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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3日袁新年上班的第一天袁万
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便忙得不可开交袁 办公
室内咨询业务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袁 一波又
一波的客户前来办理手续遥 业务部经理李进
表示院野最近咨询和办理业务的客户都特别
多袁我们刚刚推出了多款新产品袁因为贴近实
际尧业务便捷尧利率灵活等多项优势受到了客

户青睐遥 冶
据介绍袁根据金华经济发展需求和客户不

同特点袁 公司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多款新产品遥
如有针对农林牧副渔尧 乡村休闲旅游农庄等
野三农冶客户的野农家乐贷款冶曰有针对创业型客
户提供的野创业源贷款冶曰有针对客户临时性尧
过桥性资金需求发放的野万通桥贷款冶袁有针对

优质保证人推荐客户的野快速通贷款冶曰有针对
金融机构支持客户的补缺性野配套宝贷款冶曰有
针对优质客户按限额控制尧一次签约尧分笔办
理尧随贷随还尧按月结息尧专户管理的活期野活
贷灵贷款冶袁产品为解决客户融资难题袁帮助企
业快速发展探索了多条可行路径遥

渊万通综合部 顾倩冤

万通院新品上市 销售火爆

本报讯 1月 20日袁位于四川省甘孜州雅
江县霍曲河流域的达阿果水电站的施工工作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遥万汇通能源有限公司总经
理陈水平表示院野在克服了高原缺氧尧交通状况
差尧冬季气温低等困难的情况下袁目前水电站
全长 12.7公里的引水隧洞仅剩余 100米开挖
任务还没有完成袁相关施工人员正在加班加点

赶工袁并做好了春节不放假的准备袁争取在元
宵节前完成最后 100米的任务遥 冶

达阿果水电站是万里扬新能源板块的一
个重要水电项目袁对于万里扬新能源开发具有
里程碑意义遥 水电站位于霍曲河干流野一库三
级冶 梯级开发方案中自上而下的最末一级电
站袁正常蓄水位 3245米袁最大坝高 22.5米袁总

库容为 194.4 万立方米袁 多年平均发电量
9.260/10.272亿千瓦时渊单独/联合运行冤袁具有
日调节能力袁综合经济指标优越遥 达阿果水电
站于 2015年 7月开始施工袁 预计今年 4月开
始设备基础预埋安装袁到年底即可完成首台机
组投产发电的目标遥

渊万汇通能源达阿果水电站 刘敏雄冤

本报讯 野为了获取更多的客户资源袁欧润
尼在年初重点推出了全新的营销方式袁受到了
客户的广泛欢迎遥 冶唐山欧润尼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销售中心主任葛晓群表示遥
欧润尼通过开展对比试验袁组织广大种植

户召开现场会袁进一步扩大了产品优势的影响
力曰 组织专业农技人员对种植户进行现场指
导袁免费聘请专家会诊并协助解决种植户碰到
的问题袁用实际行动帮助了种植户曰针对部分
产品现款购肥遇到的收现工作量大尧 易出差

错尧不安全等因素袁还与金融机构联合采取了
野全额预收购肥款并折算利息返还客户冶方式袁
既提前锁定客户袁又保证资金安全袁还对种植
户带来实实在在的利息收益袁达到了三赢的效
果遥 渊欧润尼管理中心 肖典冤

欧润尼院创新营销 客户点赞

万汇通能源院戮力同心 项目顺利

本报讯 野1月袁 金华基地的生产目标是
2.85万台袁实际完成了 2.95万台曰销售目标是
3.3万台袁实际完成了 3.37万台袁均超额完成
了指标遥 冶商变事业部金华基地制造部部长杨
小志表示遥 与此同时袁另一生产基地要要要蒙沃
基地也传来好消息袁制造部部长邱石表示院野蒙
沃基地已经顺利完成了 1月 2.5万台的生产

目标袁准时下线率环比增长 12%遥 冶
1月正值新春佳节袁在产销两旺的形势下袁

为确保市场交付及生产目标的顺利完成袁商变
事业部通过精心策划袁出台了一系列积极得力
的举措遥 如为了让员工能够安心工作袁车间主动
帮助一线员工购买车票袁并对按时返乡和回厂的
员工发放路费补贴和开门红包袁对留在当地过

