利于公司更长远的发展。

在谈到中国优秀的行业代表时，国际电工
委员会防爆测试和评审组主席徐建平先生着重
强调了创正防爆作为中国防爆界的一面旗帜，
其产品与服务以高品质得到业界广泛认可，尤

其是在塑料防爆领域具有突出的贡献。这既是
对创正防爆取得成就的一种勉励，也从侧面反
映出了二十多年来中国防爆所取得的巨大进
步。随后，作为IECEx防爆体系的参与者和受益
方，黄建锋先生应邀发表感言，强调了本次国
际研讨会对于促进防爆技术深入发展的重要
性，和感谢一直以来IECEx防爆体系组织在消除
国际贸易壁垒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并作出承
诺：作为国内防爆行业的领军企业，不论防爆
行业的环境风云如何变幻，创正防爆坚持以技
术创新做为企业立身之本，始终以高品质的产
品与服务作为企业追求的目标。   （查理.周）

公司顺利通过三体系再认证与换版工作

开展质量管理体系培训
2017年4月13日，创正公司组织员工在一楼

会议室开展了为期三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军用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的培训，本
标准为承担军队专用装备及配套产品论证，研
制，生产，实验，维修和服务的组织规定了质
量管理体系要求，并为实施管理体系评定提供
了依据，在本标准质量管理体系的特殊要求
中，它突出了武器装备的可靠性，维修性，保
障性，测试性，安全性和环境适应性等通用质
量特性要求，突出了标准化，软件工程化，技
术状态管理等控制要求，突出了新产品试制，
试验和关键过程控制的要求。在培训期间还使
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本标准要求适应军民融洽
战略，军工精品要求，在满足武器装备特殊要
求的基础上，提升质量管理体系能力和水平，
保持科学性，针对性和前瞻性，提高可操作
性。总之，采用质量管理体系是组织的一项战
略决策，能够帮助企业提高整体绩效，为推动
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香凝）

5月4日创正公司正式开展“美丽工厂”创
建工作，推行“共建美丽工厂，打造快乐车
间，争做文明职工”行动，以厂区空间美、工
作现场美、企业文化美为特征的“美丽工
厂”。确定了创建负责人，并成立了创建工作
小组。4日上午对创建工作小组的所有人员进
行集中系统性的培训、宣贯。随即从厂区、仓
库到生产现场逐个细致地进行检查，以“美丽
工厂”创建标准明确了创建事项、完成日期及
责任人，共同打造最美“创正”，争做“创
正”文明、快乐职工。           （张潇予）

“美丽工厂”创建

“六一”儿童节开展子女家庭教育培训
学校教育和社会影响固然重

要，但家庭教育永远是孩子成长的

关键。家庭教育成为许多家庭最关

心的问题，为帮助创正职工丰富家

庭育儿知识，了解更多的教育方法和

技巧，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

来，6月1日下午，创正公司举办

了庆祝六一儿童节“子女家庭教

育”分享会，来自公司各个部

门、车间的职工有30余名参加了

此次活动。公司邀请嘉兴市特级

教师查杰慧开展了《父母自我成

长与亲子关系》的培训讲座。指

出家庭教育的三要素：榜样、关系和环
境；界定了什么是坏的家庭教育，什么
是好的家庭教育，明确家庭教育是父母
的自我管理等众多经典内容，职工们都
非常受益，讲座结束后大家与老师进行
了一对一的提问互动。

孩子从小教育，不是竞赛式的输不
输在起跑线的问题，而是人品，能力，
学识等综合的培养。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家庭教育好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
物！孩子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家庭教育，
几乎每个家庭都是千差万别!  

                      （张潇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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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不才，受公司
领导厚爱，申报2016年
湘家荡管委会（七星街
道）总工会的“湘家荡
工匠”评选喜获成功，倍
感欣慰，在此非常感谢创
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的领导
的信任、支持、鼓励！

人活着总要有某种精神力量来支持你的
前行之路，那样才不会活得行尸走肉，浑浑
噩噩，漫无目标。作为从事加工制造行业的
我们来说，也许有愧工匠之名，因为你还达
不到那种境界，但是至少我们要有一种精
神，那就是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指工匠以极致的态度对自
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
精神理念。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人对工作对生
活的一种态度，认真、较真、执着，追求至
臻品质。也是一种对自身价值的体现和实
现，因为你做出来的产品包含了你的很多信
息在里面，看产品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能看出你对工作生活的热爱程度。虽然
当今社会心浮气躁，追求即时利益，但那毕
竟不是长远之计，创正要的是“创真正品
牌，树百年企业”，而且是“成为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品牌企业”，我们拿什么去跟人家
比拼？应该就是这种工匠精神，只有这种精
神做出来的产品才能不被超越和替代，才能
位居行业之首！

