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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大功率发动机耐久台架试验在亚新科双环圆满完成 
 

为更好地服务于客户，满足主机客户大功率发动机的测试需求，亚新

科双环于 2019年上半年完成了对 4#试验室的升级改造，配备了 700kw电

力测功系统，是目前国内活塞环行业唯一拥有 700kw 电力测功系统试验

台架的厂家。核心部件主要由美国 Baldor电机和德国西门子变频器组成，

能够很好地满足测控精度要求。测控系统配有 24路压力测量、24路低温

测量、16路高温测量和 15路开关量控制通道，满足台架试验多通道测量

的要求。4#室还配有 AVL油耗仪、温控设备、漏气量测量仪，提高了与活

塞环功能紧密相关的燃油耗、机油耗和漏气量的测量精度。同时测控系统还集成有水恒温控制装置，机油

恒温装置、进气空调系统、进气中冷装置和尾气处理等设备，为各项试验顺利完成提供了有力保障。 

 

由于本次试验严格按康明斯标准执行，试验工况复杂且恶劣，对测试设备控制能力要求极高，尤其是

对燃油温度变化的控制，既要满足宽范围的温度变化，也要确保变化的时效性和温度的精确性。然而双环

原有的燃油温控设备并不能满足控制要求，为了顺利地承接该试验任务，公司领导高度重视，迅速决策自

主研发新增一套燃油温控设备，并在试验开始前完成了设备安装与调试。 

 

本次试验持续了 65天，既是对双环台架试验人员能力素质的提升与锻炼，也是对新台架测试系统的考

验。整个试验过程中，台架试验小组成员放弃休息，发扬双环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实行 12小时轮班制，每

周 7天不停机的工作模式，保证试验按时完成。 

 

坚持以客户为导向的核心价值观，亚新科双环与福田康明斯精诚合作，共同完成了 X12国六柴油机 1000

小时台架耐久试验验证。 

 

本次试验的圆满完成，深化了亚新科双环与福田康明斯的合作维度，在推进 X12 国六柴油机活塞环开

发项目进程的同时，也使双环台架试验室试验能力得到了福田康明斯的充分认可。 

 

亚新科双环发动机台架试验能力的再升级，为今后进行大功率发动机的可靠性、耐久性试验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体现了亚新科双环与主机厂合作开发大功率发动机活塞环项目的决心，充分凸显了亚新科双环

“成为中国领先、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汽车零部件集团”的理念，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亚新科

双环 胡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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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新科工业技术(运城)汽车零部件制造园项目正式签约 
 

2021 年 2 月 6 日，郑煤机集团董事长焦承尧，郑煤机集团副董事长、

CEO、亚新科集团董事长贾浩，亚新科集团总裁兼 CEO 汪滨，与运城市委

书记丁小强等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座谈，双方就加快亚新科工业技术(运
城)汽车零部件制造园项目推进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一致共识。随后，

双方签订了亚新科工业技术(运城)汽车零部件制造园项目协议书。 
 
焦总表示，下一步发展中，郑煤机集团将重点打造汽车零部件产业。亚新科新项目技术装备信息化、

数字化水平高，生产工艺环保，集团将本着“建成就要达产”的理念，汇聚生产要素，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

早日建成投产，建设示范引领型企业，为运城“十四五”高质量发展做新贡献。丁书记、储市长对焦总一行表

示欢迎，并感谢亚新科集团长期以来对运城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 
 
亚新科运城项目概算总投资 10.5 亿元人民币，设计产能 6 万吨的铸造生产线和铸件智能加工生产线，

主要生产 10-15L 柴油发动机缸体、缸盖铸件；项目整体规划、分期实施。一期项目投资约 7 亿元，建设年

产 6 万吨的铸造生产线，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约 6 亿元，解决约 600 人的就业；二期项目投资约 3.5 亿人

民币，建设与铸造项目配套的智能化机加生产线。 (亚新科山西 靳鹏) 
 
新制芯中心为亚新科山西发展增添新动能 
 

2021 年 1 月 23 日，亚新科山西新制芯中心顺利投产，成功生产出合

格的砂芯，公司产能平衡再上新台阶，为高速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并没有影响公司一线员工工作的

热情，公司业绩创出历史新高度，达到突破性的 11 万吨，订单数暴涨，

这也对公司现有的产能提出了新要求。 
 
新制芯中心项目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开始进场安装，在各部门的精诚协作和乙方厂商的密切配合下，