年的员工发放过年红包袁通过激励措施来保障
人员的队伍稳定和正常生产曰为确保节后生产
正常运行袁组织对各生产相关要素进行了排查
及分析袁 落实内部保障责任和对外协调措施袁
对外协配套厂家的放假和开工时间进行调研
摸底袁做好物料准备及开工时间的协调袁及时
沟通确保按时按量供货遥渊商变 王恒彬 丰凯冤

本报讯 新年伊始袁乘变事业部迎来野开门
红冶袁截至 1月底袁乘变事业部顺利完成目标任
务 81647台袁其中芜湖基地顺利完成目标任务
43755台袁同比增长 146%袁宁波基地顺利完成
目标任务 37892台遥 各车间开足马力保生产袁
其中芜湖基地 CVT车间表现最为突出袁CVT
车间部长袁群星表示院野目前第一季度计划任

务 119320台袁1月底完成 35643台袁CVT变速
器完成 13264台袁同比增长 71.76%遥 冶

为全面完成一季度的生产经营任务袁乘变事
业部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激励措施袁将管理人员
收入与生产队伍挂钩袁根据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奖
惩袁有效调动了管理人员深入一线尧靠前指挥袁及
时解决生产中的问题袁 为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

打下了良好基础遥 同时更加注重以高质量产品
抢占市场份额袁在产品开发方面袁抓住市场发展
趋势袁调整品种结构袁加强生产过程控制袁使产
品实现新突破曰在产品质量方面袁强化实物质量
和产品加工工序过程质量管控袁 推进质量专项
诊断工作袁提高生产工艺纪律执行力袁为提升产
品质量奠定基础遥 渊乘变企业管理部 孙惠惠冤

本报讯 1月 11日袁宝马 G08项目顺利完
成了内饰立柱产品第一阶段的交付工作袁第一
辆样车装配主要零件一次性通过验收袁无论是
产品的质量和外观均得到了宝马汽车公司的
充分肯定遥

内饰事业部分管技术副总经理陈刚表示袁
宝马 G08项目时间紧尧任务重袁客户要求高遥

项目组全体成员通力协作袁 连续加班近一个
月袁工艺工程师紧盯试模厂袁反复核对工艺信
息袁几乎每天在仅睡 3要4个小时下坚持工作曰
产品工程师早出晚归连日奋战在岗位上袁几乎
没有休息过一天曰模具主管在模具厂没有解决
方案的情况下袁提供技术支持袁最终解决了大
部分模具问题袁生产出质量合格的零件曰质量

工程师克服重重困难让检具及时到位袁确保了
产品尺寸要求遥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袁终于在
时间节点前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交付工作袁
为后期进一步完成产品匹配优化尧产品工程更
改尧质量体系建立及检具优化等工作夯实了基
础袁也有助于最终快速实现量产遥

渊内饰运行管理部 许恒冤

商变事业部院多措并举 产销两旺

乘变事业部院决战旺季 共创佳绩

内饰事业部院通力合作 交付顺利

野凯歌应是新年唱袁便逐春风浩
浩声遥 冶新年第一个月袁万里扬制造尧
新能源尧类金融尧科技农业四大板块
全面开花袁打响了 2017年万里扬野开
门红冶的发令枪袁为万里扬稳中求进
发展增添了一台台奔腾澎湃的新引

擎遥 员工们以只争朝夕的劲头袁像习
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所说的那

样要要要野撸起袖子加油干冶袁以野拼搏
赶超冶的姿态袁干出了辞旧迎新的新
气象浴
天上不会掉馅饼袁努力奋斗才能

梦想成真袁美好的未来从来都是干出
来的遥通过 20年的努力袁万里扬经历
了生存尧发展尧转型三个阶段袁已站在
了更高的起点往着全新的方向发展遥
我们应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尧奋发有
为的精神状态袁不徘徊尧不迷惘袁凝心
聚力抓转型袁真抓实干谋发展袁为实
现野万里扬梦冶的宏伟蓝图撸起袖子
加油干遥
撸起袖子加油干袁是要明确目标