工匠精神其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质量意
识的提升，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更高的
层面。做人多少总要有点追求，做什么事不
能总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把马当虎还
好点，最多把马当虎射杀了，失去一匹千里
良驹而已，如果把虎当马来骑的话，可能自
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吧，所以做人做事还是
认真一点，踏实一点。我们不一定成得了鲁
班、王麻子、张小泉，但是我们爱岗敬业，
精益求精的精神还是必不可少的。（土豆）

2017年5月10日-11日，客户委托

BV公司人员来我司验货，验货人员首先

针对我们的产品技术数、标志、电路图

等整个资料做了整体审核，对我们成套

车间配电箱线路走线，以及所有标识的

规范表示满意。

此次验货分别参照相关标准与我司

产品的出厂检验细则逐一检查，验货人

员分别记录所有参数与测试数据，逐项

拍照，非常严谨。产品分别做了外观检

查、喷涂厚度检测，通电性能操作，接

地连续性测试，工频耐压测试，绝缘电

阻测试等，最后包装资料填写内容也

做各项检查，各项条款逐一通过了检

查。同时此次验货也提出几点要求，我

们针对验货方提出的要求分别改正，也

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以后的工

作中还需更加的细心与认真。每次的验

货，提出不同的要求，都是一次提升。

综合所有有利于我们要求，不断改进，

才有助持续改进管理，产品的每一道工

序，每一个环节，每一处小细节，都需

CZ每一位员工一步一个脚印。

注：必维（Bureau Veritas）创立于

1828年，是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全球领

导者。必维通过提供全球领先的服务来帮助

客户应对在质量、健康、安全、环保和社会

责任方面不断增加的挑战，作为值得信赖的

商务伙伴，必维提供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不仅

帮助客户符合法规和标准的要求，更为客户

降低风险、提升业绩表现并促进其可持续发

展，必维的核心价值是诚实守信、客观公

正、客户至上、安全工作。必维已获得绝大

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可和授权。

                          （小芽 ）

随着防爆行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
提高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2017年5
月创正公司成套车间特引进一台新型
的三轴智能点胶机QZ-NC0903（手持盒
版），QZ-NC0903是专为我们公司的
CZ1618系列产品量身定做的低成本，
高浓缩，高集成的智能点胶控制系
统，它的手持盒采用高分辨率彩屏，
具有条件跳转和双MARK点旋转针对功
能，具有跳选功能，能同时选中不连
续的多条指令，能将已编辑的指令移
到目标位置，从指定开始执行，还具有区域阵列复
制，偏移操作，批量编辑，单步运行，0/I输入输
出等功能，能够完成自动执行，自动复位，产量设
定，加工时间计时等任务指令。

本版编辑   陈琴双

新设备，新起点

公司综合管理再上新台阶
公司管理体系按新版GB/T19001-2016和GB/T24001-2016标准实施运行

经过调试安装，该设备已正式
投产，在先进技术的支持下，整机
能实现响应速度快，定位精度高的
要求，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益，实现
了硬件设备，生产流程与管理模式
的进步，同时也为浇封工艺作业注
射了新鲜的血液。

新设备的引进为生产车间添置
了一道靓丽的风景，更是颠覆了原
来传统的生产流程和模式，同时也
为我们的操作人员提供了先进技

能，它的使用力求我们操作的每一个动作都心领
神会，并保持在重复枯燥中氤氲着极致的匠心，
坚持不懈的走向创新之路，再创辉煌，助推企业
蓬勃发展。                          （香凝）