公司上下一心，夜以继日，攻坚克难，于 1 月 23 日成功生产出了合格的砂芯。从厂房内的模具库搬迁，从

地基建设到钢构平台架设，从制芯中心设备安装到外围设施调试，时间紧，任务重，地基、钢结构、制芯

中心、送砂系统、尾气处理……一桩一件，都是汗水和辛苦，都是辛勤和智慧。原计划 60 天的安调任务，

在 30 天不到就完成了，当看着第一个合格的砂芯新鲜出炉，参与项目的所有人脸上绽放出了幸福的笑容。 
 
成功来之不易，付出终有回报。新制芯中心的顺利投产为公司的产能注入了新活力，产品生产更加灵

活和精益，制芯区域的产能瓶颈完全消除，与系统的产能匹配性达到了最佳状态。(亚新科山西 张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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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向前冲 亚新科凸轮轴誓夺新年开门红 
 

迈新年，牛给力，由于市场不断“疯涨”，凸轮轴订单持续增长,产品

需求急剧增加，销售需求增幅超过 50%。销售需求不断地打破以往记录，

接连挑战着公司的产能极限。 

 

元月份，公司首次目标产值超 3000万元，既是一个新的历史记录，

又是整个团队的试金石！人员如何安排？工位如何调配？一件件细化的

工作挑战着生产团队紧绷的神经！从公司领导到一线员工，销售、生产、

技术、质控等支持部门，和车间相关的管理人员一起想办法、拿对策。通过产能的分解，充分利用现有设

备工序的剩余时间，见缝插针，瓶颈工序借助外部力量加工，采取换人轮岗不停机等措施，争取产能最大

化！公司的二线全力支援一线生产，很多二线管理人员都是以前的一线生产人员，岗位虽然变了，可依旧

心系生产，当一些辅助工序缺人的时候，二线员工毫无怨言，担当最佳的“火力补给”。 

 

团结就是力量，当所有人拧成一股绳的时候，迸发的能量是惊人的。忙碌的元月如白驹过隙般匆匆而

过，截止 1月 26日，公司生产产值 2633万元，日均超过 100万，这是所有凸轮轴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扬鞭奋蹄，引吭高歌，追求产销的同时不忘以高标准、高要求做好安全、防疫、环保等稆项工作，保

障员工的身心健康和舒适的工作环境。2021 年，我们将面对更大的挑战，只要我们继续努力，稳扎稳打，

只争朝夕，不忽视任何细节，不浪费任何工时，精益求精造好轴，必能化挑战为机遇，创造亚新科凸轮轴

更佳美好的明天！(亚新科凸轮轴 张金保) 

 
上柴授予亚新科双环“卓越供应商”荣誉 
 

2021年 1月 11日，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召开了年度

供应商大会，上柴总经理徐秋华等高管出席了会议。亚新科双环副总

经理杨明应邀参加了此次大会,并参加了核心供应商专题交流会。 

 

会上，上柴领导分别介绍了上柴 2020 年度运营情况，并通报了

2021 年上柴的柴油机销售目标。2020 年上柴生产发动机同比增长

65.38%，销售同比增长 69.33%。2021 年上柴生产目标 25 万台，同比增长将达到 54%。2020 年是上柴开启

新征程、焕发新活力的一年，公司坚决贯彻“主动求变、创新发展”的经营战略，积极推进“新四化”产品

发展战略，经营指标创造历史新高，发动机产品实现升级迭代，创新项目取得可喜的进展，以 ODT 为核心

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表现稳步提升，得到市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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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亚新科双环因产品交付及时、进货检验合格率 100%，0公里

故障率零 PPM、新产品的联合开发、现场服务等方面受到了上柴各个部门

领导的肯定，再次被上柴授予“卓越供应商”的殊荣，这已是亚新科双环

连续第 17年获得此项最高荣誉。 

 
2021年，亚新科双环将紧跟上柴步伐，全力支持上柴的新品开发，把

亚新科双环的最新研发成果和上柴的新品开发需求紧密结合，进一步提升

产品竞争力，携手上柴奋斗新征程，突破新高度！助力上柴早日实现 135

战略蓝图！(亚新科双环 林安全) 

 
亚新科双环荣获欧康动力年度“质量领先奖” 
 

