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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2019 年度亚新科李克平奖学基金揭晓！ 
 
春华秋实，岁月流金，经历了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带着对未来的憧

憬和美好的愿望，又有一批亚新科的孩子们在丰收的九月步入向往已久

的大学殿堂，开启新的人生篇章。与此同时，我们也迎来了由各家运营

企业精心选送的共计 28 名 2019 年“李克平奖学基金”的候选者。 
 
如各位所知，“李克平奖学基金”的创立是为了纪念为亚新科做出

巨大贡献的李克平先生。该奖学基金旨在为符合资格的亚新科员工子女提供资助，以鼓励他们在高等院校

致力于理工科专业方面的学习，为投身于未来科技的发展做好准备。  
 
亚新科集团管理层成员从候选者的高考成绩、录取院校与专业、对奖学金的需求程度、申请人意愿和

企业推荐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综合考量、评定及投票表决，最终从众多候选者中评选出本年的获奖者。在此，

我非常高兴地宣布，2019 年度李克平奖学基金的获奖者是（按姓氏排序）： 
 

获奖者 被录取大学 专业 
获奖者父母信息 
运营企业 姓名 

陈琚慧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类 亚新科双环 陈晓兵 
胡淇文 武汉工程大学 建筑类 亚新科神电 胡宏亮 

姜洋 杭州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亚新科山西 
姜军 
王槐花 

平效岩 东南大学 建筑系 亚新科山西 刘贞 
解雨竹 常州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亚新科双环 蒋玲 
徐凯昀 皖南医学院 医学影像学 亚新科安徽 徐学兵 
薛瀚洲 兰州交通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亚新科山西 薛志军 
张子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试验班类 亚新科凸轮轴 张炳东 
赵杨坤 江苏科技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亚新科双环 赵道平 

郑紫怡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亚新科爱斯姆 
郑兴好 
张燕 

周迪 安徽理工大学 金融学 亚新科安徽 
周双九 
黄永红 

 
让我们向 11 位获奖者及其父母致以诚挚的祝贺，同时也祝贺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新生和他们在亚新

科工作的父母！希望他们在大学期间勤奋学习、全面发展，成为品学兼优的优秀学生，并成长为所在领域

的优秀人才！我们期待更多亚新科员工的子女参与到奖学基金的评选中来！（亚新科总部 何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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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新科技术日 @ 潍柴 
 

2019 年 9 月 17 日，亚新科集团一行 16 人在集团副总裁倪威的

带领下来到潍柴动力研究院举办“亚新科技术日”活动。 
 
首先，潍柴发动机研究院运动件设计室主任介绍了潍柴的发展

历史及取得的辉煌成就，并就集团产品发展战略及未来五年发动机

产品开发计划，向亚新科团队进行了详尽解读。通过 14 款发动机

的开发状态，展现了潍柴在轻、中、重型全系列、全领域、高端发

动机方面的专注与远见。 
 
随后，亚新科集团及各运营公司分别介绍了各自新产品开发现

状及未来发展规划，以及目前双方合作项目的进展。 
 
当天下午，自然形成的 8 个小组，就 6 大类产品进行了两个多

小时讨论，现场讨论热烈、认真、具体、充分。具有国际领先技术

的气门座圈及 DLC 活塞环，厚积薄发的组合式凸轮轴，自主研发的

TVD 皮带轮，国内领先的缸体缸盖蠕墨铸铁技术，不仅是亚新科推

介的产品/技术重点，也是客户关注的重点，相信未来双方会有非

常好的合作机会和前景。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亚新

科技术日”就像是一场场“知时节”的好雨，潜移默化地传递着亚新科

与客户一起开拓创新，共襄未来的坚定信心。（亚新科总部 陈朝勇） 
 
第十六届亚新科集团市场销售年会 

 

2019 年 9 月 8 日至 9 日，一如既往，本着“交流信息、分享体会、明确方向、展望未来”的宗旨，第 16 届

亚新科集团市场销售年会在北京召开。 
 

集团市场与销售副总裁倪威主持会议，并首先发言，就中国汽车产业现状、全球市场宏观环境和企业转

型升级等几方面与大家进行了分享。集团人力资源、战略与投资管理和制造支持部门的负责人，以及总部销

售团队的同事也纷纷就各自工作进行了分享或汇报。各家运营公司的销售负责人与大家一起回顾了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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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和市场份额的变化；分享了各自产品领域在全球最新技术及发展趋势；分析了国际市场开发的挑战与策