自2016年年底公司管理评审提出，对三体系
按照新的标准进行换版的思路，分析了相关方和顾
客需求后、分析了公司内外部风险和机遇，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和原有的体系管理文件内容进行编制综
合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管理手册，成立文件编制
小组。对公司C版管理体系手册、程序文件进行改
版，经过公司文件编制小组成员的努力，新版的管
理体系手册和程序文件及相关的第三层文件于2017
年4月正式颁布实施，在新版文件颁布后立即组织
相关部门进行培训和宣导并按照体系要求进行实施
和运行，质量体系、环境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体系
通过三个月的实施和运行，按照内审的计划安排进
行内部体系审核。公司的质量方针、质量目标、环
境方针、环境目标、职业健康安全方针、职业健康
安全目标等严格按公司程序文件要求实施。公司各
部门根据内审和外审的不符合项以及纠正和改进建
议进行了全面整改，并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坚持持续
改进，不断提升和完善了管理体系，于2017年8月4
日顺利通过方圆认证中心派出的审核专家现场审
核。公司在新版的体系建设、实施、和运行方面取
得以下五个方面的经验和成果。

1.组织机构的优化调整

组织机构是企业开展管理工作的基石，应按照
高效的业务流程去构造组织的机构，并努力减少中
间环节。为快速适应和贴近市场的变化，分析了市
场风险和机遇，公司及时提出提倡一人多岗的组织
架构目标，公司在原有的组织架构基础上进行了调
整：对原相关部门进行整合同时调整了相对应的岗
位职能，考虑到原有的管理者代表岗位一直在公司
实行多年，新版管理体系虽然没有强制要求，公司
讨论后保留该岗位职能；新的组织架构调整后，工
作流程变得流畅起来，工作效率也相应的得到提高。

2.做好能力、意识提升培训

合格的人力资源是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保
证，公司从提出体系换版的工作目标以来，立即以
管理者代表牵头成立文件编制小组，内部管理体系
审核员等，制定了贯标实施计划，邀请方圆认证公
司认证专家进行ISO9001-2015、ISO4001-2015内
审员培训，邀请质量管理体系行业专家对公司按照
不同层次进行分批标准辅导，同时公司内部也组织
了不同层次的学习探讨理解标准要求，特别是新标
准中新增加的内容，基本能够理解体系管理从我做
起而不是置之度外，形成上下合力，为体系的运行
做好铺垫。

3.第一、二、三层体系文件的制修订

一份好的体系文件不仅有助于体系良好地运行

控制，同时也能理顺企业纵向和横向管理诸多环
节，虽然体系标准都是通用的，但是公司根据企业
的质量、安全和环境等管理实际现状，不照搬照
抄，与企业现有的管理基础相结合，也考虑到将来
职业健康的标准框架也会向通过应用ISO导则中的
附件SL，增强同其它ISO管理体系标准的兼容性和
符合性，因此也把这次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按照
ISO导则中的附件SL高水平框架进行编制以利于将
来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换版。通过文件编制全体
小组成员共同努力，于3月底完成初稿，并发送给
各部门进行修订，同时也发送体系专家进行修改，
通过了先后的三次修改，形成了一个综合管理体系
手册，46个程序文件，和环境及职业健康管理体系
17个第三层管理文件，于2017年4月定稿，正式实
施运行新版体系。

4、重视体系的运行管理工作 

公司管理体系颁布实施之后，管理者代表组织
对公司内外部环境的风险和机遇进行了识别和评
价，同时对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因素进行识别，并
通过统一收集处理、特殊分类处理等有效手段对已
识别出的风险和机遇采取措施降低风险，在各部门
负责人带领下结合部门实际要求积极学习体系文件
内容，积极对照原有的记录文件，提出改进建议，
通过内审和管理评审不断提高运行质量，确保体系
的有效性、适宜性和充分性。 

5、重视绩效的监视和测量产品质量、工作绩
效、过程能力、顾客及其它相关方的感受。监视和
测量是持续改进的基础，除了对产品质量的监视和
测量工作，尤其是对过程的监视和测量，如过程能
力保证不足，势必将影响公司的履约能力，新版体
系运行实施以来，相关部门运用CPK，PPM，FMEA
等工具对体系过程能力进行分析不断提升过程管理
能力，同时也不断完善各部门内部运行流程和管理
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部门的工作绩效。

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体系标准现
在世界上很多企业都在使用，蕴含了通用的基础管
理思想和理念。企业进行三个体系的认证是一种趋
势 ，是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提高自身竞争的自觉
要求，也是企业遵法守信、诚信经营的体现形式。
企业要通过体系认证并不难，难的是能够真正按照
标准要求去实施，并做到持续改进。体系的系统运
行离不开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率先垂范，离不开全员
参与，离不开将体系运行与日常管理相融合的工作
思路，遵从质量管理方法来持续改进公司管理水平
和整体绩效，增强顾客的满意度和相关方的需求和
期望。                              （小芽）

