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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湖工匠”
单位·职务：创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模具设计师高

级技师（一级）

经历·荣誉：嘉兴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班人；2010
年被评为“嘉兴市优秀新居民”；2014年获得嘉兴市科协
“金桥工程项目”三等奖

匠心·匠技：面对技术创新的一座座山峰，魏坛霖就
像一名无畏向上的“登山者”，用脑力和动手力，去攻克
一座座“高峰”。他参与开发省级应对贸易措施技术攻关
专项——符合欧盟指令的无变形全塑防爆荧光灯的开发获
得成功，该产品年销售产值达到1200万以上，经济效益显
著。                                      (张潇予）

喜获南湖区总工会两项荣誉与称号

简叙国军标认证

创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被认定为“教育型企业”

在南湖区首批美丽工厂创建和初审完成后，

11月7日南湖区经信商务局联合区总工会、区环保

局、区安监局、区消防大队等部门对南湖区的5家

企业按照“厂区空间美，工作现场美，企业文化

美”等三美二十条细则标准进行了验收抽查。相

关部门 按照三美二十条标准来为企业打分，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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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南

湖区音乐厅

星辉熠熠、

掌声如潮，

首届“南湖

工匠”颁奖

典礼隆重举

行，我司魏

坛霖同志获得了南湖区十大工匠称号，并上台接受

了表彰。南湖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钱学勤，副区长

张庆庆出席了颁奖典礼，并共同为“南湖工匠”标

志揭开“面纱”。魏坛霖是创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的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他从一名基层普通技

工，做到了公司高管，靠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精雕

细琢、不断创新。他参与开发的防爆产品符合欧盟

指令，已走向世界。

主持人采访魏坛霖时，他说“十九大报告也提

到了工匠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是一种传承，专注

做事、甘于寂寞、勇于奉献，需要几代人共同努

力。”同时魏坛霖表示他会继续传帮带，把技术教

给年轻人。                        （张潇予）

经过嘉兴市教育局严格的审批、认

证、公示，创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从数十

家申报的企业中，成功获得嘉兴市本级

2017年度教育型企业认证。

什么样的企业，是“教育型企业”

呢？根据嘉兴出台的《嘉兴市教育型企业

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试行办法，“教

育型企业”必须是生产设备设施与工艺水

平较高，在区域内同行业中具有一定代表

性和影响力的规模以上企业；且乐于承担

企业的社会责任，积极参与职业院校实训

基地、师资队伍和专业课程建设，并且近3

年在人才培养、社会培训、技术研发等方

面与职业院校开展6项及以上合作的企业。

创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将继续深入校

企合作，履行相应的育人职责，明确专门

机构，落实专职人员，加强与职业院校对

接交流；主动参与实训基地、教学团队与

专业课程建设；深度参与“轮岗顶岗实

习”、“订单培养”；积极开展“现代学

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等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等。为我市人才培养做出应有的

努力与贡献。                 (张潇予)

别以60分、80分、90分划线评选出三星、四星、

五星“美丽工厂”。创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自美

丽工厂创建以来，从生产现场、厂区厂貌到企业

文化等软、硬件逐一做好每一项细节的改善与提

升。经前后几个月的整改、创建，创正防爆电器

有限公司获得首批南湖区美丽工厂五星企业。

在9月底召开的南湖区工会第三次代表
大会上，“一体化”建设十佳示范单位工
会、十佳职工之友、十佳主席标兵等一批
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创正防爆电器
有限公司工会获得南湖区工会“一体化”
建设十佳示范单位，公司董事长黄建锋获
得南湖区工会“一体化”建设十佳职工之
友称号。

董事长黄建锋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的经营理念，视员工为企业最宝贵的财
富，尊重员工的主体地位，关心员工的职
业发展，维护员工的切身利益。创正防爆
电器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在公司董事长的
关注与支持下，重视自身发展，注重健全
机制，推广“合理化建议”和民主恳谈会
等多项关怀措施，实现“创正爱心互助资

