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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在福康，亚新科双环、亚新科凸轮轴和亚新科山西再获大奖 

 

2019 年 2 月 28 日，以“匠心铸臻品、聚力赢未来”为主题的北

京福田康明斯 2019 年供应商大会在海口隆重召开。 

 

凭借优质的服务和 100%按时交付，亚新科凸轮轴获得福康 2018

年度“最佳交付奖”。亚新科凸轮轴作为其全系列凸轮轴主要供应商，

一直以“质量是生存的底线，效率是生存的条件”为公司发展理念，

及时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作为 X 平台的活塞环独家供应商，亚新科双环无论是量产机型，

还是国六的开发，一贯秉承“质量第一，服务至上”的原则，为福

康提供优质高新技术产品，随时随地提供优化解决方案。此次荣获

2018 年度“优秀精益奖”。 

 

2018 年，亚新科山西急客户所急，想客户所想。X12 缸体毛坯

准时交付率 100%；在垂直切换过程中，快速推进质量提升，毛坯料

废率由最初的 32.8%降至目前的 1.3%；福康加工料废率控制在 0.2%

以内。与此同时，公司全力推进和保障福康国六项目交付周期、数

量和质量的要求，在项目时间紧急的情况下，从模具到厂到具有批

量生产能力，仅用了 37 天。并长期派驻工作人员为福康提供高效及

时的现场服务。优异的表现为亚新科山西迎得了年度“最佳客户支持奖”。 

 

2019 年，三家公司将再接再厉，强强联手，与福康一起“聚力赢未来”！ 

 

 

2019，遇见更好的自己 To Be Better Yourself 

——第二期高潜人才发展项目正式启动 

 

助力成长、成就梦想，继第一期高潜人才发展项目圆满结业后，2019 高潜项目也如约而至，于

1 月 20 至 21 日在北京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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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严格甄选的高潜学员共计 45 人，他们分别来自亚新科各运营公司，还有来自郑煤机股份公

司和煤机板块的嘉宾学员。活动内容包括参加亚新科年度总经理会议、出席高潜项目启动会，并前

往北京奔驰工厂参观学习。 

 

与以往一致，高潜人才发展项目得到了集团董事会和管理团队的大力支持。历时两天的活动中，

郑煤机股份的领导们、亚新科高管和总经理们一直和学员们在一起，相互交流，彼此熟识，进行思

想的碰撞。领导们不仅深度参与项目启动会议，还与学员们一同前往奔驰工厂参观访问。 

  

而参加年度总经理会议对高潜学员开阔视野、了解行业趋势、换位思考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 

 

高潜项目启动会由亚新科人力资源负责人刘迎春主持，现场严谨热烈、充满正能量。每个学员都

进行了精彩的自我介绍演讲，呈现了不凡的风采。经过无记名投票，有 6 名学员赢得“最佳演讲”

奖项，他们分别是郑煤机付金良、亚新科北京王康、安徽李长春、山西张为元、双环胡元军和凸轮

轴张文琴。双环方基红作为首位演讲者也有很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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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珍贵的是，郑煤机股份公司领导向家雨、贾浩、黄花、李卫平、亚新科领导汪滨、倪威及

总经理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学员们的演讲进行了非常专业的点评，堪称一次生动的现场培训。 

  

贾总和向书记的专题讲话中，特别谈到什么是“高潜”，敢于构思大格局、勇于突破不可能是高

潜人才共同的特质。与此同时，专业的训练对人才成长必不可少，没有经过严格培训, 即使很有天

赋,也很难成为优秀人才。 

  

汪总以自身的职业成长经历向大家传递了开放的心态、持续的学习、眼界和见识的重要性。李卫

平总特别介绍了业界优秀公司的人才培养思路。 

  

在公司新的发展阶段，核心人才培养是首要的战略任务，我们致力于从发展平台、工作流程、资

源保障等多方面，为公司中长期发展提供持续的人才供给。 

  