坚决干遥 黄河清董事长在公司 20周
年庆祝大会上已经明确了每个板块

的发展目标袁 各板块应结合自身实
际袁进一步研究部署发展思路尧发展
重点尧发展举措袁拿出果敢决绝苦干
的意志力袁以及追赶超越实干的精气
神袁认准道路袁心无旁骛袁谋定而后
动袁万难不回头袁一步一个脚印走下
去遥
撸起袖子加油干袁是要抓住机遇

踏实干遥 无论大环境好坏袁机遇始终
存在袁但抓住机遇却是要靠在背后练
好内功遥万里扬各板块要稳中求进再
发展袁必须继续提高发展质量尧推进
产业转型尧加强管理升级尧深化创新
驱动尧强化队伍建设尧升华企业形象袁
努力练好内功袁才能抓住机遇打开新
局面遥
撸起袖子加油干袁是要围绕客户

创新干遥 任何时候都要以客户为中心袁快速响应客户
需求袁围绕客户需求导向开展创新袁以优质的质量赢
得客户袁以准确的交期承诺客户袁以公平的价格服务
客户袁以系统的管理保证客户袁通过持续为客户创造
长期价值进而成就客户袁 从而也更好地成就万里扬
自身遥
撸起袖子加油干袁是要走向国际大胆干遥 万里

扬发展 20年袁已经确立了国际化发展的新高度袁万
里扬各板块要寻找自身与国际化的差距袁思考哪些
方面需要努力去补齐袁 做任何事情应该筹谋规划袁
争取站得更高袁突出整体全局性袁强调各资源要素
的联系融合曰员工也要同步跟上国际化步伐袁通过
不断提升自己袁拥有国际化素养尧国际化思维尧国际
化行为遥

金鸡唤出扶桑日袁彩凤欢啼盛世春遥 在这
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袁 我谨代表集团公司袁向
奋斗在各条战线尧 各个区域的全体员工致敬袁
你们辛苦了浴 向全体万里扬员工家属袁向长期
以来给予我们巨大支持尧信任的客户和合作伙
伴袁向始终关怀尧支持万里扬事业的各界友人袁
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诚挚的新年祝福遥

2016年袁 对万里扬人来说是非凡的一年袁
难忘的一年袁值得自豪的一年遥 我们再一次实
现了成功跨越袁迈向了更高尧更健康的发展平
台遥全体万里扬人用使命与团结尧智慧与汗水袁
再一次证明了万里扬因梦想而强大袁梦想因坚
持而美丽袁我为全体万里扬同仁感到由衷
的骄傲和自豪遥

这一年袁 我们坚持大集团战
略尧多元化经营袁坚定野转型尧升级尧
互联网+尧 国际化冶 发展战略不动

摇袁通过大投入尧大并购谋取产业大局袁制造尧
新能源板块获得重大突破袁类金融尧科技农业
板块在创新尧整合中提升袁构建起扬帆破浪的
新增长引擎遥

这一年袁我们坚持全面创新袁助推创新驱
动袁接轨国际先进技术袁创新发展成效显著袁万
里扬技术中心成功获得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

定袁高附加值产品市场占有率稳步提高袁产品
品质持续提升袁公司管理运营更加高效尧健康尧
可持续遥

这一年袁我们开展了组织结构及人力资源
机制改革袁一线拥有了更多的决策权袁以适应
在情况千变万化中的及时决策遥

时序更替袁留下奋斗者前进的足迹曰一元
复始袁带给开拓者无限的希望遥当前袁我们正站
在两大历史机遇的交汇点上袁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和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袁为

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遥
新的一年袁继续以价值创造为指引袁谋求

发展新篇章遥汽车零部件产业致力于扩大市场
份额袁提高运营质量袁继续积极寻找国际合作
机会袁为全球化发展打好基础遥 新能源产业加
快战略布局袁加快工程建设袁加快形成集团新
的主要利润增长点遥科技农业板块继续探索经
营模式袁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袁走出一条科学
发展之路遥类金融业抓好规范运作袁强化风控袁
稳健拓展业务袁提质增效遥