金”的有效运转，不断
为职工创造更佳的工
作平台、生活环境和
发展空间，让职工共
享发展成果，让职工感
受到公司给予的家庭般
温暖，深刻体会到归属
感和幸福感。

        （张潇予）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与美相伴人皆向往。建

设“美丽工厂”是企业软硬实力的具体体现，利

于“美丽中国”建设，创正公司获此殊荣后还将

持续不断改进，“创正”人不仅在花园式厂房里

工作，还享受着一年四季不同的“美丽风景”。

厂美，人美，创正人心更美。   （张潇予）

近几个月以来，创正防爆电器有限公
司从技术设计到生产管理，从环境到质量
等各环节大力整顿，为的是进行国军标认
证。那么什么是国军标认证呢？

国军标认证，即国家军用产品标准体
系认证，分为两部分两个标准，9001A、
9001Z，A为国防科委颁发标准，Z为兵器部
发布的标准。

国军标质量体系认证和ISO9000认证是
有区别的，国军标认证体系GJB9000里面还
分几个等级，主要区别在于产品应用方
向、质量等级等，另外除了质量体系外还

有管理体系的认证。国军标体系认证是民
企进军工的一把钥匙，也就是说你的产品
可以用于军品的生产，用于航空航天航
海，兵器等。军品的特点是利润率高，质
量可靠。多品种，小批量。目前军工已经
对民企开放，但质量体系认证是个前提，
当然最重要的是质量。

此次认证的成功将拓宽我公司的产品
市场，拉开与同行业竞争对象的距离，突
显出我公司产品质量高度。创正的产品能
作为军品在国防设备上使用，创正人的我
们也是很值得自豪的事。        （土豆）



风和日丽暖，秋意现盎然，安吉一日

游，同事今相伴。借着浓浓的秋意，9月

23日公司组织全体员工到安吉百草园游

玩，告别了城市的喧嚣，没有了工作

压力的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只有亲密

的团队精神和欢声笑语。

上午，我们团队一行人来到了休

闲运动天堂，眼前就忽然豁然开朗起

来，轻轻呼吸着清晰的空气，认真的

听着教练的讲解，原来这里是浙江省

唯一的BMX训练基地和跑马，驾山地

车，登山攀岩，高空溜索，水上漂流等

各类运动场地。我们跟着教练顺利的完成

了几个项目，心里一阵感叹城市中竟还有这

样的拓展基地，感觉很棒！我们沿着绿荫小道

开放的景观尽情的闲聊，不时的聆听各种鸟儿

的欢唱，亲密的宛如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离开拓展基地后，下午我们来到了植物世

界和动物王国。中南百草园以百草为特色，周

围群山环绕，树林茂密，林间小道边也种着高

大的香樟，与之相呼应的是长在山边矮矮的兰

花散发着淡淡的幽香，让人心旷神怡。园内还

建立了日本樱花园，梅园，红枫园，紫竹园，

白茶园，玫瑰园，桂花园，药材园等亚热带植

物园，是天然的绿色大氧吧！随后，我们辗转

来到了动物王国，动物园内可观赏到老虎，狮

子，金钱豹，孔雀等几十种珍奇异兽野生动

物，同时游客还可以领略到狮虎献艺，海狮杂

技等精彩表演。我们纷纷拿起了手中的相机，

将这些精彩的画面留在了镜头之中，大家相互

合影，显得无比亲近，枫叶映红了整个团队的

张张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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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勤恳恳的老黄牛
                      -- 记老员工孙惠忠  

金秋十月，
我司顺利通过国军标

（GJB9001C-2017）体系审核 
10月23日至10月26日，我司迎来了国军标

（GJB9001C-2017）体系审核，并且顺利通过审核！

此次审核在三位审核专家的严谨、认真、细
心的工作态度下圆满结束。审核专家在审核过程
中对各部门负责人提出细节问题和各项建议项，
各部门负责人都认真做好笔记，以此来不断完善
与提升本部门工作内容及工作能力。

通过三天的审核，共提出五项不符合项整
改。国军标（GJB9001C-2017）审核，让我们更
加理清了思路，更深切的明白，要有高品质的产
品，首先人员要有高品质素养，高水准的设备和
技能人才。体系审核与整改后，更加要加大力度
贯彻实施。我们该如何更好做好产品质量管控？
是CZ每位员工深思的问题。

为了将国军标体系贯彻与实施，我司年初就
着手邀请一位国军标体系资深专家，组织各部门
进行体系标准学习、培训。各部门分别进行了探
讨，于9月5日---7日，由八名有资质的内审员有
声有色的展开了一次内审审核。9月19日，由黄
总亲自主持开展了一次国军标的管理评审，黄总
鼓励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持之以恒，脚
踏实地干好每件事情，部门之间需拧成一股绳，
目标一致，相互支持，高效和谐。

