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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起点，创造新佳绩，实现新跨越
亲爱的同事们：

大家新年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召开2017年度总结表

彰大会和部署2018年主要工作目标会议，统一思

想，鼓舞斗志，全力推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值此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代表公司向全

体员工及员工家属致以新年的祝福和由衷的感

谢，感谢你们的辛勤努力，让公司的发展又迈上

了新的台阶。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体员工紧密围绕“加大销

售力度，实现量产量销、规范各项管理，提升全

员素质”这条主线，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现已

取得阶段性的目标。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开

展。

一是以市场为导向，对内进行组织架构的调
整，对外加大营销力度。

为快速适应和贴近市场的变化，公司及时调

整、优化了组织架构：整合原有部门，新增资源

服务部及物控部，有效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

效率。公司销售围绕着“加大销售力度，实现量

产量销”目标进行。完善了营销中心各种制度建

设，顺利完成了直销团队和项目团队重组。针对

军工市场进行探索并取得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证

书，为2018年启动军品船舶市场打下基础。2017

年加大“走出去的步伐”继续拓展营销国际化道

路，先后积极参加德国汉诺威工业展、马来西亚

石油化工展、阿布扎比石油化工展等世界知名展

会；开发了缅甸、立陶宛、塞尔维亚、阿根廷等

新兴市场，并取得韩国、阿曼、伊朗等海外项目

订单，销售业绩与2016年同比增长26%左右。

二是持续开发新产品、完善国内外产品认证，
为营销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一年来，公司技术研发完成新产品研发3项，