新的一年袁继续鼓励创新袁爱护创新袁支持
创新袁我们要勇敢地去拥抱颠覆性创新袁用满
足客户需求的技术创新和积极响应全球科学

进步的不懈探索袁加快新产品尧新技术步伐袁努
力在高价值区域抢占机会袁为公司未来发展赢
得更多主动权遥

新的一年袁继续加强监控体系的科学合理

运用袁强化资本运营管理袁始终把防范经营风
险摆在突出位置袁保证各项业务健康运行遥
新的一年袁继续坚持从成功的实践中选拔

培养干部袁引导优秀员工走上最需要的地方并
长期保持拼搏奋斗的精神遥 为了实现我们的战
略愿景袁我们敞开胸怀袁广纳天下英才加入我
们的队伍袁增强我们团队的战斗力遥

上下同欲者胜遥 只要我们坚定信念不动
摇袁主动担当袁主动作为袁拧成一股绳袁撸起袖
子加油干袁我们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遥
我们已经听到新年的炮声袁炮火更加振动

着我们的心袁奋进的号角激励着我们袁没有什
么能阻挡我们前进袁让我们携起手来袁再次出
发遥
最后袁衷心祝愿大家新春愉快尧身体健康尧

阖家欢乐尧万事如意!
董事长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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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胜军
渊商变事业部 装配尧试车冤

获奖感言院新的目标袁新的征程袁我
会一如既往尽心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袁
继续发扬工匠精神袁 为万里扬做大做强
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浴

周建华
渊商变事业部 电器主管冤

获奖感言院 感谢万里扬这个大舞台
给了我施展才能的机会袁 今后我将继续
保持一丝不苟尧精益求精的态度袁坚持创
新与发展袁发扬工匠精神袁为万里扬野名
扬万里 走向世界冶贡献力量遥

★首届最美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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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扬集团创立 20 周年光荣榜
★第二届劳动模范 ★首届最美工匠提名

沈枝玲
渊股份公司 采购管理中心高级经理冤

获奖感言院站在新起点上袁我将以更
加饱满的斗志和激情投身到公司的发展

征程袁为实现公司的宏伟愿景扬帆起航浴

杨小志
渊商变事业部 制造部部长冤
获奖感言院作为一名万里扬人我倍感

自豪袁今后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袁继续用百
倍的工作热情和干劲投入到工作中去遥

徐卫权
渊商变事业部 产品主任工程师冤

获奖感言院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尧火一
样的热情尧坚韧不拔的态度袁充分发挥自
己的专长袁终将收获丰硕的成果遥