没有优良的产品品质将如无源之水，无木之
本般没有基础，产品质量与企业生命息息相关，
说到产品质量管控，很多人首先想到这是品管部
事情。其实，早在1960年初，朱兰、费根堡姆提
出全面品质管理的概念——为了生产具有合理成
本和较高品质的产品，以适应市场的要求，不能
只注意个别部门的活动，而需进行覆盖所有职能
需要部门的品质活动。企业必须全员参与品质管
理，质量问题人人有责，必须建立高度的责任心
和全员意识。品管部从产品来料—过程生产—成
品出厂，要严格按照接收准则去验证每个产品每
个过程与每个细节是否符合要求，以形成统一标
准化。其次建立与实施质量责任追究与激励制
度，只有建立了质量责任追究与激励制度，有奖
与有罚，既能提高员工的责任心，又能体现员工
技能水平。还需推行岗位责任制：推行岗位责任
制可以提升每个生产员工的工作责任心，使其认
真对待工作中哪怕微乎其微的小问题，也许产品
质量的优劣是那细小的隐患在影响，而且从每个
岗位工作中可以分析出每道工序生产能力，也可
以通过CPK数据统计分析。有了数据来做说明和
佐证，才能更好分析日常工作中出现不良品各种
因素，从而解决与提升产品质量问题。从不良
率、不良金额、制程能力、客户投诉件数等，开
具不合格纠正预防措施加以整改,不断持续改进。
其次通过数据收集与整理，包括辨别数据的真
伪，应用QC七大手法，来分析品质的控制和数据
产生结果，以此形成质量改进计划，改进之后验
证与落实到位，再进行绩效评价。

2015年，习主席首次提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
升为中国国家战略。加强并加快军民两用技术深
度融合发展，形成了技术攻关、人才聚集、产业
发展融合的新优势。军民融合就是把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深深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全
面推进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各个领域的军
民融合，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把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
来，为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丰厚的资源和
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后备力量，创正人
还需策马扬鞭！                     （小芽）

顺利完成2017年军标内审

说起孙惠忠可能会有很多人一下子反应不
过来---孙惠忠是谁啊？想半天也不一定想得
起来，没错，他就是老孙！在创正每个人都喊
他老孙老孙，以至于基本上忘记了他的大名。

老孙在创正就象是一个在排球场上的“自
由人”，在哪里都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他现
在的主业是钉木箱，负责产品木质包装箱的制
作，但同时又负责生产部开叉车的工作，那里
需要卸货，搬个模具转个物料什么的，一个电
话他马上就到。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主业活
不多的时候他就干起了“副业”，就跑去当起
了园丁，栽花种草，给公司的花花草草施肥，
修剪枝叶。曾经看到他夏天六点多就在公司推
着割草机修整草坪，中午顶着烈日除草，打农
药；有时又当起了饲养员，打理狗舍喂养藏獒
的活他也干过；有时他又当起了泥瓦匠，公司
的一些修修补补的也是他来干；春节放假了，
他又客串起了门卫保安的工作。我们和他开玩
笑说他是“大内总管”，老孙也装出一副无可
奈何的样子，说“我就是一头老黄牛，我不做
谁来做呢，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逗得

我们哈哈大笑。

据说老孙今年来创正十年了，也是实属不
易，创正基层的工作从注塑、液压到压铸操作
工，再到仓库管理员他基本上干了个遍，所以
那里需要人手的话他马上就可以顶上去。所以
在压铸和喷塑车间见到老孙在操作也是正常
的。

创正能有这样一些实实在在，勤勤恳恳的
十年如一日的员工确实是一笔财富。用不着更
多的言语来褒扬他，事实就摆在那里，十年！
需要几分坚持，几分坚守，几分执着和淡定笃
行才能与你同行？岁月和时光已经给出了最好
的证明和总结。                    (土豆)

