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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日月开春景，四海笙歌迎狗 门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进行了表彰，并现

年，2018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初九， 场颁发了保密先进个人、优秀发明人、

在铿锵有力的锣鼓声中，伴随着阵阵的 飞利浦知行奖、读书求知奖、同读一本

醒狮狂舞，海洋王一年一度的开工大会 书优秀征文奖，以及2017年度海洋王梦

正式拉开了序幕。公司总裁班子成员、 想基金。随后进行的是聘任、金质徽章

各一级部门领导、行业事业部负责人及 颁授、签署目标责任书和集体宣誓等

全体员工参加了会议。 仪式。最后进行是文艺汇演。今年的

这次开工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全 文艺汇演中，各部门精心策划、编

面总结2017年职能部门的工作，宣讲、 排，充分展示了各部门的活力和风

贯彻2018年职能部门的工作目标、经营 采，带来了一场堪比央视春晚的高质

课题，安排部署2018年职能部门的工作 量精彩演出。

目标和关键行动计划。 会上，董事长做了总结讲话。董

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 事长说，今天每个部门对过去一年的工

员工要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重新焕发 作进行了梳理，又按照公司的中长期规

奋斗精神，以饱满的激情、昂扬的斗 划树立了新的一年的工作目标，确定了

志，只争朝夕的工作状态，全身心投入 新的工作规划。虽然过去一年我们在销

到新一年的工作当中去。要以实施公司 售、回款、发货等工作上取得了良好的

战略为导向，以推行TQM为手段，进一 业绩，但是新的一年我们又开始新的征

步苦练内功，练好肌肉，不断提升实现 程，我们仍要保持优良传统，朝着新的

目标的能力，为实现全体海洋王人的战 目标前进。

略目标和人生目标而努力奋斗。 董事长说，我们在追求戴明质量

每年的开工大会都是海洋王人的 奖的过程中，确实是希望我们的企业经

节日，内容精彩丰富。上午，轮值运营 受得住将来严峻的考验，不管是金融风

副总经理杨志杰做了公司2018年经营课 暴、经济危机，还是天灾人祸也好。我

题及重点方策的报告，轮值运营副总经 们在将来要活下去，就只能练好自己的

理陈艳做了争创戴明奖TQM阶段性成果 身体，练好自己的肌肉。在企业，练好

总结及2018年推进计划的报告。接着， 肌肉不是打架，而是对新发生的东西、

各一级部门负责人简明扼要地宣讲了自 新的变化，你能不能适应，感不感到害

己部门2018年的目标、经营课题和工作 怕。所以，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员工，

规划。 一定要把学习、把能力的提高放到个人

下午，大会首先对2017年职能部 的目标中间来。

努力地工作，努力地学习，向新的目标冲刺
大家刚才看到的公司战略课题里 一个好的业绩，能不能给员工带来好的

面，有很多新的概念、新的技术、新的 物质享受。这是我们每一个管理者、每

内容。这就是未来要面临的社会。也许 一个员工自己天生的责任。2018年，

他们已经向我们扑面而来了，如果我们 我们一定要焕发艰苦奋斗的精神，努

还沉浸在过去，不愿接受新的东西，我 力地工作，努力地学习，向新的目标

们就不能有明天，海洋王就不会成为一 冲刺！

个百年企业。所以公司的战略规划，其

实是在引导我们看到将来的世界，看到

将来的海洋王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环

境。而面对这样新的环境，我们每一个

人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放下架子、

放下身段，好好地去学习，认真地去接

受新事物。学习，不仅仅是读书，学习

是要让我们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事情，能

给社会带来什么价值，能给员工带来什

么帮助。这就是意味着，在年终有没有

快速反应

用学习拥抱新时代

在2018年新春开工大会上，董事长要求全体员工——

2月28日，宏大的深圳南油影剧院 公司领导的带领下，全体肃立，合唱

座无虚席，海洋王公司一年一度的开 了《歌唱祖国》，并且在司旗面前进

工大会在此隆重召开。大会由总裁办 行庄严的宣誓，立志奋斗拼搏，毕生

精心组织、主持。会上，全体员工在 奉献于专业照明事业。

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时代，普遍 误区。我们现在倡导的学习，不是在

用一个“新”字——新经济、新产 学校里的那种学习，学校的学习是为

业、新模式、新业态、新时代。整个 了考试，而我们的学习是为了工作，

世界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速度 为了解决问题。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