赵秋霞
渊商变事业部 山东蒙沃财务部长冤

获奖感言院 感谢万里扬给我提供了
寻梦和圆梦的舞台袁 感激给予我信任和
鼓励的领导袁 感恩给予我理解和帮助的
同事袁我将以奋斗之力耕耘新的一页遥

徐孝华
渊商变事业部 零部件加工厂厂长冤

获奖感言院这是荣耀袁更是责任袁要
求我每时每刻都做到最好袁 起到模范带
头作用遥成绩只能代表过去袁我将更加努
力工作袁 为万里扬下一个二十年贡献绵
薄之力遥

黄永忠
渊商变事业部 零部件加工厂电炉工冤

获奖感言院不要先想着得到什么袁而
要先想到付出什么遥 今后我要继续不停
学习袁提高自己袁踏踏实实工作袁以劳动
助力万里扬梦遥

徐财军
渊商变事业部 营销公司冤

获奖感言院 花鸟尚绘春袁 人生莫虚
度遥新的一年袁新的征程袁脚踏实地袁为公
司新的发展继续贡献力量遥

潘 路
渊乘变事业部 质量改进冤

获奖感言院 我要继续兢兢业业做好
本职工作袁 在自我进步的同时力所能及
帮助他人袁用典型带动他人袁继续为万里
扬发展献计出力遥

胡万春
渊乘变事业部 车间副主任冤

获奖感言院雄关漫道真如铁袁而今迈
步从头越遥 成绩属于过去袁 未来在于创
造浴将今天的荣誉转化为动力袁为公司的
美好明天更加努力浴

牟 标
渊内饰事业部 产品开发部副部长冤

获奖感言院 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尽
全力把控好产品设计开发的每一个环

节袁努力完成领导交给我的各项任务袁在
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浴

张永安
渊商变事业部 机修主管冤

获奖感言院继续努力袁没有最好袁只
有更好遥

黄志敏
渊商变事业部 剃刀修磨冤

获奖感言院 我非常自豪在人生的韶
华之年来到万里扬这片沃土袁 我将把这
份感谢与感恩化作行动袁 将自己的全部
智慧与力量奉献给万里扬遥

邵 红
渊商变事业部 维修电工冤

获奖感言院感谢万里扬给予的机会袁
我会在未来的日子更加努力袁 不敢说自
己最优秀袁但努力绝不落于人后遥

叶 潮
渊商变事业部 工艺开发冤

获奖感言院把握好现在袁向着收获的
明天出发遥

周慧杰
渊乘变事业部 维修电工冤

获奖感言院 我将以高度的主人翁精
神袁继续奉献光和热曰抱着务实认真的工
作态度袁继续埋头苦干尧敬业爱岗尧勤勤
恳恳做好本职工作遥

杨万安
渊乘变事业部 数控冤

获奖感言院感谢对我工作的肯定袁在
未来的日子里袁我将不断努力追求卓越袁
力争在各项工作中更上一层楼遥

王建伟
渊乘变事业部 维修钳工冤

获奖感言院让技术承前启后袁让智慧
继往开来袁为公司生产保驾护航遥

潘政平
渊内饰事业部 维修钳工冤

获奖感言院以精进不息的精神袁火焰
般的热忱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袁即使是
最平凡的工作袁也能成为最精巧的工匠遥

张绍丹
渊内饰事业部 水刀仪表板系统编程工冤

获奖感言院团队使我进步袁公司育我
成长袁 今后我将在工作中竭尽全力做到
最好袁无愧于公司对我的肯定袁在我的岗
位上发光发热遥

赵东磊
渊商变事业部 售后服务冤

获奖感言院 一个人不管在什么岗位
上袁只要用心把事情做好袁把工作当成一
种乐趣袁满怀激情地投入袁以一种昂扬的
姿态面对人生袁一定能有所收获遥

邹新法
渊商变事业部 粗车车间管理冤

获奖感言院兢兢业业工作袁踏踏实实
做人袁荣誉将一直鞭策和鼓励着我袁怀揣
着一颗匠心袁向着野高尧精尧尖冶不断努力遥

管祥丽
渊商变事业部 班长冤

获奖感言院保持良好心态袁少计较个
人得失袁少点工作抱怨袁积极钻研袁苦练
技能袁继续为万里扬走向世界发光发热遥

李 靖
渊乘变事业部 维修钳工冤

获奖感言院成长的路磨炼着意志袁集
体的温暖成就着信念袁 万里扬的舞台让
我执着遥今后我将继续戒骄戒躁尧善始善
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遥

莫春峰
渊乘变事业部 研发工程师冤

获奖感言院珍惜眼前袁珍惜现在袁勤
勤恳恳做事袁踏踏实实做人遥

许明星
渊内饰事业部 现场客服冤

获奖感言院不忘初心袁归零再行袁为
万里扬梦献力遥

姜铁涛
渊内饰事业部 注塑工艺员冤

获奖感言院勤能补拙袁熟能生巧遥 无
论多么伟大的事袁 都是从一件件小事做
起袁我将继续做好每一件小事遥

谭彩云
渊内饰事业部 包覆冤

获奖感言院荣誉只能说明过去袁荣誉
也是新的起点遥我们不能仅靠体力工作袁
更需要智慧工作袁这样野万里扬制造冶走
向野万里扬智造冶的道路才会更快更顺遥

赵清录
渊农业板块 制造中心主任冤

获奖感言院在以后的工作中袁我将更
加尽心尽力袁认真干好本职工作袁努力提
高技能袁为公司发展尽绵薄之力遥

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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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扬集团创立 20周年庆祝大会
暨股份公司 2016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剪影

工匠代表周建华发言劳模代表徐卫权发言慰问创业元老代表

工匠提名颁奖

劳动模范颁奖

先进单位颁奖

最美工匠颁奖

先进个人颁奖

先进个人颁奖

黄河清董事长致祝酒辞

叶大海曳叶飞得更高曳

叶感恩的心曳

叶惊鸿舞曳

叶天路曳 叶微博控曳

叶为了谁曳

叶我的中国心曳

叶我相信曳 回忆万里扬二十年辉煌路

叶相亲相爱曳

叶月牙儿曳

激动人心的抽奖叶最初的梦想曳

举杯祝愿万里扬明天更美好

晚宴现场

吴月华总裁演唱叶青藏高原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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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