为评价公司按照2 0 1 7年 1月 2 0日依据

GJB9001C－2017《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建立质

量管理体系以来的运行情况，寻求改进机会。

依据GJB9001C-2017军用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要

求、公司QG/CZ QM01-2017质量管理手册、体系

文件及适用的法律法规和顾客要求，9月5日公

司组织了质量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共有10名内

审员参加了审核，分2个小组实施，组长由魏坛

霖担任、副组长由张卫担任，审核时间3天。审

核了管理层，资源服务部、技术部、生产部、

质管部、营销中心、采购部、物控部、财务部

等8个部门及车间和仓库，覆盖了公司所有部门

及“防爆电器、防爆灯具、三防电器、照明灯

具、防爆元件”的设计、开发、生产和服务的

全部过程和要素。参加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审核

的10名内审员均经公司授权和具备相应的资格

和能力。 

通过现场审核所获得的客观证据，审核组

评价认为：公司领导重视对质量管理体系的保

持和持续改进，履行了领导职责和管理承诺；

公司配制的资源能够满足产品和服务实现的需

要，公司的质量方针、质量目标适宜，生产过

程受控、产品质量稳定，能够按合同约定期限

交付产品，通过抽查顾客满意度统计，顾客对

产品质量表示满意，年初公司按GJB9001C－

2017标准建立质量管理体系，通过半年多时间

的运行，为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员工的质量

意识和确保产品质量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体

系运行总体有效。                  （香凝）

陌生的环境总有别样的味道，喜欢水的清

澈，喜欢山的秀美，喜欢古迹的沧桑，喜欢沿

途的惊艳。欢乐的时光也总过得特别快，转眼

已快到傍晚，我们在这草原里留下了足迹，留

下了欢声笑语，但是我们带回了美好的记忆和

愉快的心情，并将一直延续着……      (香凝)

团
队

拓
展

在
安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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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6号，为期4天的第十八届

印尼国际电力、能源设备技术展览会在印

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国际展览中心正式召

开。来自全球的行业厂商纷纷携最新技术

和产品齐聚雅加达，在这场全球性的电力

能源行业专业展会上共同演绎一场无与伦

比的工业饕餮盛宴。

近几年稳定的政治环境、近2.5 亿人

口规模使印尼成为世界第三大人口国家及

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在G20 国家当中，

印尼的经济增长速度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位列世界第三，由于迅速发展的经济已成

为我国工业电气领域企业开拓的重要海外

市场。而该展会是属于东南亚地区专业能

源电力行业盛会，作为印尼最大的能源电

力展，已成功举办过十七届，有印度、意

大利、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爱尔兰、

波兰、沙特阿拉伯、新加坡、西班牙、瑞

士、台湾、泰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和地

区。其中有包括德国、加拿大、中国、韩

国等在内的9 个国家和地区展团。

坚决拥护国家的走出去战略，致力于

本版编辑   金永鹏 

创
正
防
爆
首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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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印
尼
电
力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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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的创正公司，在印尼

当地代理商的协助下，“高调”亮相本次

展会。而创正本次展出的品种齐全、工艺

精良的防爆电器、灯具也成为本次展会的

看点之一。

展会期间，一位来自印尼当地能源企

业的工程师说，一直以来都在寻找一个优

质的供应商，既能提供全系列的防爆产品

包括标准版的插接装置、防爆灯具以及客

户定制的接线箱、控制箱、配电箱等等并

且拥有国际权威实验室颁发的国际认证

（IEC Ex 和ATEX）），又能有一个合理的

价格区间并且能确保在项目指定的交货期

内顺利流畅的交货，更加优秀的是还能给

你提供诸多针对项目的解决方案。而来到

创正的展台以后，他就首先肯定创正的品

质做的非常好，深入了解以后，就感觉创

正就是他们一直在寻觅的优质供应商。除

此之外，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

的来访客户都纷纷对创正的产品表现出极

大的兴趣。

本次印尼展会，是创正今年海外巡展

的第5场，截止目前创正的用户和代理商也

已遍布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及服务受到

全球用户的认可与青睐。我们坚持用技术

创新，高规格品质产品为工业领域带来安

全与保障，为行业伙伴带来更多价值红

利。接下来创正的产品和方案将在更多国

家和地区亮相，更多精彩让我们继续期待!                         

