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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康明斯和亚新科集团 A 级战略供应商会议在亚新科凸轮轴召开 

 

作为康明斯与亚新科一年一度的盛事，康明斯 A 级战略供应商会议于 2022 年 11 月 9 日在亚新科凸轮

轴隆重召开。来自东康、福康、安康、重康、西康、广康、康明斯 EARD 和 ABO 的各位嘉宾代表齐聚仪征，

回顾过往，展望未来，再战明天。亚新科集团 CEO 李开顺、副总裁倪威、双环总经理刘千喜、山西总经理

田国柱、凸轮轴总经理陈爱国、安徽 NVH 副总经理吴长丰等共同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东康采购总监张要治主持，东康总经理黄海涛和亚新科集团 CEO李开顺分别做了开场致辞，

康明斯 ABO 蒋霄翔总监做了康明斯组织结构和业务更新的交流，亚新科各运营公司总经理分别汇报了各自

公司的运营以及与康明斯的业务合作情况。本次会议回顾了康明斯各公司对亚新科运营公司上一年度的绩

效评定、回顾了新项目的进展，以及后续对亚新科各公司的期望。 

 

会议上，亚新科集团 CEO 李开顺就亚新科未来三年的发展目标、实现路径以及新工厂未来建设的情况

做了详细介绍，并要求亚新科各家运营公司要以客户为中心，将与康明斯的业务合作做到极致。东康总经

理黄海涛表示，亚新科集团的战略和理念与康明斯契合度高度一致，他肯定了亚新科集团多元化、多渠道

发展的策略，赞许双方目前在业务合作上取得的业绩！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亚新科凸轮轴和亚新科

双环，并对两家公司的现场管理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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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明斯是亚新科集团多年的战略客户，一直以来各家运营公司的业绩表现得到了康明斯中国区和合资

公司的一致认可，获得了全系列产品的合作和诸多荣誉。亚新科集团将再接再厉，进一步推进与康明斯的

合作，探讨未来双方深层次战略合作的方向。我们深信在双方高层的大力推动下，百年康明斯和亚新科集

团的合作必将再创新辉煌。（亚新科凸轮轴 孙威） 

 

亚新科山西被评为“山西省智能制造示范企业” 

 

2022 年 9 月 29 日，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 2022 年省级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企业进行公示。亚新科山西先后通过地方政府审核、行业专家答辩和评

审等环节，成功入选。 

 

智能制造是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对于提升技术实力、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成本竞争力，

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实现制造过程的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及绿色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公司基于数字化技术打造了工艺开发、生产管理、质量管理及运营管理一体化平台。以

CATIA（计算机图形辅助三维交互式应用）、UG（工业设计辅助软件）、MAGMA（铸造模拟系统）、PDM

（产品数据管理系统）提升研发能力和响应速度；以 ERP（企业资源计划）、MES（制造执行系统）提升

生产和质量管理水平；以 OA、CAPEX、汇联易为主提升运营管理综合能力；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公司

先后引进了多台制芯中心、机器人自动打磨单元、机器人缸盖自动合箱系统、喷涂机器人等数字化设备，

提高了各工序的自动化程度，又改善了作业环境，对产能提升和质量稳定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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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盖合箱机器人     制芯中心      自动打磨机器人 

 

亚新科山西不断加速智能制造的步伐，借助 PDM、ERP、MES 等不同的信息化系统，通过 5G 技术实

现设备的互联互通，使铸造、机加工及检测设备、工业机器人等实现数据采集、网络通信、程序集中管

理、大数据分析、可视化展现、智能化决策支持，将设备由以前的单机工作模式，转变为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的协同管理模式，全面实现亚新科山西制造和经营的转型升级！(亚新科山西 苗雪静) 

 

亚新科凸轮轴成功入选“江苏省互联网标杆工厂”  

 

2022 年 9 月 6 日，亚新科凸轮轴“凸轮轴精益制造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申报项目，在经过地方推荐，

专家评审、现场核查与答疑、网上公示等程序，成功入选“江苏省工业互联网示范工程(标杆工厂类)名单”，

全省共有 79 家企业入选。 

 

亚新科凸轮轴“凸轮轴精益制造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项目采用工厂总体设计、工艺流程及布局数字化

建模，运用工业现场感知数据集成技术，紧抓产品工艺、技术、生产、检测，将生命周期各环节的智能化

装备及系统进行深度集成，搭建集制造执行系统(MES)、设备机联(DAS)、物流管理系统(WMS)、企业资源计

划系统(ERP)、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质量零缺陷管理系统系统(ZDM)、人事薪金管理系统(HR)、办

公自动化平台(OA)、BI 分析决策支持平台等为一体的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管理平台，实现工业互联网在离