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过去觉得科幻 有目标的，我们的学习也要围绕目标

的东西，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这样 进行，没有目标的学习是没有实际意

的速度既带动着整个社会一步一步的 义的。我们说一个人学的好不好，不

走向进步，也给每一个人和企业带来 只是看你比别人多读了几本书，而是

了巨大挑战。怎么办？正如董事长指 看你的本职工作做得好不好，或者是

出的，面对挑战，我们唯有努力地学 否有做好本职工作的潜力。做不好本

习，认真地接受新事物，才能改变自 职工作的人，肯定是没有学习好的

身，跟上时代变化发展。实际上，现 人。这也就是学习上的“求实”。如

在像华为、腾讯等许多优秀企业，都 果不“求实”，也就没有必要去学

把学习摆在重要的位置，开展各种交 习。

流、微课堂等学习，都在把学习当成 学习要深入，不能停留在表面。

是促进企业和员工自身改变的重要手 深入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沉下去解决

段。 问题。我们不需要理论家，我们需要

回顾公司的发展和我们每个人的 的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一个部门、

成长进步，可以说是学习让我们有了 一个服务中心管理得好不好，首先要

今天这样的改变。照明的技术革新了 看它绩效高不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强

几代，公司的产品也从最早简单的几 不强。学习不一定要大家正正规规拿

款产品，到现在的智能控制、传感技 一本书读叫学习，大家讨论工作，开

术领先市场，获得了客户的极大认 展QC活动是学习，在一起研究新事物

可。其实，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中并没 也是学习，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进

有这些新的东西，只是我们努力地学习 行。业精于勤荒于嬉，这是学习进步

了，是学习让公司和自己有了发展。 的重要方法。只要我们有海纳百川的

学习是为了获取知识和能力，为 胸怀和谦虚的心态，时刻有学习探究

了发展，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 的意识，那么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改

如何学习，很多人还存在这样那样的 变，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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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来自工厂生产五组的杨冬 我们将如何工作才能让标准内

菊。今天很荣幸在公司组织的“质 化于心呢？我认为，只有深入的理

量月启动活动”中代表员工发言， 解标准，搞清楚标准设定的原因及

目的。在工作中严格按照作业指导2017年通过质量月“严格遵守作

书、工艺要求等标准操作，生产出业标准”主题引领下，我不仅在质

高质量的产品。质量在手中，标准量意识上有了较大的提升，而且在

在心中，用责任心去对待每一道装每天的工作不断的改善提升，工序

配工序，我们每天每一颗螺钉的紧操作质量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今

固、每一条导线的焊接，每一个焊天，我怀着期盼的心情，迎来第十

点都在检阅着我们每一位员工对待届的质量月。

标准的执行，对待质量的坚持，承今年质量月的主题是“让标准

载着公司对质量的承诺及客户的需内化于心”并分为三个主题；

求，只有全体员工严格按照正确的主题一：有标准可依 ；我的

做事标准操作才能避免产品质量问理解是：所有作业、产品都有标准

题发生。其次，紧跟公司追求质量可依

的步伐，不断识别工作中存在的问主题二：知行合一 ；按照学

题和自身不足，通过主动、积极向习理解的标准去严格执行

标杆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质量意主题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识和技能水平，才能真正生产出让理解标准的意义，知道标准为了