                        （樟树下)

创正防爆电器再次参加阿布扎比国际石油博览会

2017年11月1日，三星工程公
司在上海浦东汤臣洲际大酒店举行
供应商大会，创正防爆受邀参与本
次会议。

三星工程成立于1970年, 是韩
国最早成立的工程公司。主要为精
细化工、石油化工、一般产业及环
境工程领域的工程建设，提供可行
性分析、设计、施工、采购、咨
询、EPC、设施运营、工程管理等全方位解决方
案。近年来在开发中东、东南亚、拉丁美洲等
市场方面取得骄人的成绩。

三星工程对供应商的公司实力、研发水
平、生产能力以及国际市场参与度，等综合水
平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国内技术领先的防爆
产品生产商，创正防爆拥有欧盟ATEX防爆认证

创正防爆受邀参加2017年三星工程供应商大会
和国际IECEx防爆认证等一系列产品认证（防爆电器，
LED防爆灯具），并拥有多年国际市场的经验，产品经
过各种严苛项目现场考验，安全性和稳定性在众多用

户单位、工程公司形
成良好口碑。创正防
爆成为三星工程在防
爆安全方面解决方案
的供应商，既是对我
们多年来一直追求技
术领先的肯定，同时
在2018年国际工程项
目回暖之际为创正在
国际市场大展身手提
供 了 一 个 良 好 的 契
机。   （黄sir笑笑）

LED防爆条形灯CZ0866系列现已
全面通过ATEX欧盟防爆认证、IECEx国际防爆认证

创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在中石油某炼油质量升级与

安全环保技术改造项目等成

功中标第三标段（防爆/三防

操作柱）框架采购项目，该

投资项目：1277875.28万元。

我们对为该项目中标付

出辛勤努力的领导和同事们

表示感谢，争取在接下来不

到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再接再

厉，取得更大的成绩。(初心)

                                           

中标啦！

据阿联酋《联合报》9月24日报道，第30届阿

布扎比国际石油展会（ADIPEC）于11月10日至13

日在阿布扎比展览中心（ADNOC）举行，预计将吸

引1800名参展商，以及超过6万名观众。展会面积

4万平方米，其中包括由15家国家石油公司和17家

国际石油公司设立的20个国际展区。阿布扎比国

际石油展会被认为是世界第三大油气行业展会。

创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一直以来坚持以技术

优势赢得市场，以市场为导向开发核心技术，把

国内形成的成熟配套适用技术与国际市场特点融

合创新，创正防爆电器及LED防爆灯具等一系列产

品先后取得了IECEx国际防爆认证、ATEX欧盟防爆

认证、俄罗斯CU-TR海关联盟认证等一系列国际认

证，创正防爆正努力打造中国标准、中国创造。

据统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是世界第

三大油品资源国，石油储藏量达980亿桶，石油收

入是阿联酋发展经济的主要来源，所以阿联酋政

府非常重视石油工业的发展。阿布扎比是阿联酋

的首都，集中了阿联酋94%的石油储备，石油储藏

量达922亿桶，目前有超过90%的国家储备品和85%

的国家真实输出，是世界石油天然气行业运转的

重要枢纽。

与此同时，阿布扎比国民石油公司也将继续

加大在石油领域的投资。石油和天然气的大额投

资也对相关的设备和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

中国和阿联酋稳定的贸易关系以及中国在石油天

然气领域的产品性价比优势，将使中国企业在阿

布扎比拥有广阔的市场。              （破风）



反复无常的天气，突如其来的雨和口感偏苦咖啡一

样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像往常一样在衣服

外面披一件防水外套也不打量雨势就出门了。雨津

的雨就像小宝对功夫的热情一样总是缺乏持久度

的，果然在出门还不到5分钟，雨势就弱的能被微风

带走。他感到雨小了就摘掉帽子，蹬着车，饶有兴

致的看着街上那些慌慌张张躲雨的亚裔面孔，真不

懂这些外国留学生，为什么老是抱怨这里的天气，

你看现在不是挺好吗？雨停了，等会就出太阳了，

可能又能看到彩虹了......          (黄sir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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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园地 / 浅谈质量与责任