散行业的创新性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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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团指导下，亚新科凸轮轴各部门深度协同配合，员工踏实努力工作，现阶段已达到一定级别的自

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管理水平，有效提升了公司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降低各项生产与管理

成本，缩短交期，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此次入选江苏省标杆工厂，是对亚新科凸轮轴“智转数改”努力工作的认可，也是对公司下一步工作的

激励，我们将再接再励，全面建设成为数字化智能工厂，助推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亚新科凸轮轴 

张炳东) 

 

扬州大学丁建宁校长一行莅临亚新科双环参观考察 

 

2022 年 10 月 5 日下午，扬州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丁建宁，校

办主任龚俊杰、机械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尤玉军、机械工程学院院长

张超等一行来亚新科双环参观考察。亚新科集团 CEO 李开顺、亚新

科凸轮轴总经理陈爱国、亚新科双环总经理刘千喜等领导热情接待

了来宾。仪征市副市长张正和代表仪征市委、市政府也参加了活

动。 

 

座谈交流会上，张市长首先对丁校长一行到访表示热烈欢迎，

对扬州大学给予仪征以及地方优质企业的关心与支持表达了感谢，

也希望扬州大学能与仪征进一步加强合作，更多地关注像亚新科双

环这样的地方优质企业，深入推进校企合作，共建平台，开展技术

攻关，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会上，亚新科集团 CEO 李开顺介绍了亚新科集团的基本情况、

新能源业务发展及未来发展规划等，同时也表达了双方加强交流合作、促进校企合作的深度融合模式、互

相学习、共同发展的愿望。 

 

丁建宁校长一行对此次来访安排感到非常亲切，并对亚新科集团，以及亚新科双环近年来的发展成绩

以及规划蓝图表示充分肯定和赞许，也希望校企双方加强合作，依托扬州大学优厚的师资力量和科研创新

能力，共同进行科技攻关，加强产学研交流，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活动期间，丁建宁校长一行参观了公司台架试验中心及生产车间，对公司的自主研发以及技术创新力

给予了高度认可与评价。 

 

通过此次交流洽谈，校企双方就开展长期、深入的合作均表达了强烈意愿，并就通过建立联合实验

室，开展针对性培训教育等方式，在机械、车辆、材料、新能源等方面优先开展战略咨询、技术创新、新

产品研制、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长期合作，实现产、学、研紧密结合，以期取得成效。(亚新科双环 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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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新科山西参加“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铸造博览会”，8.5/10L 缸盖被评为“优质铸件金奖”产品 

 

金秋九月，硕果盈枝。2022 年 9 月 19 日—21 日，由中国铸造协会主办的 2022 年内唯一国际铸造行业

大展——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铸造博览会、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压铸工业展览会&第十六届国际有色及特种铸造

展览会（以下简称“铸博会、压铸展”）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启动。本届铸博会、压铸展全面覆盖、深度

聚焦全产业链，参展企业规模大，产品种类全，技术应用领先等独特优势，重点展示中国铸造业转型升级

的优秀成果。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众多知名企业，共同演绎铸造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成果与解决方案。 

 

亚新科山西本次参展产品 17 件，涵盖缸体缸盖毛坯、加工件、飞轮总成。公司销售、技术、设施等部

门人员参加了本次铸博会。首日上午，中铸协、山西省贸促会、山西省铸协领导分别到公司展台进行了参

观指导，并对我司参展产品和近年来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经铸博会专家组认真评审，我公司参展的

8.5/10L 缸盖被二十届组委会评选为“优质铸件金奖”产品！ 

      

铸博展会组委会对亚新科山西的荣誉表彰，既是对公司产品质量的高度认可，更是对公司作为国内专

业企业，为铸造行业做出积极贡献的充分肯定。亚新科山西将以此次参展为契机，扩大与客户的交流和深

化合作，向世界展现出一个更具创新、更具活力的中国铸造强企，绘制行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亚新科山

西 孙翊哲) 

 

2022 年“亚新科李克平奖学基金”获奖者名单发布 

 

自信、勤奋、坚韧、志向…… 如您看过我们可爱的亚新科学子们写来的一封封申请“亚新科李克平奖学

基金”的自荐信，您一定会被他们这些年孜孜不倦，刻苦学习，追逐梦想的精神所感动。是的，就在这个丰

收的九月，他们已经带着新的梦想，踏上了人生的全新篇章。 

 

“亚新科李克平奖学基金”设立于 200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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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投身于中国科技的发展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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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候选者的高考成绩、录取专业与亚新科业务的关联程度、对奖学金的需求程度、申请人意愿等

诸多方面进行了综合考量和评定，今年，亚新科集团管理层成员一致决定：由各家运营公司提交的 27 名候

选人全部获得 2022 年度李克平奖学基金，获奖者名单如下（按姓氏排序）： 

 