正在研发4项，老产品二次研发13项。完成19项老

产品的结构改进与工艺完善。取得IECEx，ATEX证

书各21张，国内防爆合格证12张，还进行了3C、

CE、CB等产品认证。通过与多家国际国内认证检

测机构合作，创正检测中心的检测能力与检测结

果的客观公正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经过

这一年努力，产品技术、产品工艺均已成熟，为

未来产品量产量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司也通

过了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评审。

三是降本增效，勤练内功，提高生产与作业效
率。

继续实行一人多岗制度，持续建设一支一人

多技的员工队伍。物控部门、生产部门结合工作

实际，增加工艺设备投入、降低劳动强度，在减

少生产人员同时实现了稳固产品质量的目标。合

理化建议激励取得初步成效，共提出合理化建议

19项经评选出合格合理化建议16项，有效促进了

生产效率的提升和产品质量的稳定。全年无重大

生产质量事故，产品一次性检验合格率达到

99.60%。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生

产，2017年生产部全年重大安全事故发生为0，先

后顺利通过了ISO三体系换标审核，ATEX体系审

核，IECEx体系审核及生产许可证现场审核。

四是持续提升企业文化建设，优化人才队伍建
设，塑造核心团队

公司一直秉承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理念，不

断优化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打造核心团队建设，

2017年公司定期与不定期培训28次，参训人员378

人次；外派培训5 次，参训人员157人次。公司

“爱心互助基金”全年发放44000元爱心款项，帮

助 7名自己员工缓解家庭困难。公司工会和领导

还走访慰问了社会福利院，弘扬扶贫帮困的传统

美德。其中2017年创正工会福利发放58000元（含

安吉户外活动费用），全年探望慰问员工14人，

慰问金3714元，2010年8月1日成立爱心基金以来

到今年已走过8个年头，总共募捐善款423052元，

也先后，共支出爱心善款178500元，资助困难职

工29例。

公司坚持全年刊发《创正之窗》5期，对公司

的重大新闻向外进行宣传，评选出5名优秀通讯

员。公司组织了户外拓展活动，通过美丽工厂的

建设，让大家积极参与使自己能在一个健康、舒

适、轻松的环境下工作，企业获评为南湖区5星级

美丽工厂，被欣禾职教集团和嘉兴教育局评为嘉

兴市7家教育示范型企业之一。连续第二次被中国

电器工业协会和商务部联合评选为“AAA”级诚信

经营单位。

同事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

地认识到，公司的发展仍存在不少的问题和困

难，一是存在部门管理不到位，团队精神，责任

心、主动性、执行力不强；二是客户需求的提

高，对产品质量要求进一步提升，今年从客户质

量反馈和投诉来看，客户不仅仅是要求防爆性能

的保证，而且要求产品的电气性能、光学性能等

要求及外观质量也要保证；三是服务市场、服务

客户的意识还需要加强，还存在敷衍了事，主观

能动性不强的现象，没有真正把客户的事项，公

司的事项当成自己分内的事情，出了问题找借口

而不是从自身是否存在问题进行反思。

四是公司在技术工，熟练工的培养和留用方

面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符合留人政策和企业未来

发展的需求。

新的一年我们继续紧紧围绕“加大销售力

度，实现量产量销、规范各项管理，提升全员素

质”的目标，争取销售在2017年的基础上再增长

50%以上；要实现上述的目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强化管理：

一是要坚持公司营销理念，巩固目标市场，

开发新市场，加大“请进来、走出去”的销售策

略创造销售新增长点；

首先牢记“卓越产品做市场、售前方案做服

务、透明价格做诚信”的营销理念，只有充分理

解公司营销理念，把握战略定位，然后通过对整

体目标市场进行充分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做好营销

各部门的工作计划，做到工作思路明确，战术筹

备有举措，不打没把握和没准备之战，提高投标

中标率。

其次把握住公司差异化的经营策略，坚持以

“请进来、走出去”的工作思路，以公司优质产

品“塑料防爆找创正”为突破口，并发挥公司产

品IECEx国际防爆认证，ATEX欧盟防爆认证，EAC

俄罗斯海关联盟认证等多品种，全系列化的认证

优势；充分发挥公司各项硬件优势，软件优势，

大项目业绩优势等有利条件做好客户技术推广，

寻求得到市场充分认可；

第三方面要持续不断打造销售核心团队建

设，坚持各销售部门协同作战的思路，巩固目标

市场，开发新市场，着力塑造优良的服务，作好

日常经营的同时，全面提升服务档次，以客户为

中心，以质量为核心，在原有的固定目标客户的

基础上，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市场多

样化需求。

第四方面销售部门要加快资金回笼，注意汇

率变化，搞好汇总结算，提高资金利用率。

二是全方面强化管理创新，不断寻求改进机

会

1.市场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只有配备了

一流的人才，才能创办一流的企业，百年的企

业。要建立系统的人力资源规划，员工职业规

划，结合目标导向管理来完善薪酬体系和建立一

套符合公司实际的奖惩制度；加大人才引进的力

度，通过改善人才引进网络、拓宽人才引进面等

措施寻找优秀的人才加盟创正。另外我们将延续

内部培养人才的策略，做好人才自主化评价工作

的日常化，继续输送一批符合公司发展要求的员

工到外面进行脱产学习，以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

素养。

2.要充分评估项目合同，确保合同评审率，

做到提前统筹，适当进行合理安排库存计划，执

行最低最高库存量管理和仓库先进先出管理，有

效提高产品周转率。

三方面继续坚持“追求创新、持续改进”的

理念，做好产品工艺、技术文件的完善，做好

IECEX、ATEX、CCC等认证产品的衍接工作。

1. 抓好下一步新产品开发的前期市场预测及

技术资料收集准备工作。积极开展下一代全塑荧

光灯、智能灯具、下一代不锈钢防爆箱（密封条

材料升级）、IIC级隔爆箱、正压型防爆配电柜、

防爆智能控制模块等领域的研究和论证，为将来

公司产品升级奠定技术基础；继续加强与完善试

验中心的投入，确保试验中心具备一定检测能

力，完善试验中心的规章制度的建设。

2.根据公司18年军标市场销售的需要，按照

军标质量控制体系的要求，优化现有产品的研发

和工艺制程，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军标项目文件。

3.积极认真做好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复审工
作，做好研发产品前期立项，市场分析等可行性
报告，积极推行知识管理体系认证取证，完成省
级专利示范企业复审工作。

4.继续做好IECEX、ATEX、CCC等认证产品的
衍接和完善工作，筹备美国UL认证，通过不断完
备的产品全球认证把公司产品推向世界各个国
家，提高公司的销售业绩。

5.依据防爆标准、安规标准，建立各认证产
品的工艺文件和检验文件，并结合产品的行业规
范及要求，建立公司企业标准。

四方面是全面提升公司品牌形象

做好2018年公司年度品牌全面提升管理，要
求从产品样本，公司VI识别系统、公司网站建设
到《创正之窗》报纸、广告等进行全方面的策划
和实施，做好公司形象的全面优化。为年底省级
著名商标评选打造坚实基础。