浅谈

齐心协力赶订单，争分夺秒创佳绩
2017年，创正是忙碌的，春节过完，大家回

到工作岗位，马上调整心态，积极投入到工作
中。订单也比以往更多，有了更大的突破。这是
个很好的开始，创正注定有新的飞跃。

有些订单的数量很大，为了能及时交货，车
间的伙伴们加班加点。因订单大而急人员不充
足，其它部门同事忙完手头的事情也自愿加入支
援队伍，大家心甘情愿加班，牺牲了陪伴孩子家
人的时间，舍弃了娱乐的时间。若来支援的同事

刚开始由于没组装过产品，可能不熟练。但是来他
们虚心请教，车间的伙伴们耐心指导，很快他们就
上手了，而且效率越来越高。

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
生产部门的全力配合，能让销售人员放心地去开发
客户。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什么难题都能克服。让
我们时刻保持着这股强大的能量，不断推动创正奔
向更高的阶梯！（馨露）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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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致安全 | 全塑防爆LED检修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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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1-13日，第16届亚洲石油天然气
及石化工程技术展览会（OGA2017）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会议中心如期举行。

做为亚洲第一石油天然气展会，也是东南亚
地区规模大、影响力广、知名度高的石油天然气
专业展会吸引了来自全球 2000多家行业知名企业
前来参展。

马来西亚石油天然气展会继续扮演着为产业
服务商、供应商们不断提供更多的机遇并帮助企
业推广自身产品和科技的重要角色，而已经连续
四届（每隔两年一届）参见OGA展会的创正防爆
公司，一直都非常重视OGA这个展会平台，通过
多年的参展效果，已经逐渐将该展会作为创正公
司不断拓展马来西亚市场的主要渠道之一。

创正公司防爆产品系列齐全，涵盖了防爆控
制器、接线箱、配电箱到防爆格兰等等，但是在
今年的OGA展会平台上，公司着重展示了最新防
爆LED灯具系列产品。该系列产品采用美国CREE
光源，台湾Meanwell驱动，以及自行研发设计的
耐高低温、高防腐蚀、IP66防护等级的防爆灯具

创正防爆再次亮相马来西亚石油天然气展(OGA2017)
外壳，造就高流明--高质量—精致设计的一流防
爆灯具，并全部获得ATEX（欧盟）以及IEC Ex
（国际）认证，一经展示就吸引了众多用户单
位、工程公司以及行业内专业人士的青睐。

下图为展会现场，公司专业销售工程师为客
户详细讲解我们创正防爆LED灯具的特性特点

创正公司人员对客户提出的问题一一解答，
并同时输出更加详细和专业的防爆知识以及产品
选型建议，争取让所有客户带着困惑来，带着满
意回去。

本届展会，在公司专业销售人员、马来西亚
当地代理商以及众多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下，从
开展日到目前为止，创正公司在本届展会吸引了

远超往年的客人，为创正公司展现形象和实力，
开拓市场和寻求合作提供了有效平台；为当地石
油化工企业提供更加专业、系列齐全、高品质的
产品和合作的渠道；为继续做好马来西亚以及周
边国家市场打下更加坚实基础。       (樟树下)

 

信念是人生
征途中的一颗明
珠，既能在阳光
下熠熠发亮，也
能在黑夜里闪闪
发光,指引着不断
拼搏的人们勇往
直前。而我们创
正人的信念就是
要将我们的防爆
产品获得全世界
的认可，尤其是

用户单位、工程公司甚至是同行业的认可和尊
重，让他们接受创正制造，喜欢创正制造，首
选创正制造！

通过参加一系列国际知名的工业展、油气
设备展，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是我们全球认
可征途中的一个重要途径。而这就不得不提到
上个月刚结束的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做为该展会的常客，今年已是创正第七次
参加。继上届主题“产业集成——发现解决方
案！”之后，本届展会以“产业集成——创造
价值”为主题，以及波兰担任合作伙伴国两大
亮点使2017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举世瞩目，共吸

本版编辑   金永鹏 

引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500多家展商，
而在其中，中国企业的数量达到了1300多家，首
次在参展企业数量和参展企业面积两个指标
上，都成为最大海外参展国，仅次于东道主德国。