绎先进个人绎
股份公司院余晶晶
商变事业部院张凯尧张露青尧沈晓华尧刘志华尧胡楚金尧朱
业英尧杨象勇尧王小青尧石远见尧张乐尧吕桂宾尧孙风龙
乘变事业部院袁群星尧吴荣宝尧杨建胜尧沈伟尧刘晓宇尧周
文雯尧杨怀建尧费鹏
内饰事业部院陈刚尧刘永成尧肖伟尧王延山尧王洪波尧朱青尧
桂国华尧王国忠尧王丽香

绎先进集体绎
商变事业部营销公司

乘变事业部变二车间

内饰事业部芜湖工厂装配车间

商变板块

绎先进集体绎
零部件加工厂热处理车间

总装工厂轻卡车间

蒙沃公司制造部

绎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绎
机械制造公司

农装传动事业部

绎合理化建议先进单位绎
农装传动事业部

绎优秀 QC小组绎
零部件加工厂热火QC小组
零部件加工厂外花键改进QC小组
机械制造公司扬帆QC小组
工艺工程部攻克 QC小组
工艺工程部光滑 QC小组

绎业务标兵绎
企业管理部院杨晖
工艺工程部院马魏巍
原产品开发部院董震霄
采购部院方建军
营销公司院郑向恒尧陈海
锻造工厂院周水法尧方惠建
机械制造公司院戴正东尧王兴辉
总装工厂院任健尧汤平安尧夏仕亮
零部件加工厂院邹江洪尧陈银海尧朱东平尧陈妙红尧滕建
璐尧徐建平尧童建洪尧占俊建尧官希春
农装传动事业部院王欢
蒙沃公司院魏有全尧刘克训尧吴进尧林清泉尧尹慧尧张厚德尧
卜令峰

绎优秀管理者绎
研究院院徐万洪
原制造信息化部院汪猛
锻造工厂院邹新法
零部件加工厂院齐仕全
蒙沃公司院李小华

绎优秀班组长
锻造工厂院陈三红
机械制造公司院张建荣

总装工厂院韩兵兵
零部件加工厂院方根华尧邓忠建尧郑一波尧黄元文
蒙沃公司院魏明尧张超尧孙强

绎合理化建议先进个人绎
零部件加工厂院肖仁元

绎科技成果奖绎
二等奖

名称院矽钢片废钢熔炼工艺的研发应用
成员院曹立为尧刘永其尧郑国威尧费绍岚尧张建荣
名称院P26高精度专用检具设计与应用
成员院黄登辉尧洪觉民尧黄林波尧王丙寅尧倪临元尧张东华

三等奖

名称院轴类中心孔专用检具设计推广
成员院马魏巍尧张东华尧洪觉民尧颜军
名称院刀具工艺参数库建设与应用
成员院刘凤山尧洪觉民尧颜军尧马魏巍尧张东华
名称院壳体四面钻孔尧攻丝加工中心
成员院李志贤尧云泽强尧蓝健尧朱剑伟尧蒋文彦
名称院楔横轧模具整体焊补修复工艺
成员院刘芝同尧王子孝尧徐崇龙尧方惠建尧熊建华
名称院装配用工位器具优化
成员院黄宏友尧任健尧陈文胜尧黄德生尧黄海华尧申屠静静
名称院GSA系统技术应用及台架测试设计
成员院李小建尧吴江尧施建峰
名称院总成基型库
成员院毛建平尧李小兰尧郑建豪尧郑俊峰尧叶旭强
名称院6TS55及 6TS40选挡力研究及优化
成员院徐卫权尧陈红芳尧胡楚金尧郑建豪尧李小兰尧张露青
名称院AMT离合测试系统开发与应用
成员院叶伟飞尧梅状尧乔湘鹤尧李欣尧杨硕尧孙皝