各位同事，回顾一年的工作，2017年是创正

厚积薄发的一年，在产品技术上的不断领先，在

管理上的不断优化，以及新兴市场的不断开拓，

为我们未来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让

我对2018年充满信心。而这份信心源自于我们创

正全体同仁的在过年一年的齐心协力，团结一

致。正因为每个人的辛勤付出, 才使管理层的理

念和策略真正得到落实, 才能使各部门达成既定

目标，并不断克服困难，使得万里曲折变通途。

因此，我感到十分骄傲并感谢所有创正员工的辛

勤付出。

展望到来的2018年，我们相信命运在自己手

上！新的一年，我们将“站在新起点，创造新佳

绩，实现新跨越。”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只要我

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们就一定能在2018年

开创出新的局面！

最后，祝各位同事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

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谢谢！

二零一八年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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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操作能手---金昱
2017年
公司合理化建发言搞

我与创正的十年

2017年度荣誉名单

尊敬的黄总，公司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下午好！

我很荣幸成为合理化建议得代表，站在这个
台上，给大家分享我的合理话建议的感受和看
法，当然，这中间离不开公司领导和同事给予的
支持和帮助，

公司开展合理化建议持续多年，在生产方面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合理化建议活动可以使公
司在一定方面得到改善，员工 得到激励，从而体
现公司和员工双赢的局面。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
和工作热情，又能使公司发展更加顺畅，特别是
在生产设备，工艺，装备方面，解决很多生产难
题。合理化建议的推行是公司长久发展和持续经
营的必要条件,对公司的未来有着重要和深远的 
意义，也是公司再续辉煌的 正确 举措。

其实，合理化建议就是集思广益，群策群
力，合理化建议也并不是有技术或者有智慧的员
工才能做到，我跟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与众不同
的地方，只不过，我在车间的工作的时候，在把
自己的工作做好的同时，多了一点想法，思考和
建议，在实际工作中，我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比
如说，在产品生产效率，产品质量不能100%的保
证，加工方式方法繁琐，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
动脑筋了，考虑是否可以采取其他办法来减轻我
的工作强度，或者说 想通过设备，工装夹具来替
代，最终的目的是让我工作轻松一点，在保证质
量的情况下效率可以提高一点，于是我就有了很
多想法，有过希望，也有过失望，但是我不气
馁，休息时候查查资料，听听别人的意见，或许
就有一点收获，不是所有的想法都能得到实现，
但只要有一个得到实现，并得到了公司的认可，
我就有成就感，也就成为公司的合理化建议之
一，最终我就能站在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我的合
理化建议怎么来的。             

成绩我们已归于过去，重要的是在2018年，
我们要提出更多的合理化建议，为公司业绩再创
新高！我们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如何全面的得到解
决。那就需要我们的员工在工作中要有发现问题
的能力，及时反映问题的存在，积极处理问题的
手段，改正自己工作中的不足，提升自己的工作
能力和业务水平。为促进生产的顺畅，提高产品
的质量起到自己的作用，推动合理化建议的实
施。向公司多提宝贵意见。

谢谢大家，特别感谢兄弟们对我工作上的支
持，谢谢!

话说创正也是人才济济，论技术，技术部
随便拉出一个人来都是专家；论动手操作，车
间哪哪都是行家；论文笔，创正之窗的伙伴们
也是个个甚有内涵；如果这些都不能使你震
惊，那接下来可要竖起耳朵了，超级巨星金星
的“亲戚”居然也在创正。“金昱（错念成
xīng），帮忙这个安排下。”“金昱（错念成
xīng），辛苦你了，谢谢！”其实开玩笑了，
金昱是我们外贸部的成员，并非金姐的亲戚。
很多人会和我一样第一次念名字会错念成
xīng，在这里更正下，应该念yù。

金昱是嘉善人，高高瘦瘦的，话不多，但
是很踏实，勤勤恳恳地工作，加班已经是家常
便饭了。国际贸易部内勤这个岗位工作任务还
是繁重的。每当有订单来了，业务员会整理资
料转交给内勤，内勤需要在ERP里完成下单，
下单会涉及到非标产品，内勤就需要和生产部
进行沟通，碰到的疑难一一解决，顺利完成下
单。有时候订单都集中到一起下，交期又急，
内勤还需要同时按时完成单据，发货等问题，
就不得不加班，以使货物能完好及时地送达到
客户那里。这就需要销售内勤有很好的时间管
理能力，根据轻重缓急合理安排先后顺序，高
效率完成工作内容。客户往往在订单下发之
后，还要进行修改。金昱总是能及时帮忙下发
订单修改单。订单生产完成入库后，就需要去
仓库及时拿装箱单给业务员做清关单据，然后
内勤再做报关单据。一套报关单据也是很需要