做为国内技术和品质代表性防爆企业，创
正公司除了展示出已经被众多用户单位、工程
公司所接受的全塑系列防爆产品，如全塑防爆
控制器、全塑防爆插接装置、全塑防爆接线箱
等产品以外，还将已经全部获得IEC Ex和ATEX 
认证的LED灯具全系列产品展示出来，包括
CZ0873/74系列LED平台灯（最大60W），
CZ0870系列LED高杆灯（最大160W），CZ0878

系列LED泛光灯（最大200W），CZ0866/65系列
LED条形灯（最大60W）,CZ0264系列出口标志
灯以及CZ126 0系列LED手提灯。尤其是CZ 
CZ0866/65系列，石化领域1区场所使用的LED
条形灯，全塑外壳-轻便、耐用高防腐蚀、外
形美观；模块化LED光源以及自行研发设计防
爆驱动-更换简单、高效流明；内置安全连锁
开关-有效保证现场施工安全；有应急和非应
急供客户选择-基本满足项目现场多种选择

通过展会现场销售技术人员对公司整个产
品系列及公司生产设备、制造工艺等专业讲
解，全方面展示创正公司在防爆电器领域的新
技术、新成果，吸引了众多石油化工、海洋工
程以及相关配套制造企业专家前来咨询和驻足
交流。

参加此类国际型知名展会，在维护好老客
户，发展新客户的同时，可以让我们更直接的
了解德国及世界防爆产品的发展和市场的具体
需求，有利于提高自身防爆产品的技术含量，
调整改进产品的结构，为生产更高质量的创正
产品奠定基础，让更多的人对创正制造有一个
更深入的了解和认可，让他们相信中国创正也
可以制造出符合世界标准甚至是超过世界标准
的防爆产品。                   （樟树下）

2017年1月24日，创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生
产的CZ1260全塑防爆LED检修灯经过各项严苛检
测，成功获得德国莱茵TÜV集团（TÜV Rhein-
land）颁发的ATEX欧盟防爆认证及IECEx国际防
爆认证证书。此次证书的获得，表明全塑防爆
LED检修灯质量达到了国际顶尖水平，同时也为
持续开拓国际市场取得了重要通行证。

德国莱茵TUV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
久的国际化质量安全认证机构，同时作为国际知
名的防爆安全服务认证机构，可以提供从产品防
爆认证（ATEX&IECEx），现场防爆安全评估
（ATEX137）到人员资质认可（IECEx 05 CoPC）
的一站式防爆解决方案。通过与德国莱茵TUV的
紧密合作，近年来，创正已有多项防爆电器，防
爆灯具获得由其颁发的ATEX证书以及IECEx证

书。在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满足国际市场
及防爆标准的同时，创正也一直致力于

给用户带来高品质的专业服务，2016
年1月30日经过德国莱茵TUV严格

的考核，创正防爆外贸部及
技术部人员获得了IECEx 
05证书的防爆安全从业
人员，具备了在全球潜
在爆炸性危险场所作业
安装和服务的资质。

将安全性提升至新高度

CZ1260全塑防爆检修灯壳体两端由高防爆性
能的合金塑料制成，透明罩采用聚碳酸酯注塑成
型，内装LED光源。防爆标志：(China)Ex d e 
ⅡC T5/T6 Gb；DIP A21 TA，T5/T6 。防护等
级：IP66。耐高低温-20℃/-40℃ to+40℃/+55
℃°，各项性能远超国家标准，可满足于各种极
端恶劣的条件下使用。除了通过IECEx国际防爆
认证和欧盟ATEX防爆认证   (ATEX)   II 2G Ex 
d e ⅡC T5/T6 Gb；II 2D Ex tb ⅢC T80℃/T95
℃ Db，CZ1260的防腐，防水表现也非常出色，
适合在海边使用。