1 月 23 日，福田欧康动力在珠海成功举办以“变革向上，福

芯长隆”为主题的年度供应商大会！亚新科双环凭借各项优异表现

荣获欧康动力年度“质量领先奖”！ 

 
多年来，亚新科双环作为欧康动力的战略供应商，为欧康动力

全系机型配套。无论是在量产机型还是 D01 国六产品的开发，一

直秉承“质量第一，服务至上”的原则，为欧康动力提供优质高新

技术产品，及时提供优化解决方案。2021年，仪征亚新科双环将携手欧康动力，变革向上，再创佳绩，共

同开启 X新世代！(亚新科双环 高云) 

 
玉柴联合动力授予亚新科双环“优秀供应商”奖项 
 

亚新科双环作为玉柴联合动力的战略合作伙伴，为玉柴联合动力全系配套活塞环、气门座圈，在玉柴

联合动力 2020年度供应商绩效评比活动中，再获“优秀供应商”奖项。 

 

2020年，亚新科双环克服新冠疫情影响、全身心投入到国六发动机的开发和制造中，与玉柴联合动力

精诚合作，并肩作战，确保玉柴联合动力装机需求，在新品开发、机型升级等方面及时提供解决方案，在 K

机型降摩擦功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2021年，亚新科双环将一如既往携手玉柴联合动力再创佳绩，共同开创玉柴联合动力 K机平台新时代。

(亚新科双环 丁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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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明斯对亚新科山西进行 PPAP 审核 
 

2021 年 1 月 12 日至 15 日，康明斯管理人员协同研发中心的产品设计

工程师对亚新科山西开发的大马力天然气发动机缸盖进行了为期 3 天的

PPAP 全过程现场审核。审核覆盖了产品的开发设计过程、DVP 验证结果

以及现场所有的生产流程。审核完成后，客户对该缸盖的质量表现予以充

分的肯定，并感谢公司对该产品开发的大力支持。 
 
该发动机是康明斯中国区首款大马力国六天然气机型，使用的是清洁

能源，瞄准了近年来火爆的燃气车市场，主打高效物流，其发动机功率强、扭矩大，最大功率可以达到 550PS，
最大扭矩 2600N.m，整机比同排量产品轻约 100kg，气耗比国五机型降低约 5%-10%，代表了康明斯全新的技

术和产品平台。 
 
对于天然气发动机来说，其项目成败主要取决于缸盖的品质和性能，而且，该缸盖在 PPAP 审核之后会

立即转入批量生产，产量提升很快。所以，客户内部从上到下都高度重视。亚新科山西作为康明斯的优秀

供应商与战略合作伙伴，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客户，全力以赴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铸件。(亚新科山西 卫方

楠) 
 
仪征亚新科双环顺利召开三届二次职工(会员)代表大会 
 

2021 年 3 月 4 日，亚新科双环召开三届二次职工(会员)代表大会，来

自公司各部门的与会正式代表、列席代表 1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亚新科双环党委书记、总经理李开顺作了题为《变革创新，智

赢未来，为圆满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而努力奋斗》的行政工作报告，该

报告全面客观地总结了 2020 年工作，分析了公司在生产经营方面面临的

形势以及存在的问题，明确了 2021 年工作目标，部署全年各项工作任务。 
 
大会审议通过了党委书记李开顺所作的行政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人力资源总监史炜炜所作的《关于

2020 年度“三项合同”履行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 2021-2023 年度《集体合同》、《女职工特殊保护专项集体

合同》、《2021 年度工资协议》以及《<员工手册>修正案》等文件。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大会号召全体干部职工敢于直面困

难、勇于面临挑战，为全面完成 2021 年各项工作任务，为亚新科双环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努力奋斗，为“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亚新科双环 高一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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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与管理 
 
质量学习园地开园仪式在亚新科安徽隆重举行 
 

2021 年 2 月 22 日，由质量体系与 NVH 质量部组织在质量学习园

地进行了开园仪式，质量体系、NVH 生产部、NVH 工艺部、NVH 质量

部及相关人员参加了该仪式。质量总监、NVH 质量部经理在会上介

绍了质量园地的作用。为充分展示质量园地，NVH 质量部在此进行

每日品质异常会议；每周两次对 lesson learn 进行全员分享；对员工

进行质量标准、工具的培训及考核；开展质量趣味活动。  
 
为更好地分享质量知识，后续将在质量园地推出电子显示屏，用来展示各功能区的内容，包括

质量标准流程、培训资料、经验教训、荣誉与 KPI 等；在质量园地组织各班组的工作人员每周进行

质量座谈会，征集一线员工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定期对质量 KPI 完成情况进行汇报和分享。  
 