耐心和细心来完成的，有时候一天发十几票
货，同时要联系快递、货代，有些国家的客户
需要做产地证，就需要去商检局或是贸促会去
做，一出门就得耗半天，金昱总是能合理调配
工作使每票货都能顺畅的送达。所有客户的账
目也是内勤登记，这更是一个细致活，不能出
现任何错误，不然账目就对不起来了。每每到
了月底，年底，内勤这个岗位更是忙得不可开
交。正是金昱的协助帮忙，有责任的后勤保
障，业务员们才能毫无顾忌地接单。

工作上的一丝不苟，使其它同事投去敬佩
的目光。在其它方面，金昱总是力所能及地帮
助遇到困难的同事，以平和、积极的心态感染
着周围。也许多数人认为工作总是不断地重
复、重复，枯燥又乏味，但是当你全身心投
入，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并不断有所突破，那
就会有另一番领悟，进阶到更高的境界。（馨露）

光阴如流水，十年弹指一挥间，我自从

2007年加入创正以来，走过了不平凡的里程，

十年汗水，十年耕耘，共同铸就了创正的十年

辉煌。请允许我向在这10年来给予我关心、帮

助、支持和理解的领导、同事们表示衷心的感

谢!谢谢你们! 

回想07年那是我刚加入创正的日子，回忆

那段珍贵的岁月，我不禁感慨万千，当时的我

亲身参与了公司从温州搬迁至嘉兴的全部过

程，亲眼目睹了在座的老同事当时在炎热的天

气里，从大车上小心翼翼的装卸各种设备仪器

的情景，为了尽可能快些搬完，大家加班加

点，同心协力，我们并没有为此而却步，最后

我们顺利的完成了各项任务，当时同事们那种

干劲，那种满腔热情，给刚踏入公司的我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也让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受益匪

浅。

在最近的几年里，我带领车间全体员工较

好的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实现了每台设备安

全稳定运行，并在产品品种、质量、工艺上取

得了新的进展，不怕做不好，就怕不做，在日

常的生产过程中，我们开展“一人多岗”工

作，进一步优化车间工艺控制，节约人力资

源，由原来的两人合并到一人操作完成，对于

同一系列的产品这样不仅节约了生产时间还提

高了生产效率。一线上的工作是机械的，更是

简单平凡的，但我觉得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

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

平凡，我是平凡人中的一员，没有惊天动地的

丰功伟绩，没有光鲜耀眼的头衔，只是一位普

通人，但是作为生产车间的一位普通人，我们

应围绕生产工艺技术改进及质量提高的这一课

题永无止境的走下去，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只是

理论的基础，理论联系实际才是我今后的方

向，而细节就是进步的催化剂。我很荣幸能加

入创正，并和大家一起工作，我坚信，创正的

发展是无限的，前途的光明的，员工是优秀

的，我愿意和大家一同扎根，为我们共同的家

贡献自己全部所能与爱心，愿我们共同携手，

为CZ更加美好的未来撑起一片蓝天。（香凝）

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金永鹏、陈红梅、闫  凌、朱巨云、吴丽

2017年度优秀合理化建议：陈宇峰、刘文富、蔡  漩、李德萱、姬凯歌、李学强、常世华、肖茂华、杨永强、蒋炳伟、杨丽存、钱秋林、

                       刘淑艳、刘基础、肖茂华、于卫红、于  影、蒋炳伟、刘基础

2017年度十年员工：周剑勇、戴菊珍、谢旗伟、宋高伟、孙惠忠、于卫红、蔡  建、刘文富、钱秋林、雷伟林、陈红梅

2017年度优秀员工：朱德林、金  昱、高燕萍、彭燃燃、雷伟林、蔡  漩、李德萱、张卫红、钱秋林、王连珍、闫  凌、胡继春、

                  刘文国、董单单、怀月良、罗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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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国际防爆盛会