 

“彼方尚有荣光在,少年不惧岁月长。”衷心地祝愿这些朝气蓬勃、前途远大的年轻人。 

 

亚新科集团致力于参与到世界未来科技的研发中，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亚新科员工的子女参与到

“李克平奖学基金”的评选中来，为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贡献力量！(亚新科总部 王岩丽) 

 

运营管理 

 

聚焦人力资源，增强管理能力 

——亚新科双环 MTP 培训第六期圆满举行 

 

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日常经营中起着重要支持作用。2022 年 9 月 4

日，亚新科双环组织开展了 MTP 第六期培训《非人力资源经理的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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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培训旨在明确人力资源在企业管理中的角色，提升管理者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能力。主讲老师龙

飞从人力资源的定义引入课程，从“精准识人、长于用人、培育部属、维系稳定”四个方面介绍了直线经理如

何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并以企业实践为基础，结合公司管理中可能存在的实际问题，运用大量案例和互动

的形式，从各层级管理者应该拥有和具备的人力资源管理念、技能、技巧方面进行了生动的讲解和演练。 

 

课程结束后，专业的拓展训练老师带领大家进行了拓展训练，参训学员组成不同的队伍为了各自的团

队而努力，学员们全情参与，积极参与互动，整场培训气氛轻松、热烈。 

 

人才是一个企业最重要，也最稀缺的战略资源和核心能力，人才

的“选”、“育”、“用”、“留”以及“以人为圆心、以事为半径”的各项工作的开

展，都需要人力资源部门和非人力资源部门联袂打造，共同打磨！ 

 

希望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非人力资源部门”及其管理干部，建立

“人才战略”的思维，理解人才“以人为本”的精髓，掌握“选育用留”的工具，

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实现人力资源战略的发展促进公司战略的

实施！(亚新科双环 王晓璇) 

 

亚新科双环党委组织党员参观红色基地传承革命精神 

 

2022 年 10 月 2 日，仪征亚新科双环党委组织部分党员前往仪征市

博物馆、中国两淮盐运博物馆、中共仪征市党组织诞生地，参观学习红

色基地，传承革命精神，“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 

 

第一站：参观仪征市博物馆 

仪征市博物馆藏有自商周以来各类文物、标本 7000 多件，比较全

面地反映了本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文化概貌，藏品品种丰富，地

方特色显著，尤以汉代文物为馆藏重点，反映了仪征丰厚的汉文化内涵。在讲解员带领下，党员们依次参

观了 “扬子江畔的明珠——仪征历史陈列”、“泱泱汉风——仪征汉代文物精华陈列”、“石之缘——仪征雨花石

展”等，学习回顾了灿烂的仪征历史。 

 



 
 

亚新科企业传媒部编制                2022 年 09-10 双月刊 / 总第 128 期  8 

 

第二站：参观中国两淮盐运博物馆 

中国两淮盐运博物馆位于仪征十二圩镇，馆内展品有 600 多件。博

物馆分四个展厅： “淮盐转运源远流长”、“东南盐都利浦尽美”、“华丽转

身继往开来”、“人杰地灵遗泽流芳”，生动翔实地介绍从古到今运销两淮

盐业的历史，打开十二圩尘封多年的盐运历史，对“一部淮盐史关系百家

咸淡，万年扬子江书写千载春秋”回味无穷。博物馆工作人员精彩独到的

讲解，让大家对十二圩的“盐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第三站：参观中共仪征党组织诞生地 

在中共仪征党组织诞生地旧址，大家认真倾听讲解员讲述 1926 年丹

阳独立支部在十二圩建立的仪征第一个党组织的光辉历史，参观了 “盐

都火种”、“扬子风云”、“群英流芳”、“扬帆远航”四大板块，展示了江上青、

吴学谦等杰出党员以及许多年纪轻轻为了革命事业牺牲的党员先烈的

事迹，一件件珍贵的历史遗物，一幅幅记录峥嵘岁月的图片，生动还原

了仪征最早党组织的奋斗历程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仁人志士的英

雄事迹。 

 

党员们一边认真参观，一边用心聆听馆内人员的讲解，不时提出一个个问题。通过学习，大家进一步

了解了仪征悠久而深重的文化积淀。 通过瞻仰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党员同志们深受教育，纷纷表示

要学习先辈的革命斗争精神，守初心，担使命，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工作，

在公司快速发展中做表率，创造亚新科双环优秀的业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亚新科双环 陈玉金) 

 

亚新科生活 

 

金秋十月，亚新科安徽精彩“篮”不住、“乒”出激情、“拔”出精彩、“羽”您共享 

 