略等几方面内容。亚新科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负责人也都飞至北京出席了本次会议，全球贸易格局风云变幻，

他们对各自市场的宏观环境与特点、客户与业务拓展现状的分享倍受大家关注。 

 

会议期间，全体与会者还共同参与了两次大型内部研讨会，分别就当前形势下“国际市场”和“国内市

场”的开拓、业务开发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等进行了充分分享和交流。积极热烈的讨论场面，与风趣有料的

汇报环节，相得益彰，所有的共识与分歧最终都转化为收获，带回到工作中。 

 

“好客户，新产品，主流市场”，感知最早的当下，关注细分市场。作为奋斗在一线的销售队伍，汪总

向大家提出了期望与要求。（亚新科总部 张勃峥） 

 
拥抱变化，推动技术与研发管理创新 
——记 2019 年亚新科集团技术年会 

 
2019 年 8 月 16 日至 17 日，亚新科集团技术年会在北京召开。各

运营公司技术部门负责人、亚新科双环总经理、总部高管团队出席了

本次会议。 
 
会议伊始，集团副总裁倪威首先就国内汽车市场走势进行了精彩

解读，让大家对整个行业正在经历的严峻考验，不同客户群体优胜劣

汰的趋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倪总指出：苦炼内功，以技术创新为

引领，是零部件企业笃定的面对“不确定性”的努力方向。 
 
人力资源副总裁刘迎春为大家分析了新形势下人才需求的变化

趋势。她认为，研发人才能力结构正在从传统的二维高斯分布向三维

高斯分布转型。作为公司的技术带头人，大家一定要对新的人才竞争

环境和管理需求有全新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造出新的能力，

去迎接新的挑战。 
 
亚新科双环总经理李开顺也到会做了即兴发言。他特别分享了某

客户对他说的一句话：“无论如何，你们永远不可能有最先进的技术。” 
他表示，作为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当客户对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想想

那种内心是什么样的滋味。所以他告诫我们的技术团队，亚新科业务国际化，一定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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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0-1 的创新很难，但从 1-2 的应用发明，就容易多了。另外，搞技术的要多跟客户交流、沟通，频繁的

拜访，让他了解你，包括你的知识产权。 
 

在这次会上，总部及各运营公司除了在新产品开发流程及项目管理这个共性话题上，剖析了各自的心

得与体会，还分别就：PDM 系统应用、产品技术专利及创新机制、类金刚石镀层技术及新产品开发历程、

凸轮轴生产防错技术应用、粉末冶金技术及应用趋势、乘用车电机发展趋势及产品解决方案、３D 打印技

术在砂芯制造中的应用、减振降噪产品 CAE 能力及发展历程，以及 CAE 技术发展趋势，精益产品开发与

敏捷项目管理方法等 10 个领域，进行了专题分享。 
 
会议期间还安排了两场非常接地气的技术培训：美国谢宁公司的“RED-X 方法”，以“字典游戏”为基本思

路，为我们解决复杂技术问题，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美国戴克伊亚太区龙博士对“GD&T 标准”的解读, 
深入浅出揭示了产品设计、模具设计、检具设计等在不同的设计公差标准体系下对产品成本的巨大影响。 

 
集团“技术年会”是各运营公司之间，运营公司与总部之间提供经验交流、成果互鉴的平台。在复杂多

变的市场环境中，成长的可持续性已成为比短期运营效率和盈利性更重要的课题。拥抱变化，推动技术与

研发管理创新，是亚新科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亚新科总部 陈朝勇） 
 

亚新科凸轮轴顺利通过康明斯 Z14 项目 PPAP 
 

2019 年 8 月 13 日至 15 日，由 DCEC SQIE 专家和康明斯东亚研发中心 Z14 项目设计工程师组成的专家

团队，来公司进行了 Z14 凸轮轴 PPAP 审核。双方首先对图纸进行评审，Z14 是锻件凸轮轴，这种材料是东

风康明斯和亚新科的首次开发，双方共同对康明斯材料标准进行讨论，随后项目组深入每道工序从人、机、

料、法、环、测六个方面对产品过程进行审核，每个细节都审核的非常充分，对成品进行全尺寸检测和关

键特性能力分析。 
 
在审核过程中，专家们细致、严谨的工作值得我们赞赏和学习！对我们制造过程中的一些细节提出了

不少很有价值的改进建议，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亚新科凸轮轴研发团队在项目上的工作和努力，最终 Z14 凸