02.创正海外朋友圈扩大

03.开门红-中石油框架投标名列前茅

06.里程碑
      -顺利通过防爆箱的国际认证

07.军民融合
       -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证书

08.高颜值
      -创正成为首批南湖区美丽工厂五星企业

09.工匠精神
       -获得十大工匠称号

10.创正榜样
      -创正员工当选浙江省人大代表

04.精益求精-成功通过了国家三标一体认证

05.创新永无止境 
       -持续开发新产品

2017年4月11日和12日，由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国际
电工委员会防爆电气安全认证体系（IECEx）和
中国认监委（CNCA）共同举办的“2017IECEx国
际研讨会”在上海隆重召开。创正防爆作为筹办
本次会议的主要协办单位和国内防爆行业优秀
代表，也应邀出席了该会议。创正防爆电器有限
公司董事长黄建锋先生作为嘉宾应邀发表感言。

年初中石油发布了2017年电工元器件(防爆
电器)集中采购公开招标通知。3月14日，投标
结果于中国石油招标投标网公示，我公司取得
了可喜的佳绩，8个分包名列前茅，均被列入中
石油甲级供应商名单，其中分别是防爆插接装
置、防爆操作柱、防爆防尘操作柱、防爆防腐
操作柱、防爆控制箱、防爆配电箱、防爆防水
操作柱、防爆磁力启动开关。创正防爆电器及
防爆灯具凭借着优秀的产品质量、稳定的产品
性能、完善的售后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

2017年12月，技术部收到英国认证机构发
来的CZ系列防爆电器箱的IECEX和ATEX的证书，
表明该系列防爆箱的国际认证工作基本完成。
该项目从2013年开始筹划，到今年年底获得证
书，经历了整整5年，在这5年的时间里，技术
团队本着高度的企业责任感和工作责任心，对
该项目不断的改进和试验，再改进和再试验。
正是由于他们锲而不舍的克服遇到的一切困
难，全力以赴的攻克每一个技术难题，该项目
才终有所成。

2017年南湖区“美丽工厂”创建圆满收
官，按照“厂区空间美、工作现场美、企业文
化美”三美标准，创正防爆被评为首批南湖区
美丽工厂五星企业。

2017年南湖区“美丽工厂”创建圆满收
官，按照“厂区空间美、工作现场美、企业文
化美”三美标准，创正防爆被评为首批南湖区
美丽工厂五星企业。

12月13日上午，嘉兴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
幕。会议选举产生嘉兴出席浙江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的代表44人。创正防爆员工何龙当
选浙江省十三届人大代表, 并认真履职尽责 积
极建言献策。

厚积薄发的2017

2017年是创正厚积薄发的一年，

在产品技术上的不断领先，

在管理上的不断优化，

以及新兴市场的不断开拓，

为我们未来的发展壮大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回顾精彩纷呈的2017

2018我们去开拓更美好的未来。

2017年8月2日至4日，经过方圆认证标志集
团有限公司专家的严格审核，创正防爆电器有
限公司再次成功通过了国家三标一体认证，即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ISO14001环境管理体
系和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三标一
体认证。此次顺利通过三体系再认证升级换版
工作，是对整个公司的管理水平、运营能力、
竞争力的高度肯定。

一年来，公司技术研发完成新产品3项，正
在开发的新产品4项，老产品二次研发13项。因
工艺改进及认证需要，完成19项老产品的结构
改进与工艺完善。为满足国内、国际市场需
要，取得IECEx，ATEX证书各21张，国内防爆合
格证12张，还进行了3C、CE等产品认证并取得
相关证书和测试报告。公司也通过了国家级科
技型中小企业的评审。

2017年加大“走出去的步伐”继续拓展营
销国际化道路，先后积极参加埃及石油展、德
国汉诺威工业展、马来西亚OGA石油化工展、印
尼电力能源展、阿布扎比石油化工展；取得韩
国、阿曼、伊朗项目订单，并开发了缅甸、菲
律宾、立陶宛、塞尔维亚、阿根廷、秘鲁等新
兴市场。在巩固原有欧洲市场，东南亚市场的
同时积极拓展一带一路沿线等新兴市场使创正
海外朋友圈进一步扩大。

创正防爆2017十大记事年度盘点
这一年的创正，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是新型隔爆型产品的研制成功，还是国际认证又添新员，又或者创正员工首