CZ1260延续了创正始终坚持的高品质，高安
全宗旨，同时兼具易操作，长寿命，环保节能等
优势。防爆检修灯用于移动检修照明，采用六面
体外形设计，具有多个照明角度方便于使用，灯
具前端设有360°可转动挂钩。灯具可采用固定
式安装支架，安装支架设计成U型插口带有弹
形，方便灯具存取。为满足检修现场各项复杂挑
战，CZ1260系列LED检修灯同时可选配带磁铁固
定支架，还可以选择搭配不同电压的防爆插头。 
CZ1260经过专业设计满足最新的ATEX防爆指令，
是石油，化工，航空，铁路，军工，以及食品加
工厂等存在有爆炸性危险气体和粉尘场所的绝佳
检修照明选择。                （黄sir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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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参数：
防爆标志：  
 (China)Ex d e ⅡC T5/T6 Gb；DIP A21 TA
 (IECEx)Ex d e ⅡC T5/T6 Gb；Ex tb ⅢC T80℃/T95℃ Db
 (ATEX)   II 2GD  Ex d e ⅡC T5/T6 Gb；Ex tb ⅢC T80℃/T95℃ Db
适用范围：   1区和2区，21区和22区
防护等级：   IP66/IP67
额定电压：   12-36V AC  50/60Hz    12-48V DC
                      100-250V AC/DC 50/60Hz
                      48-110V AC 50/60Hz    70-110V DC
光    源：       LED
使用环境温度：-40℃/-20℃≤Ta≤+40℃/+55℃
接线端子：   L1、N 茏式端子 2-2.5mm2
电缆入口：   塑制 1×M25×1.5
电缆外径：   Φ8-17mm



恩父母的含辛茹苦，丈夫的任劳任怨，孩子的

欢声笑语。

十年后的自己，你好！这时你应该更加热

爱自己的工作，能够真正全心全意为公司的发

展付出一切；你应该在岗位上有自己擅长的专

业技术，有扎实的工作基础，有丰富的工作经

验，成为部门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感恩公司提

供良好的个人平台。

十年后的自己，你好！这时你已然是公司

的一名老员工，你应该时刻保持坚定的信仰，

不忘初心，遇事处事要时刻提醒自己是一名合

格的开拓者，你应该在工作之余，更加积极参

加社会公益活动，为需要帮助的人献一份微薄

之力。

十年后的自己，你好！这时你最应该感恩

的是陪伴并大力支持帮助你的家人，朋友和同

事；最后，你应该好好的表扬一下自己，因为

你是最棒的！                    （香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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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春的世界里，砂砾幻变珍珠，石头点

化成金，青春的魅力能让枯枝长出鲜果，沙漠

变成绿洲；大胆向往，不倦思索，勇敢追梦，

这就是青春！

有一天，当青涩稚嫩逐渐褪去，这一路上

无论是简单平凡还是激烈坎坷，你所追求的，

你所执着的，都将成为青春的记忆，犹如绚烂

的火花那般美丽。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梦想有多远，

脚下的路就有多远！

正青春，我想对十年后的自己说：努力当

下，让青春不留白；拥抱明天，让梦想--成真！

感恩家人，感恩朋友，感恩同事，感恩生

活和工作中的一切。

十年后的自己，你好！这时你在三十而立

的关键时刻，父母已经迈入老年，你应该是个

好女儿，孝顺父母；你应该是个好妻子，关心

丈夫；你应该是个好母亲，呵护孩子；你要感

傍晚时分，晚霞映红了天边，映着CZ花园式的
厂房，美不胜收，喜悦之余，立马拿出相机将这美
景定格在照片里。景美人更美，厂房内，CZ员工不
惧三伏天的热浪，紧张而有序的加班加点，力争早
日将客户订购的产品送达项目现场。灯具车间一道
道流水式的生产方法，熟练又麻利的动作，恍惚间
一托托打包好的灯具已经放置于成品暂放区。成套
车间摆放整齐而有序的大配电箱，走线美观，接线
快速，犹如艺术品一般呈现出来。钣金车间更是各
工序有声有色开展，不锈钢箱体：经过激光、切
割、折弯、压铆、焊接等十几道工序完工后，箱体
错落有致的摆放在托盘上。各车间处处是忙碌着的
身影，员工之间的互帮互助，热情洋溢，虽大汗淋
淋，但乐在其中，成就感与喜悦感无以言表，虽然
酷暑难耐，但是CZ员工却同心协力，干劲十足。一
个团队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积极态度，离不开领导关
注与信任，更离不开CZ的团队建设方法：同事之间
不推诿，换位思考，坦诚沟通。