轮轴项目顺利通过了康明斯专家的 PPAP 审核和批准。（亚新科凸轮轴 厉应龙） 
 
管理与运营 
 
亚新科山西积极打造“复合型”管理团队 
 

为了全面提升管理者水平，建设懂技术、会管理的复合型管理

队伍，公司特聘请 DDI 国际版权课程的授权讲师杨迪老师，在 7 月

11 日至 12 日对公司管理层进行了“管理者角色认知与任务达成”培
训。  
 

杨老师通过案例就管理者的四大角色与任务达成做了深入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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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读，第一，管理者日常所扮演的四个角色；第二，根据“DISC”法分析人的性格，对如何与不同性格的

人协作、如何建立信任关系、如何进行任务交办、如何跟进与反馈，反馈的四大要素，学会跟不同性格的

人相处；第三，通过灵活运用“ORID”法，与下属就工作任务达成共识、就工作计划达成共识、就工作方法

达成共识，最终以最高效的时间完成任务。 
 

整个培训，杨老师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并在课程中不断地穿插一些活动，让学员参与

其中，使得整个培训生动活泼、妙趣横生；提高了学员学习的积极性、改善了培训效果！ 
 

培训结束后，大家都非常积极地写了此次培训的心得体会，认为此次培训受益匪浅，并表示在今后的

工作中，要转换思想，逐渐认清自己的角色定位，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高效的管理者。(亚新科山西 卢
红娟) 
 
新力量 新岗位 新作为 
——亚新科凸轮轴召开 2019 年新进大学生入职座谈会 

 
2019 年 8 月 29 日下午，亚新科凸轮轴召开了 2019 年新进大学

生入职座谈会，公司总经理陈爱国、技术质量副总戴红星、支部书

记/工会主席周权以及相关部门的业务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 
 
会上，新来的大学生们逐一分享了入职两个月来的感受和工

作心得，畅谈了自己的工作理念和职业规划，饱含了对未来工作的

热情和向往，他们对公司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公司高层和相

关部门负责人耐心细致的解答。 
 
公司领导在认真听取发言后，对新员工的成长进步给与了肯

定，对大家主动学习、提升自身业务能力的做法表示赞许，并且欣

喜地看到大家能够快速融入我们这支朝气蓬勃的团队。陈总指出，

亚新科凸轮轴拥有全球的高端客户，产品技术档次和质量水平处于

世界前列，产品的优势以及公司先进的管理体制，使得公司能够长

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我们要不断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将

公司打造成“以研发为基础的传统行业中的高科技企业”。作为刚步

入职场的新人要主动学习，与一线紧密结合，打牢专业基础，业务上精益求精，养成“基于数据和事

实为基础”的严谨的工作态度，争取早日成为公司发展的中坚力量。 
 
新员工纷纷表示，通过这次座谈会，深入了解了公司的历史、现在和未来规划，同时也深深感

受到公司各级领导对他们的关爱和殷切希望，今后将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提升自己，为

公司长远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亚新科凸轮轴 聂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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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新科凸轮轴举行 2019 年度消防与逃生应急演练 
 

本着预防和应急并重的原则，对可能出现的事故,进行及早预防

并制定相应的应急救援措施，使公司全体员工了解消防、逃生的应急

要求，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亚新科凸轮轴于 2019 年 07 月 23 日下午