次成为省人大代表。这一年发生的喜事太多、让我们重点回顾下其中十件主要的事情，其它的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金 秋 十 月 ， 我 司 迎 来 了 国 军 标

（GJB9001C-2017）体系审核，并且顺利通过审

核！凭借多年来在防爆安全领域所积累的核心

技术，创正将为军工领域提供更安全更先进的

防爆系统解决方案，为军民融合发展做出我们

的贡献。军民融合发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关

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既是兴国之举，又是
强军之策。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我们的力
量，创正人义无反顾，责无旁贷！ 



时候问自己成功是什么？成功可能就是

完成了一个目标；成功可能是一种理想

的坚持；成功也可能是一次的不期而遇

……有时候成功只需要自己的一点点自

信，一点点进取，一点点坚持，一点点

的冒险，一丝的遐想。也许在你为着目

标奋斗的过程中就走向了成功的殿堂。

其实谁都想拥有一帆风顺的生命，

不过那似乎太过于平淡了。生活之中我

们讲究平淡，需要在一片沧海之中，慢

慢的寻寻觅觅，直到发现了什么样的位

置，最适合自己灵魂的栖息所，最容易

听到心里最真切的声音。那是心灵的平

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平淡的，

平淡是需要对人生，有一定的认识，悟

性。也只有经过苦难的人，才能意识到

平淡的韵味，那样的生活如同品茶一

样，就是一种道。只有体味到这种道，生

活才更有滋味。              （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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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总是那么忙忙碌碌，朝八晚五的工

作，一周持续六天，冬日的来临，迫使自己从

温暖的被窝，香甜的梦中起来真是一种煎

熬。心中小小的期待就是周日能睡到自然醒。

打一杯醇香的豆浆，放一曲优美的歌

谣，坐在椅子上沐浴这阳光，织着毛衣，看

着自己的杰作一点点成型，也是人生的一件

趣事。

冬日里，喜欢一个人就这样静静地坐

着，让自己慢慢地融入到这座熟悉的城市。

舒展身体与阳光充分触碰，让这温暖的阳光

融化一切的冰冷和不快。深深地吸一口空

气，体会着这生活美好的味道。冬天的显著

标志是花草树木都披着枯黄的外套，没有了

往日的华丽外衣，它们依旧活得自在，现在

的隐忍是为了将来更完美的蜕变。在美好的

生活背后需要我们自己的努力，生活的打拼

着实不容易，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困难。但其实也没什么，只要我们努力，相

信再难的坎坷也会一马平川。现在想想，有

生活随笔

本版编辑   朱巨云

创正小伙扶起正能量！

这个春节，
我们要赞！赞！赞！

“人倒了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
来了”----题记

路遇摔倒受伤的人，你会伸出援手吗？“扶不
扶老人”这个命题。真正考量的是现代社会人的
品行扶不扶得起来？小品《扶不扶》将一直被大众
热议，“老人摔倒了扶不扶”的社会话题被搬上了
春晚舞台，如今也被搬上了创正大舞台，接受大
家的检阅，《扶不扶》的幽默搞笑直入人心，真情
流露，拨动心弦，触动心灵。路上看见摔倒的老人
你扶不扶？看完这个小品后我曾问过身边几乎同
龄的朋友，或许是看过太多的案例，到头来不仅
好人惹上了官司，可能也会落个不道德名号，很
多人斩钉截铁地说“不扶”。在没有充足的证据前
提下，冒然扶起一位摔倒的老人，其结果很难想
象。好人被讹诈，这是一种人心的缺失。正能量让

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只不过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
因素让你撇不清关系，在这个小品中，郝建推着
一辆被撞坏的自行车，而又“恰巧”该地区监控系
统坏了，连路过的大叔都劝说“赶紧跑”，难免有
太多的巧合让你无从解释。

我认为：现如今的人生怕自己吃一点亏，扶
起老人这样举手之劳的事都不肯做。就算被老人
诬陷，但自己要相信，法律总会还自己一个清白，
创正是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公司，尊老爱幼自古
以来就是传统美德，如果大家都各自打着小算
盘，那这还算美德吗？想想看，如果有一位老人摔
倒在你的面前，你伸伸手，一条生命就被你拯救，
你转身离去，可能一条生命就会就此终结。亲爱
的创正人，要是我们有一天遇到了这种情况，在
金钱和良知的面前，我们应该选择良知。    （香凝）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我很有荣幸被评为2017年优秀员工，这种被