员工有了自己的质量学习园地，有了自己的家园，质量部这艘航船开始了她的新航程，前方的

道路充满了精彩，也充满了挑战。在这个以质量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我们需要不断的提升质量意

识，确保产品质量。让我们把对质量的 “心动”，付之于“行动”，为亚新科安徽成为中国领先、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汽车零部件集团贡献一份力量！(亚新科安徽 卢娴云) 
 
勤学善思争一流 意气风发奋前行 
—— 亚新科凸轮轴 2020 年度管理人员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圆满完成 
 

为了进一步提高亚新科凸轮轴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和业务素

质，强化领导力、影响力，公司组织开展了“2020 年管理人员能力

提升”培训班项目，该项目由人力资源部组织策划，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正式启动，特邀请南京亿点通高级讲师李罡先生为学员授课。

此次培训项目受到了公司高层的高度重视，总经理陈爱国亲自参与

了开班仪式，对参与培训的学员寄予很高的期望并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希望公司管理人员内外兼修，高质量、高要求认真对待培训，勤

奋学习，善于思考，凝心聚力，精益求精，共赢未来。 

 

培训课程按以下主题共分为六期，以管理者能力提升和建立有

效沟通为导向，围绕如何系统提升执行力、沟通技巧、目标制定与完

成、团队建设与培训部属等方面设立专项课程的学习。 

 管理者的角色认知 

 卓越领导力提升 

 部属培训与辅导 

 有效沟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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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管理与计划制定 

 团队建设与管理 

 

李罡老师富有热情，节奏连贯，课堂气氛融洽，结合授课内容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生动而又实际

的案例，益于学员深刻领会，振奋精神，同时通过提问互动方式，让所有学员对已学知识进行巩固

加深。学员们都很珍惜每一次学习和培训的机会，课堂上认真思考，积极参与，从细节入手，从学

习要求出发，深刻认识到自己在以往工作沟通能力上的欠缺，并将自己的所学所思运用到今后的工

作当中。 

 

培训项目于 2021 年 1 月 9 日圆满完成，李罡老师对培训期间表现优异、评分较高的学员和小

组依次进行颁奖并发放了荣誉证书。学员们将结合部门现状和的各自业务特点，熟练运用培训所学

的管理技能，保障在当前交付紧、任务重的情势下圆满完成公司各项经营指标。 

 

管理者始终要以公司发展目标为方向，不是尽力而为，而是全力以赴，主动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和专业素养，实现公司和员工的可持续发展。(亚新科凸轮轴 刘婷) 

 

2020年度持续改进优秀项目发布会在亚新科安徽举行 

 
2021 年 1 月 29 日，亚新科安徽召开 2020 年度持续改进优秀项目发

布会。制造支持系统高级经理王奇回顾了公司在 2020 年持续改进项目的

实施和收益情况：年度累计新增项目数 368 个，项目改善收益额 1465.1

万元，年度基本目标完成率 113%，挑战目标完成率 105%。 

 

此次发布会由公司管理层、各系统持改管理员、相关项目汇报人等人

员参与，共有 12 个优秀项目进行现场展示和评比。制造支持副总经理舒

峰公布了本次发布会评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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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经理龚华兵在发言中分享了他的思考与观点： 

 

一、为什么要推进持续改进？ 

外部环境，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未来我们也将面对市场

的变化与竞争压力、面临客户的降价要求，企业的经营形势越来越

严峻，需要大家共同思考如何维持我们的竞争能力。 

内部经营，我们的浪费仍然很严重，人员效率低下，质量成本

较高，需要转换思想、不断提升，改善要从点滴做起，唯有坚持改

善，方能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二、我们的改善机会在哪？ 

各系统要围绕人、机、料、法、管理、产品等方面进行梳理与挖潜。 

 

公司倡导“以奋斗者为本”，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要充分发挥广大员工的潜力； 

在自动化设备上做突破，坚持正确的方向，提升竞争力； 

要有系统性的改善思维，项目要从点到面，进而推广到全工序。 

 