举行了消防应急逃生预案演习，安监环保部对本次演习安排、内容及

相关要求做出了全面落实，全面动员，全员参与的举措。 
 
演练过程中，副总指挥吉友群现场指导新员工参与安全演练，教

授灭火器正确的使用方法。  
 
演练结束后，总经理陈爱国做了现场点评。消防演练旨在防患于未然，公司历来将安全生产作为企业

的头等大事，将安全生产作为管理的重中之重。公司每年举行消防与逃生演习，旨在通过消防与逃生演习

提高公司全体员工的消防意识和安全技能，检验公司消防安全的组织能力、应急能力和实战能力，为员工

营造安全和谐的工作环境。 
 
通过本次演练活动，各级各部门对安全疏散应急预案演练有了更深的认识，并积累了一些经验，为以

后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打下一定的基础，分析这次消防逃生演练活动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首先要加强员

工自身的认识，只有员工自身的认识高了，才能充分认知应急逃生演练的重要性、必要性。其次是多举行

这样的活动，使全体员工在活动中接受教训；在活动中认识不足；在活动中提高自已。 
 
在今后日常工作中，我们将更进一步强化应急逃生预案的学习以及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应急意识，

确保全员、全面、全方位开展应急逃生演练工作，将应急管理与工作连接的更紧密、更切合实际。（亚新

科凸轮轴 刘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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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新科人 
 
给我一个舞台，还你一片精彩 
——记亚新科双环财务部成本专员杨长林 
 

“给我一个舞台，还你一片精彩”是财务部杨长林 2006 年入职时

的简历宣言，他每年都用优异的工作成果践行着他当初的诺言。进

入公司十三年来，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在工

作中有着超强的执行力和钻研精神。正是他拥有的这些最基本的素

养，才能为公司的成本管控作出重大贡献。他自学编程、结合公司大

数据、利用自已的专业财务知识先后为公司建立了成本的事前预警、

事中控制、事后分析成本管控模板，创建了全新的标准成本超支差

异分析系统和阿米巴项目降本模型，为公司历年来成本指标完成奠

定了管理基础。 
 

2019 年，汽车市场迎来了又一个“寒冬”，在严峻的市场销售形势下， 2019 年公司成立降本领导小组，

杨长林被任命为财务成本专员，重点工作是公司可控费用控制，他再一次踏上了新的岗位征程。对于公司

经营来说“成本是一种必要之恶”，公司要求 2019 年可控费用占销售比重下降 30%，面对这个看似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杨长林经过一系列的数据梳理与费用结构分析，制定各部门预算控制总目标，筛选与费用发生

密切的相关人员，成立项目组、分解目标及制定考核责任。规定了所有费用必须事前 OA 流程申请，同时

锁定控制公司以下重点费用，并改善固化流程： 
 
一、对于设备修理、基建维修、冷作工等重点控制费用，实施事前申请核价。 
二、根据投入回报的原则，严格控制销售交际应酬费、差旅费费用占比。 
三、对于非销售部门交际应酬费、差旅费，实行费用细化分析，功能梳理整合，退回低效无效不增值的

费用。 
四、物流运输招标比价降本，并对特殊发运方式考核。 
五、对于其它可控费用，执行预算控制，必须事前申请。 

 
2019 年 1-7 月，杨长林用 130%的完成率，超指标提交了答卷。然而一项变革，从方案的制定、到落

实、再到目标的完成，从来都不会一路平坦，“130%”这个简单数据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故事，有坚持的艰

辛、也有小成的喜悦；有为小众的指责而委屈，也有与供应商的理论而激昴。杨长林又一次用他兢兢业业、

恪尽职守、超强执行力和钻研较真的职业素养完成了公司交给他的任务，为公司在严峻的市场销售形势下

守住了成本的阵地！（亚新科双环 高一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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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新科生活 
 
联谊促发展 
——记亚新科山西大学生联谊活动 

 
刚进入公司时，听说公司会不定期安排大学生参加一些活动，我很幸运的赶上了七月份的联谊活

动，听说是去绛北大峡谷，我很是兴奋，因为早就听说过这个地方山清水秀，而且还可以去漂流，打水

仗。 
 
7 月 19 日一早，我们坐上大巴车，前往期待已久的绛北大峡谷，打算一饱眼福。刚到大峡谷门口，

门牌上五个大字映入眼帘——绛北大峡谷，看起来写得非常霸气。进入大峡谷之后，是一泓清水，水面

还有一座人造小山，细细地听，还可以听到潺潺的流水声，环顾四周，可以看到怪石林立，花草与树色

争艳。听着水声，看着风景，这简直是一种享受，真有“此景只应天上有”的感叹！休息片刻，我们开始

了一天的活动。首先我们是去参加联谊会，组织人的发言，明白了此次联谊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增进感