四等奖

名称院覆膜砂浇口杯在消失模的应用
成员院郑国威尧刘永其尧吕正操尧张建荣尧朱业英
名称院三菱全自动化生产线
成员院徐锦璠尧陆一骏尧张东华尧张清湖尧王海华尧王曙光
名称院精车卡盘改进
成员院张东华尧洪觉民尧马魏巍尧王曙光尧刘志华尧李小青
名称院5GT32变速器总成上线装配技改
成员院丁义亮尧赵会永尧施团尧韩兵兵尧郑伟健
名称院6GT40变速器总成上线装配技改
成员院丁义亮尧赵会永尧施团尧傅敬德尧刘永强
名称院导块车拉工艺研究项目
成员院蓝健尧张裕强尧孙宇伦尧汪亮琴尧沈建龙
名称院锻造工厂常见问题手册
成员院王子孝尧高飞尧杨象勇尧林崇任尧黄元武尧姜平
名称院雷沃产品加工工艺优化
成员院唐举龙尧王成清尧赵秀娜尧郑嘉尧漆德意尧张龙
名称院雷沃产品加工工装优化
成员院郑嘉尧宋健尧赵秀娜尧唐举龙尧漆德意尧郭浩
名称院G系列取力器模块化设计
成员院陈红芳尧程森尧徐卫权尧吴江尧苏亮尧伊东明
名称院T/TS系列专用加强型取力器开发
成员院毛建平尧郑建豪尧李小兰尧郑俊峰尧毛维云尧廖江土
名称院新型同步器试验台支架设计
成员院吴江尧陈红芳尧丁新建尧张露青尧伊东明尧乔湘鹤
名称院产品平台/系列/模块标准研究应用
成员院潘玲妹尧毛建平尧施建峰尧伊东明

鼓励奖

名称院冷热配合精车余量优化
成员院颜军尧洪觉民尧刘凤山尧陆一骏尧张东华尧肖仁元
名称院铝件设计工艺一体研究及应用

成员院朱剑伟尧黄元文尧蒋文彦尧李宁尧黄健鹏
名称院主箱壳体卧式工装推广及应用
成员院朱剑伟尧黄元文尧蒋文彦尧李宁尧黄健鹏尧汪亮琴
名称院6#通道炉内部大修
成员院张秀水尧齐仕全尧毛英国尧陈良兴尧徐诗荣尧周土高
名称院6TS55-3811下透空直接锻出
成员院杨象勇尧邹新法
名称院普通倒角机加工齿套高低齿工艺攻关
成员院徐孝华尧周建洪尧李标尧王丙寅
名称院同步环钻铰孔调机优化
成员院周建洪尧李标

乘变板块

绎先进集体绎
芜湖制造基地生产管理部

芜湖制造基地电控部

宁波制造基地综合管理部

绎优秀管理者绎
芜湖制造基地院胡寒飞尧汪邦勇尧潘贤庚
宁波制造基地院陈扉扉

绎业务标兵绎
芜湖制造基地院何方博尧徐成兵尧沈彭尧李明水尧张志华尧
李允军尧杨宝霞尧余生尧吴璐尧刘永海尧杜连鹏尧盛帅帅尧黄
保善尧王永志尧谢杰尧曹文广尧周青松尧李占洋尧李军
宁波制造基地院王鹏洲尧韩龙尧陈文洪尧沃世海尧范乃通尧
李福泉

绎优秀班组长绎
芜湖制造基地院查贵让尧夏袁尧许宜福尧丁荣荣尧栾志刚
宁波制造基地院廖小清尧孟祥金

内饰板块

绎先进集体绎
金兴内饰研究院产品开发部

辽阳工厂奔驰宝马车间

景德镇工厂上饶车间

绎优秀管理者绎
涿州工厂院邓亚彬
景德镇工厂院徐亨平
芜湖工厂院汪俊
辽阳工厂院刘知学
大连工厂院曹明

绎优秀员工绎
金兴内饰研究院院王伊
质量部院张晓东
制造部院柳广福
财务部院刘丽敏
运行管理部院郑丽红
辽阳工厂院刘佳美尧张冬梅尧阚平武尧高希勇尧关彧尧王春
涛尧郑慧涛尧高鹏飞尧叶明辉尧王立芳尧杨义尧苏春勇尧焉德
聪尧王绍聪
芜湖工厂院赫登军尧韩秀兰尧王静尧陈志文尧盛慧慧尧仵波尧
杨美芝尧朱国保尧朱发枝
景德镇工厂院黄文尧刘红英尧李萍尧丁爱琴尧程雪琴尧余仁
超

涿州工厂院安彩飞尧李楠楠尧商玉敏尧赵志远尧田国理尧孟
令隐尧何乃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