无论过去多么辉煌，今天，我们都站在新的舞台上。2019，我们肩负新的使命，一起前行。 

 

又续： 

 

1 月 21日下午，大家一同参观了北京奔驰工厂，车间干净有序，

自动化智能化随处可见。当然收获最大，还是与工厂负责人进行的

现场座谈。座谈中，大家就低成本制造、如何系统的开展防错、设

备维护保养的措施、零部件国产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可谓

收获颇丰，意犹未尽。 

 

亚新科安徽顺利通过泰国博世与泰国丰田联合审核 

 

2019 年 1 月 30 日，亚新科安徽顺利通过泰国博世与泰国丰田就

一款产品，为期两天的联合审核，此次审核通过预示着亚新科安徽

获得了丰田的认可，为后续丰田新项目的导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短短一个月里，质量体系部组织了多次内审，生产运营副总陈

永刚、质量副总舒峰参与其中，全体员工严格按照丰田审核的要求，

确认每一个过程，每一道工序，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确保能够胜利

通过审核。针对每一次内审问题项积极进行整改，精益求精，力求

做到完美。就连周末工序检验员都放弃休息时间，一遍又一遍反复

测量。审核前一天，炼胶厂张书啸带领快检室还在连夜加班按照丰

田审核要求整理样块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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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审核对亚新科安徽意义重大。在 2018 年 12 月末接到客户

审核通知后，质量体系部迅速采取行动，通知公司管理层及各部门

负责人召开了博世与丰田联合审核启动会，向大家说明了此次审核

的意义，和审核的要求，并落实了具体的审核准备计划。质量副总

舒峰、生产运营副总陈永刚、密封技术运营总监胡文龙在会议上提

出了期望和要求。 

 

1 月 29 日至 30 日，怀揣着紧张不安却从容不迫的心情，亚新科

安徽迎来了博世与丰田联合审核。密封技术全体人员早上 7 点不到

已经全体就位，进行审核前最后的确认。审核过程中，无论是在炼

胶厂还是在密封技术，所有文件准备得无可挑剔，面对客户问题对

答如流，生产现场干净整洁，有条不紊。硫化工梅凤玲应对客户审

核，沉着镇定，按照标准作业指导书完成了硫化作业。工序检检验

员楼谊琴、丁胜莲严格按照测量标准步骤向客户展示了精准的测量。

客户深深感动于我们积极的配合和充分的准备以及现场员工优秀的

表现，多次称赞亚新科是一家优秀的供应商，并告知此项目丰田已

经审核了四家供应商，而亚新科是唯一一家通过的供应商。 

 

喜悦常常伴着汗水，此次审核不仅顺利通过，还得到了客户的

高度赞扬及充分肯定，离不开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的辛勤付出和

不懈的努力，同时也彰显了公司在 2018 年经历了博世与宝马的联合

审核及质量原则的发布等活动之后，全员质量意识得到显著提高，全体员工正在以高质量的要求树

立亚新科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坚信只要努力付出，终究会有回报。相信亚新科安徽能

够齐心协力，从容镇定应对 2019 年严峻的经济形势，迎接挑战，实现公司五年倍增计划，在激烈的

市场中开拓自己的一片新天地。（亚新科安徽 熊华妮） 

 

管理与运营 
 

新一套机器人设备抵达亚新科山西 

 

在技术时代的滚滚洪流中，亚新科山西本着“成为中国金属材料成

型的领先者”的愿景，启动发动机缸体机器人清理打磨单元项目。 

 

该项目以人工上料、自动输料的方式，通过运输轨道进入打磨单元

内部，由打磨机器人持打磨刀具完成对铸件毛刺及浇冒口残留的清理打

磨。每台机器人都配有激光检测设备，自动纠偏，随时调整打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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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设备将于 3月 8日全面调试完成，届时交付生产投入使用。 

 