情，共同为亚新科山西的发展献上一份力量。 
 
接下来，既然是集体活动，那么每个人都必须有集体意识和合作意识，所以，我们开始了令人记忆

犹新的军训，做了军姿和一些基本动作，深刻体会到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内涵。这军训仿佛让我回

到了大学时光。军训 30 分钟结束后，我的腿竟然有点疼，可能是平时缺乏锻炼的原因。之后，我们又做

了两个游戏，加强了我们的合作性，考验了我们的协作能力。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中午，我们享受完农家乐后，有些人在谈笑风生，有些人在指点江山，

还有些人疲惫的坐在凳子上休息。过了一会儿，大概两点左右，我们开始了下午的活动，我们跟着教练

学了杯子舞，可以给音乐打节奏，可能是因为大家对漂流期盼已久，所以大家学得非常快。 
 
最后一项就是漂流了，大家换好衣服，坐上观光车，沿途欣赏着秀丽的风景，不一会儿就到了漂流

的地点，大家迫不及待的穿上救生服，戴上帽子，拿上船桨，奔向皮艇。刚坐上皮艇，哇，好久没有这

么凉爽过了。随后，我们联谊会的成员都上了皮艇，接下来好戏上场了。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开始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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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水仗，有拿水枪的，有拿水瓢的，还有用手的，真是打得一波欢乐，场面异常激烈。之后，我们坐着

皮艇顺流而下，不管是皮艇撞击到石头上，还是水浪打在身上，都抵不过我们的欢声笑语。我们当时的

感觉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爽”，欢乐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是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半个多小时后，

这样的欢乐时光就结束了，随后我们在门口合影完毕就依依不舍的离开了。 
 
非常感谢亚新科山西让我参加了这次活动，激发了我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让我可以更加努力的工

作；感谢亚新科山西让我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最后，我要衷心地祝福亚新科山西发展越来越好，做大

做强，同时希望我们亚新科山西的员工永远团结、友爱，为了我们的家——亚新科山西，献上我们的绵

薄之力。（亚新科山西 王秋辉） 
 

饺子飘香，情谊绵长 
——记亚新科双环大学生联谊活动 

 
酷暑散去，秋风送爽，九月的脚步悄然而来。9 月 1 日下午，天空中飘散的小雨带来一丝秋凉，但

在亚新科双环大学生公寓的小厨房里却是一番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为了迎接 2019 年新入职的大学生，

加强大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亚新科双环组织了一场包饺子活动。 
 
活动从下午两点正式开始，在大厨的指导下，有人负责拌馅，有人负责和面擀饺子皮，有人负责准

备甜点，大厨则早早地煨上了老鸭汤。大家互相配合，不一会儿形状各异的饺子就铺满了餐桌。活动有

条不紊的进行着，屋里屋外回荡着大家的欢声笑语。数小时后，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也端上了桌，伴

随着空气中鸭汤的香味和满桌的佳肴，让人不仅垂涎三尺。参加活动的的人力资源部部长陈传勇与质量

部部长史炜炜对大家的“劳动成果”赞赏有加！ 
 
夜幕下，大家齐聚餐桌前，公司总经理李开顺应邀前来参加此次活动，与大家进行了一次近距离的

接触交流。大家畅所欲言，聊起了在亚新科双环的工作与生活，李总非常关心住宿大学生的起居生活，

在了解了大家存在的困难与不便后积极帮忙解决。在李总和大家的交谈中大家深切感受到公司管理层对

大学生们的重视和期待，希望他们能够发奋图强快速成长，早日成为亚新科双环的栋梁。 
 
活动在连绵不绝的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大家的心与公司贴的更近了。大家意犹未尽，都翘首企盼

着下一次的相聚。亚新科双环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公司的发展离不开每个

人的努力与贡献，大学生们坚信自己可以在亚新科双环这个大舞台上大展拳脚、施展抱负，为公司更辉

煌的明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亚新科双环 孟硕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