       11月28日， 雨津， 夜。 

  上午在学校的餐厅EMU 看到了学生的摄影展

览，一问才知道是拿来做公益出售的。或许是最

近事比较多，换做平时的我会瞄一眼快步走

过去写作业。但是今天却愣在那里驻足了

一会。一幅幅照片看过来，最后走到了出

售照片的公益摊位。照片不贵也不便宜5

元一张，随手选了2张。直到把照片拿到

手里我才发现，这些照片拍的很美，而

我随手选的两幅可能是连贯照片。

一副是雨中一个黄衣人在孤独的骑自

行车，旁边的黄实线外就是机动车道，一辆

辆车驰骋而过，只剩下他在雨水浸湿的柏油路

上埋头看着自己的倒影前进。他为什么会在雨天

选择骑单车外出？可能他只想周末去外面吹吹风，

不料半路上大雨骤至，猝不及防，在狼狈和无奈中 急

急忙忙的寻找前面的避雨棚；或许他度过了一个睡眠

质量不太好的夜晚，早上起床错过了班车，在万般无

奈中跨上自己很久没动的单车，踉踉跄跄的就上路

了。又或许他是雨津的老居民，已经习惯了这里

Rainbow

本版编辑   朱巨云

为九月，迎来一年一度的质量月

做合格创正人

一、质量月由来：
质量月（Quality Month）是指在国家质量

工作主管部门的倡导和部署下，由全社会尤其

是各界企业积极参与，旨在提高全民族质量意

识，提高质量的年度的专题活动。

世界上第一个全国“质量月”活动起源于

日本，日本于1960年11月举行第一次“质量

月”活动。1960年是日本真正引进品质管理10

周年。当时，“品质管理”开始广泛渗透至各

行各业，一般消费者也通过媒体对“品质管

理”一词有了逐渐的认知。

我国的全国“质量月”活动始于1978年，

当时正值十年浩劫后，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恢复

的初期，许多企业生产效率低，质量问题严

重。为此，原国家经贸委于1978年6月24日向全

国发出了关于开展“质量月”活动的通知，决

定9月份在全国工交战线开展“质量月”活动，

大张旗鼓地宣传“质量第一”的思想，树立

“生产优质品光荣，生产劣质品可耻”的风

尚。

二、质量与责任心是密不可分：
金秋九月，迎来了质量月，品为众人之

品，质乃斤斤计较，不免浅谈下我眼中的质量

与责任：

我们的企业就像一台机器，每个部门就是

这台机器的每个组装件，部门内每个员工就是

机器的零件，零件与零件之前紧密配合，拧成

一股绳，才能发挥各自的功能，

部门与部门之前坦诚沟通，高效合作，这

样才能保证整台机器正常运转，才能够产出质

量好的产品。

没有责任心就没质量可言，我认为要想搞

好质量，需建立并实施质量追究与激励制度，

避免下次出现同样的错误，这样不仅强化质量

意识，还能提高责任心。

产品质量提高了，减少了返工、返修、就

节省了时间，加快了进度，也就节省了人力、

物力的消耗，实际上也提高了经济效益。

在工作中，尽管“质量”与“责任”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是紧密不可分的，只有

具备高度的“责任心”才能提升产品“质

量”，这样看来，在某种程度上责任心也决定

着产品的质。                       (小芽)

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的创正公司，在印尼

当地代理商的协助下，“高调”亮相本次

展会。而创正本次展出的品种齐全、工艺

精良的防爆电器、灯具也成为本次展会的

看点之一。

展会期间，一位来自印尼当地能源企

业的工程师说，一直以来都在寻找一个优

质的供应商，既能提供全系列的防爆产品

包括标准版的插接装置、防爆灯具以及客

户定制的接线箱、控制箱、配电箱等等并

且拥有国际权威实验室颁发的国际认证

（IEC Ex 和ATEX）），又能有一个合理的

价格区间并且能确保在项目指定的交货期

内顺利流畅的交货，更加优秀的是还能给

你提供诸多针对项目的解决方案。而来到

创正的展台以后，他就首先肯定创正的品

质做的非常好，深入了解以后，就感觉创

正就是他们一直在寻觅的优质供应商。除

此之外，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

的来访客户都纷纷对创正的产品表现出极

大的兴趣。

本次印尼展会，是创正今年海外巡展

的第5场，截止目前创正的用户和代理商也

已遍布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及服务受到

全球用户的认可与青睐。我们坚持用技术

创新，高规格品质产品为工业领域带来安

全与保障，为行业伙伴带来更多价值红

利。接下来创正的产品和方案将在更多国

家和地区亮相，更多精彩让我们继续期待!                         