肯定被认同的感觉真的很好，这可能就是“优

秀”的意义所在吧。在此也非常感谢公司领导的

信任、支持和培养。

2017年对于钣金车间来说确实是很艰苦的一

年，我被委以主任，担负起钣金车间的管理、设

计制图、激光编程切割等多项工作。毕竟大姑娘

上轿头一回，我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无论白天

黑夜我满脑子都是工作的事情。如果我不说也许

没人知道，由于白天杂乱的事太多，不能安静地  

分解图纸，为了不耽误生产我加完班还要把图纸

带到宿舍画到深夜，甚至星期天也在宿舍研究图

纸。

同时在管理上也遇到很多困难，2017年经济

回暖，订单量在不断增加，而人员的配备却跟不

上，虽然实行一人多岗，但是还是不能满足生产

的需求。而此刻有两名主力员工相继因为各种原

因离职，钣金车间的团队建设深陷危机。幸好在

公司领导的正确指导下，我们通过招聘培训，请

厂家上门技术指导等多种途径慢慢走上正轨。据

雪之情

早春三月，草长莺飞，冬天的寒意还未褪

尽，春天带着绿色的芬芳悄悄来临。嘉兴市正在

如火如荼地开展垃圾分类的活动,为增强生态环保

意识，公司发出垃圾分类处理、废弃物利用、节

能减排和低碳环保等方面的倡议，在每一位同事

的心中播撒下绿色的种子。了解垃圾的基本分

类，认识分类的标志。垃圾可以分为四大类：厨

余垃圾：厨房产生的食物类垃圾以及果皮等。可

回收垃圾：再生利用价值较高，能进入废品回收

渠道的垃圾。有害垃圾：含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

垃圾。其他垃圾：除去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厨房垃圾之外的所有垃圾的总称。   

生态文明始于心，持之以恒在于行。公司在

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助力绿色环保建设，共筑生

态文明家园。                       （一舟）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贺大家新年
好，我们唱歌，我们跳舞！祝贺大家新年
好！”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旋律……这时，
亲爱的您正在过着惬意的假期，而且意犹未
尽吧。可是，尚有一些人，春节还没过，假
期已没了，因为工作的需要，他们坚守在岗
位上，只为了让公司所有员工能够安心回家
过年！

  回家与坚守，这两个永恒的假日命题。
过年上班，2018春节前夕，为了保质保量完
成订单，公司常务副总魏总带领着几个员工
加班加点，任劳任怨，积极的完成各项任务
指标，在除夕，春节期间依然坚守工作岗
位，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踏踏实
实的工作，没有丝丝毫毫的懈怠，只有无怨
无悔的坚守。这都是爱岗敬业的“正能量”,
都是最该被点赞的行业“楷模”，我们应当
以他们为榜样，在特殊的日子里，在自己的
岗位上，当好“坚守者”，为他们竖起大拇
指，为他们赞赞赞！               (香凝)

共筑生态环境

雪花片片迎风舞，欢游江南到嘉兴。
Pieces of snowflakes dancing with the wind,
enjoy a trip to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n to 
Jiaxing.
老老少少乐开怀，高高兴兴等到雪。
The old and the young are very happy,they are so nice 
to wait for the snow.  
纷纷扬扬飘不停，大千世界裹白衣。
Heavy snow held on the whole day,the world is 
wrapped in white clothes.
堆雪人来打雪仗，严冬虽寒心似火。
Making the snowman and playing the 
snowball,although the winter is such cold,
but the heart look so hot.
今冬大雪飘万家，嘉兴必将繁又盛。
The snow visit myriad family in this winter,
Jiaxing will be prosperous and flourishing.
创正家人心连心，来年订单多又大！
The family of CZ is harmony,there will be many big 
orders in the coming year!
                                                                                             (馨露)

Love of Snow 

说钣金车间的产值比上年翻了一番。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经历

风雨，怎么见彩虹？什么才算是优秀呢？也许就

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在艰苦的条件下不计较

个人得失，顾全大局，顶住压力，迎难而上走出

困境的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吧。       

一次历练一次升华。优秀是一种义务，只有

优秀的人才能站上金字塔的顶端。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你可以不优秀，

但是不能没有一颗追求优秀的心！      （土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