该项目最终完成后，可实现设备高度的自动化，提高打磨效率。这个项目的实施，标志着亚新

科山西由传统的打磨方式向着机械化、自动化以及智能化的现代化工艺迈进。同时具备了更好、更

优良的打磨工艺，为客户提供更精细、更先进的打磨方案以及更优质的服务。 

 

新产品、新技术、新理念的不断出现，既给了我们巨大的冲击，也给予我们巨大的机遇。亚新

科山西时刻经历变革，推动变革，并顺势而为拥抱变革。(亚新科山西 王敏) 

 

亚新科凸轮轴降本改善案例之—— B 线地轨底板清砂改造 

 

铸造车间 B 线地轨底板由于合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落砂或砂型外壳

散落，往往积累了很多废砂在底板上，这种情况一来产生了浪费，二来

使得 B 线变得脏乱，三来也不利于生产。最初的解决方法是设两个旋转

的扫头，由电机带动清扫底板，然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发现，其效甚微，

软质的扫头很难清理掉紧固结合的砂子。所以决定改造清扫设备来清理 B

线底板。 

 

讨论后决定，在底板上放置一刮板，刮板用扭簧固定，提供了一定

的余量。底板传输过程中，从刮板下经过，底板上的落砂被刮板刮下，

落回输送带上。实际使用后发现，由于刮板固定，阻力强大，底板上的

落砂虽然结合紧密仍能被清理干净，且不需动力，故障率大大降低。改造一刮板所需成本也远低于

其他方案。相比较原来扫头需要定期更换，也节约了物料成本。 

 

新方案兼顾了功能与成本，以较低的成本达到了较好的效果，是性价比极高的解决方案。使用

新方案后，B 线底板积砂情况大大改善，不仅改善了车间的环境，还降低了质量风险。（亚新科凸轮

轴 谢雨航） 

 

行业信息 

 

研发投入与 AI 专利对汽车产业的影响观察 

 

据《2018 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全球 2500 家公司，2017—2018 年度研发总投入，占全球

企业 R&D 投入总额的 90%。其中，438 家中国企业入围，排名第三，美欧分列一、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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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 2500 家公司中：  

① 美国 778/31% 

② 欧盟 577/23% 

③ 中国 438/17.5%  

④ 日本 339/13.6% 

⑤ 中国台湾 99/4% 

⑥ 韩国 70/2.8% 

 

 在总计 7364 亿欧元投入中: 

① 美国 37.2%、  

② 欧盟 27.2%、  

③ 日本 13.6%，  

④ 中国 9.7% 

 

以上四大经济体 R&D 主要投资领域：欧洲与日本在汽车领域的投资高居各行业之首，均达 31%；

中国对汽车领域的投资位居各行业第三位，美国汽车产业投资比重未进入三甲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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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AI 趋势报告：  

一、中美 AI 专利申请数量遥遥领先其他经济体  

中国拥有全球最具规模的专利局和最多的首次专利申请数量，自 2006 年以来每年首次申请的专

利数量以每年 29%的速度增长。2014 年，在中国首先注册的 AI 专利数量超越美国。目前，中国和美

国在 AI 应用和基础研究上的专利申请处于全球领导地位。 

 

 

 

 

 

 

 

 

 

 

 

二、AI 专利应用领域：交通运输类涨势最猛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交通与通讯领域的 AI 专利申请数量，远超其他所有行业  

 交通及通讯等领域相关的 AI 技术，将有助于未来无人驾驶汽车的实现 

 

 

 

 

 

 

 

 

 

 

 

 

工业企业持续的研发投入，将极大地推动各行各业及交叉领域的技术进步。汽车产业作为人工

智能最大的载体，将受益于交通、通信及安全等领域海量的人工智能专利技术。我们相信，中国企

业有机会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一起，利用全球产业链技术研发成果，推动无人驾驶汽车时代的到来。

（亚新科总部 陈朝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