客户满意的产品。谁，为了什么结果，为什么这样规

追求品质卓越，品质完美。关定。才能有效运用在自身的工作中

键在于人，关键在于我们每一位员去。

工，只有我们一起努力，肩负起各作为工厂的一员，我们将要如

自的使命和职责。对工作高标准，何做呢？首先每天早会结束在正式

严要求，从细微入手，我们产品的操作前，需要将本工序的作业文件

品质才能卓越，才能完美。认真阅读，其中包括作业工序名

公司的质量月活动只是质量的称、物料编码描述及用量、操作步

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带动全面质骤及图示、注意事项、需要选用的

量的提升，让质量理念经久不衰，工具工装等内容。对有异议的地方

源远流长。质量靠我们大家，让我立即向上反馈，保证标准的准确

们携手同行，紧紧围绕公司的质量性。

目标，在海洋王这艘照明航母上，阅读了作业文件关键是要按作

用标准作帆，品质作浆，大家齐心业标准执行。包括扭力点检、静电

协力，驶向成功的彼岸。   手环点检、烙铁温度点检；按操作

最后祝公司今年成功获得戴明步骤顺序操作并进行自检互检。有

质量奖，谢谢大家！问题立即反馈解决，保证标准在每

个工序的操作中都能得到落实。

员工代表发言

海洋王第十届       月

我是来自来料保证部的赖北 样品时，应该是获得一个合格的质

量。目前这块工作我们没有做到，兰。去年我们共有14个物料不良流

今年，在全年工作中，我将把样品入顾客手上，对客户造成了极大的

的过程质量管控的工作展开起来，影响及伤害，作为品质人员我们坚

目的是为了预先进行工程样的质量决不允许，我们通过每次流入顾客

管控，最终保证提供合格的量产物不良数，甚至流入内部顾客生产质

料。量问题，我们对每个问题进行了具

分主题二：我将去落实标准要体的确认，我们主要存在的问题

求，我将从产品入设计的时候，对是：

产品特性、客户使用环境及整个设1、 我 们 的 标 准 不 是 完 全 有
计过程中，我们去发现和解决物效，在检验方法、检验项目及抽样
料、样品初期的质量问题。方面，不能有效的发现问题。

我们要把每一个要做的事、标2、我们的标准虽然有，但员
准和表单的要求明确，让员工知道工不好理解标准，难以操作时，导
如何去做。通过每一个新产品、新致员工不能有效的遵守标准，也导
项目，从这个设计的初期开始，按致了检验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也导
照现有的标准，去进行确认发现和致问题得到了发生。
解决质量问题。今年公司开展标准内化于心的

分主题三，按照这个内化“知质量活动，通过这个要求让我觉得
其然知其所以然”这个活动的要作为品质保证部的一名管理人员，
求，我们要对每一项工作，他的目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围绕这三个
的是什么，他的意义是什么，他应分主题活动，开展以下工作：
该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让我们分主题一：我们从去年年底开
每一个员工，都能自动自发地不断始承接了样品质量管控的工作，我
地去优化我们的标准，能够更好地也是这块工作的负责人。但是，我
让我们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最终达们目前样品管理依旧按照调整之前
到我们的结果——保证物料合格，的流程检验，实际上只是做到了样
实现我们从“检验到保证”的工作品的检验工作。但作为保证部门来
转变。说，我们应该在样品的整个过程

谢谢大家！中，要去保证样品的质量，到获得

管理者代表发言

质量
质量月主题

——让标准内化于心

       人之初，性本善。在当前21世纪的精神文明逐步深入

每个人心中的时期内，在海洋王多年来“不给他人添麻

烦”的文化熏陶下，每位员工不会在主观意愿上犯错。为

了让每位员工都能获得工作的成就感，要做的就是让每位

员工对标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知道按照标准执行

是为了谁、为了什么结果、为什么要这样规定，从而达成

遵守标准是本能的、自然的习惯反应，知行合一。

三大分主题活动

分主题活动一：开展“有标准可依”活动

分主题活动二：开展“知行合一”活动

分主题活动三：开展“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活动

2  OK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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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海洋王梦想基金”获得名单

一、国内驻外机构销售人员

三、操作族、事务族人员

四、其他人员

二、国内驻外机构支持人员

北铁                   郝旭丽

东北大型企业 于静 合肥网电         阮兰兰

华北厂电 候帅谦 上海冶金                卢玉琴

济南公安消防        刘吉红

军品武汉         武彩霞 工厂                吴德兵

任丘                   杨一帆 工厂                李辉

北铁                   崔力华 仓库 　        黄李权

太铁                 亢俊杰 来料保证部 　 陈刚

南京网电         张旭

昆明网电         李露露 工厂　                王学强

上海冶金         王兵 品质管理部            牛超

乌鲁木齐石化  和艳丽 实验室                    叶小兰

TQM推进部            周皙婷

北铁                   张冬雪 战略与产品部         任利平

         

        

2017年优秀发明人

2017年保密先进个人

海洋王梦想基金
及优秀单项奖颁奖

3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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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跳舞的快乐吉米

科技之光欢欢喜喜闹新春

就此亮出目标来 影之舞

董事长带来好运盛世腾飞祝福海洋王

4  OK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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