                        （樟树下)

CZ秋恋

随着公司的日益发展壮大，对员工的要

求也是逐渐提高，我们每个员工的一言一行

也将决定着公司的整体形象，比如公司是一

本厚厚的书，我们每个人就是其中的一页，

一页页写着我们每个员工，便组成了《创正

读本》。那么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创正人？  

首先，我们要做好我们自己，时刻提醒

自己是公司的一名员工，我们要为公司的整

体形象做出贡献，待人接物谦逊和蔼、不卑

不亢。接待客人需要如此，同事间也如是。

其次，我们始终要怀揣感恩之心，感恩

公司提供的工作平台，让我们除了无温饱之

忧外，更拥有了一片施展自我才华的空间。

我们每一个员工都是《创正读本》的叙

述者，我们的形象就是公司的形象，从某种

程度上，公司形象直接关系到公司利益，我

们大家共同努力，写好我们创正公司的每一

页。                             (凝尘)

今年，创正迎来了十几位新职工，为我们公

司技术知识的进步增加了新的探索者，为防爆产

业的精髓增添了新的传承着，在这里，他们的职业

生涯即将开始，在这里，他们的梦想即将起航……

欢迎你，新的创正人，我们向昨天挥手告

别，一起奔向灿烂美好的未来……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梦想着成功，但大多数

人终身都从事着平凡的工作，我们时常听到一种

说法：一个人要成功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我

们真的走近那些站在高峰的人时，他们的努力工

作并不是“付出代价”这么简单，而是因为真正

的喜欢工作，任何行业中能够成就事业的人都是

完全投身于正在从事的工作，且专心致志，防爆

行业是当今最为崇高的职业之一，人的生命不可

再造。

今天，我们的队伍又增加了他们这些朝气蓬

勃的新生力量，公司的事业后继有人，既为职业

技术人员，我们要乐其业，尽其职，顺其责，精

其术，竭其力。工作着是美丽的，要懂得热爱工

作，更要懂得在工作中学习，学习将是陪伴我们

一生的最爱，成长永远离不开学习，哪怕跌倒

了，再爬起来，无数次的跌倒，无数次的战胜才

会有我们成长的喜悦。

如今，我们青春洋溢，我们信心满满！

一路有你，一路远航，不忘初心，砥砺向

前！                                (香凝)

春姑娘召唤了新生命，用万紫千红装扮
了缤纷的世界。

夏哥哥用火热点燃着激情，安慰着万物
心静自然凉。

秋姐姐奏起了丰收的乐章，世间沉浸在
一片欢歌笑语中...

瞧，高粱涨红了脸，羞答答地窃窃私语
着。

桂花争相开满了枝头，你一句，我一
句，评论着谁才是选美冠军。

火红的枫叶随风飘舞，低吟着别样的曲
子，好似召唤朋友们快来拿我做标本吧。

天高云淡，蔚蓝的天空中，大雁成群结
队，在“一”字形和“人”字形的变换中奔
向目的地。这不正是告诫我们：做有准备的
人，机会才属于你么？

稻田里，一望无际的都是金灿灿的稻
谷，谷子笑弯了腰，正在向我们鞠躬。似乎
是老者用自己的行动说明谦受益，满招损的
深刻道理。

最开心的莫过于农民伯伯，辛勤的汗水
终于得到应有的回报，

红彤彤的苹果，胖乎乎的番薯，金灿灿
的梨，黄澄澄的玉米，是职业价值的体现。

秋之歌经久不息，一年终会胜过一年，
世界也将更美妙。                 (馨露)

为梦想起航
开起职业生涯新篇章

冷秋之晨，
漫步CZ，
感受这秋色、秋声。
空气中弥漫着桂花香氛，
一丝甜意沁人心脾，是生活亲吻了额头？
秋风掠过，
桂花飘零那霎，亦如旧日的往事在尘埃里遗忘。
此刻的我，
伸手让桂花洒落掌心。
虽美、但忧伤，便思绪万千。
一生有多长��                          （小芽）

创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在中石油某炼油质量升级与

安全环保技术改造项目等成

功中标第三标段（防爆/三防

操作柱）框架采购项目，该

投资项目：1277875.28万元。

我们对为该项目中标付

出辛勤努力的领导和同事们

表示感谢，争取在接下来不

到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再接再

厉，取得更大的成绩。(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