夜幕下美丽CZ一角                  （小芽）

夜幕下CZ

正青春，我想对十年后的自己说……

本版编辑   朱巨云

因为旅行，生活更精彩
旅行总是能让人增长见识，结交新的朋友，

让人对这个世界有一番新的感悟。要知道美景美

食总是不经意间就能让你把烦恼压力不愉快抛到

九霄云外。美丽的新加坡被誉为城市花园，一直

是我向往去的地方。幸运的是去年11月底，我得

益于工作机会，让我能亲身感受到属于新加坡的

风采。

从上海出发，经过5个小时飞行，我们顺利抵

达了新加坡。国内依然是寒冬凛凛，新加坡却跟

夏天似的。新加坡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四季气

候无太大变化，高温多雨，一天中温差较小。不

过幸运的是，在我们冒昧打扰新加坡的这几天，

是当地一年当中仅有的几天凉爽天气。

这次的商务行程安排的很紧，我们也只能在

工作之余才有机会领略这座花园城市的美。在第

一天布完展（参加新加坡石油天然气展览会

OSEA），我们就马不停蹄的来到世界闻名的滨海

湾金沙酒店，它是由三座连成一串的酒店大楼组

成，顶部建有景色壮观的空中花园，位于第 57 

楼的金沙空中花园（Sands Sky Park）将三座顶

级酒店连为一体，在这里您可以 360 度全角俯瞰

新加坡的繁华之美。望着这雄伟的建筑，我已迫

不及待掏出手机拍摄下唯美的照片。

紧接着我们又来到鱼尾狮公园。鱼尾狮公园

里的鱼尾狮是新加坡的标志，是新加坡面积最小

的公园。1972年，当地的艺术家巧妙的将狮子头

和鱼的身体结合起来，设计出鱼尾狮的形象。这

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旅客，拍照的人真是多

呢，本来想给鱼尾狮单独来个特写，没想总是在

镜头中串出帅哥美女，看来这名气真不小。新加

坡人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靠的是自己的智慧、

勇气和力量。而传说中的狮子，正是这种精神的

象征。 在新加坡，鱼尾狮在国民中心目中早已占

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也见证着新加坡一步步的

成为国际旅客首选的旅游圣地。

当夜幕降临，新加坡的音乐喷泉是不容错过

的。我们看好时间，早早去抢位子，但是却已经

坐满人了，只得厚着脸皮找了个过道夹缝坐下。

开始了，音乐喷泉的水花就随着音乐和镭射光，

曼妙起舞，舞动出充满生命力的姿态，给人以生

命的激情；还有以水柱形成的银幕，在上面以镭

射声光投射演出的迷你剧情，讲述属于新加坡的

鱼尾狮（海之颂）的故事……无论哪种形式，都

带给观看者超乎想象的震撼和优美，以至于音乐

停止时，围观的人都久久不肯离去。

这次旅行让我领略了另一个国家的民族，文

化，让我受益匪浅。旅行总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

收获，平时大家可以抽空进行短途或是长途旅

行，给自己的人生增添更加精彩的一笔。

                               （馨露）

微笑，似春暖花开
驱走冬日的寒冷，带来春天的温暖
微笑，似青春绽放
触动美好的心灵，洋溢幸福的芬芳
微笑像美丽的蝴蝶，破茧之后才能起舞
微笑像雨后的天空，风雨过后才有彩虹
在顺境中，微笑是对胜利的褒奖
在逆境中，微笑是对创伤的理疗
微笑是最美丽的妆容
微笑是最诚挚的友好
微笑是最尊重的体现
微笑是最简单、最美丽的语言
赢得朋友的信任，增添工作的活力
微微一笑，世界更温暖
                                                  （安安）

点一盒烟花
Light a box of fireworks
从点燃到绽放
From light to bloom
逐渐投进夜空怀抱 
Gradually run into the night sky
缤纷往往是瞬间
Colorful just for a moment
但他依然执着追求
But he is still persistent pursuit
追梦烟花，用心创造梦想。
The dream-seeker fireworks, 
to create a dream with heart.

从低空到高空
From low to high altitude
默默迎接不速之客
Greeting the intruder silently 
奉献永远是天职
Dedication is always a vocation
但他依然热情服务
But he is still offers enthusiastic service
广袤夜空，用爱包容一切。
The vast sky, inclusive everything with love.

无论是烟花还是夜空
Whether fireworks or night sky
永远不变的是那股内驱力
The inner drive is never changed
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
In order to achieve their own value
努力奋斗着…
Work hard...

烟花与夜空 望无边夜空
The fireworks and the night sky Seeing the boundless night sky

微微一笑

馨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