金秋十月，一年一度的盛大运动赛事在亚新科安徽如约登场。篮球、乒乓球、拔河、羽毛球的团体比

赛和个人比赛先后打响。公司各系统组成的队伍场上摩拳擦掌、毫不退缩、努力拼搏；场下呐喊声、加油

声、鼓掌声充斥在公司上空，此起彼伏，构成了一幅阳光、美丽、激情四射的图景，在金秋阳光的照耀下，

熠熠生辉，久久回荡…… 

 

亚新科安徽职工专场篮球赛在中溪篮球场举行，他们分别是销

售代表队和由公司各系统部门组成的联合队，巅峰对决，争夺亚新

科安徽今年篮球比赛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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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一触即发，一颗颗球精准投网，迎得阵阵喝彩，联合队率

先迎来开门红。他们身如飞虎，连拿两球，大有夺冠势头。随后，

销售队开始将比分拉开，投进了开场以来的第二个三分球。联合队

也不甘示弱，奋起直追，最终以较小的比分差距结束上半场比赛。 

 

半场休息后，很快比赛进到白热化，销售队几名主力大显风采，快攻、抢断、上篮、三分频频得手。

联合队奋起直追，集群体之力连拿几分，不过在倒计时之下还是没能力挽狂澜。销售队赢得本届比赛的冠

军。 

 

第三届“亚新科杯”乒乓球比赛在公司职工俱乐部一楼乒乓球室

举行，来自公司各系统部门共 26 名选手参赛，本次比赛采用十一分

制，三局两胜，现场随机抽签决定比赛对手。 

 

在整个赛事活动中，参赛队员们各显风采，可谓是狭路相逢英

雄汇聚一堂，风起云涌各路俊杰决战乒乓，给大家献上了一场精彩

的竞技盛宴。赢得台下热烈掌声。 

 

在决赛局，财务系统选手杨可，凭着其强大的技术实力，继续

卫冕乒乓球冠军，行政人事袁为忠获得第二名，减振孙方松荣获第三名。 

 

 

历史悠久的第十八届“亚新科杯”男女混合拔河比赛在公司

篮球场开战，来自公司各系统的八支队伍，以及工作人员、拉

拉队、观众共有约 150 人参加本次活动。 

 

在最后一场的冠亚军争夺赛中，密封技术二队与五金制品

代表队势均力敌，难分伯仲，场下队员卖力呐喊，响破天空，

最终密封技术二队技高一筹，荣获第一名，五金制品荣获第二

名，密封技术一队荣获第三名。 

 

 

 

第三届“亚新科杯”羽毛球比赛在公司室内羽毛球场举办，来自各系统部门共 26 人参加本次比赛。本次

比赛采用 15 分，三局二胜制，现场抽签分组比赛。 

 

比赛一开始就进入了残酷的淘汰赛，每组人员都面临这一局比赛就走下场的可能，然而各路精英各显

风采，将高远球、扣球、吊球等各路球技展现的淋漓尽致，博得了观众的喝彩和阵阵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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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尾声，比赛进入到僵持阶段，你抛我接，无数的来回，

经过近一小时的激烈奋战：战略与采购系统李占涛再次卫冕

冠军，减振黄孙华荣获第二名，财务杨可荣获第三名，为本次

比赛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在各场比赛中，所有参赛队和选手们都践行“比赛第一、

友谊第二”的竞赛精神，相互切磋，相互进步。丰富的运动赛

事，不仅充实了大家的业余生活，增进了同事间的友谊，激发

了大家的运动热情，还营造了健康、活力、积极、向上的企业

文化氛围，进一步提高了亚新科安徽团队合作和坚韧不拔的

精神，为亚新科安徽未来更快、更好的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动力。（亚新科安徽 尚瑞） 

 

情暖夕阳红 浓浓敬老情 

 —— 亚新科安徽开展重阳节慰问活动 

 

2022 年 10 月 4 日，亚新科安徽党委工会一行 5 人来到中溪敬老院，

为老人送去爱心和祝福，并代表亚新科安徽公司捐赠中溪敬老院 1 万元

和一些适合老人食用的生活食品。 

 

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为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传递温暖回报社会，亚新科安徽

不忘初心，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已连续十几年为中溪敬老院奉献爱心。 

 

因疫情防控的原因，今年在敬老院大门进行了慰问，在中溪敬老院院长交谈中，仔细查看并询问了他

们的生活情况，并送上了浓浓的节日问候。一箱箱牛奶、八宝粥等爱心物资，传递着关爱真情，承载着亚

新科安徽作为爱心企业的担当！ 

 

慰问现场我们也看到，院内的老人们脸上都洋溢着期盼和幸福的表情，并非常感谢党，感谢亚新科安

徽以及企业家的多年的关心和慰问，并祝愿亚新科安徽宏图大展，蒸蒸日上，再创辉煌！(亚新科安徽 黄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