三、我们如何去做？ 

关注现场，改善源自现场，要多去现场发现改善机会点；关注员工提案，做到有针对性的进行改善； 

鼓励创新，考虑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 

开展改善项目“回头看”活动，寻找再次改善的机会,同时关注原有项目是否正常稳定； 

对标竞争对手，要扩展边界与认知，开拓思维，找到创新的方法； 

固化改善，维护改善成果，做到一劳永逸，杜绝反复； 

要善于分析和总结，将好的经验多方位分享，做到推广应用。 

 
亚新科山西两化融合管理体系通过第一次监督审核 
 

2020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对亚新科山西进行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取

证后的第一次监督审核。本次评估审核目的是围绕公司所打造的与 “基于数字化条件的工艺设计管控

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评估审核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确认与评定要求的符

合性和体系运行的有效性。审核组主要针对公司软硬件的使用情况、软件开发利用情况、信息化和

工业化的资金投入、新型能力指标的完成情况等进行了审核。  
 
经过两天的审核，审核组对公司取证以来两化融合的运行情况给予了肯定，认为亚新科山西在

本次能力打造过程中，通过现有的系统升级改造，功能开发，提升了企业业务管理和生产过程管理、

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能力。充分利用数据、技术、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四要素的互动创新和持续优

化，使基于数字化条件的工艺设计管控能力得到加强。最终审核组通过了对公司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评估审核，证书保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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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家大力推行两化融合、智能制造，以信息化驱动工业化。总经理田国柱认为，公司目前

的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还处于 “单项覆盖 ”阶段，希望大家不断学习，认识自已的不足，通过全员的努

力，形成跨部门、跨业务，全面一体化信息管理和新的竞争优势。(亚新科山西 苗雪静) 
 
亚新科安徽顺利通过 IATF16949&ISO45001 体系换证监督审核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5 日，亚新科安徽迎来了 TUV 莱茵公司七位审核

专家，分别对 IATF16949、ISO9001 及 ISO45001 进行了换证与监督审核。本

次审核在四个生产工厂同时进行。 
 
审核专家通过抽样检查、记录核对、面谈提问等方式，对整个制造过

程、公司的管理层和各部门相关人员进行了严格审核，并收集了大量相关

资料。经整体符合性评估，亚新科安徽对于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

运行全过程标准完善、操作规范、执行有力，符合体系标准要求。最终， 
TUV 莱茵的审核专家组一致同意亚新科安徽通过此次换证审核。 

 
亚新科安徽自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以来，已将体系审核认证工作当

成一种习惯来贯彻，这些都为公司持续、快速、平稳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在末次会议上审核专家组对于公司的体系运行有效性给予了高度的

评价。对近几年亚新科安徽不断有新客户的导入，市场的稳步持续增长、

现场工作环境的优化、硬件实施的投入和迭代、员工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等给予高度肯定。 
 
同时，莱茵公司也寄予亚新科安徽更高的期望，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下，我们还需要持续不断提高公司

的管理水平，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增强顾客满意度，从而为完成公司五年倍增计划提供有力保障。(亚新

科安徽 刘飞) 
 
最美亚新科人 

 
亚新科凸轮轴 加班加点齐奋战 坚守岗位保生产 
——有一种过年方式叫“我在岗” 
 

大红的灯笼、鲜艳的中国结、醒目的展板标语……公司厂区处处洋溢

着节日的氛围。新年伊始，随着产品市场需求量大幅增长，亚新科凸轮轴

生产任务一片繁忙。春节期间，为保证交付，生产及支持团队始终“在线”，
在各自岗位上度过了他们忙碌而又充实的春节，为实现首季“开门红”全力

以赴。2021 年 2 月 12 日，农历正月初一，部分一线操作及基层管理人员

在经过短暂休息后按时返岗，人机准时开动，打响了新春第一场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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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是团聚，是陪伴，但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放弃了宝贵的家

人团聚时光，放弃了难得的走亲访友机会，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保证

的是凸轮轴这个“大家”的交付任务，践行了对用户“言必行、行必果”的承

诺。面对紧张繁忙的生产任务，一线操作人员全力以赴抢抓生产，他们用

速度战胜时间，用激情助力生产，同时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种境

界：伟大出自于平凡。（亚新科凸轮轴 人力资源部） 
 
“铿锵玫瑰”成就最美的自己 
——专访亚新科安徽质量体系总监梁冬萍 

 
坚韧细腻，独立自信；善解人意，不惧挑战。在亚新科的各条战线上，都活跃着许多这样的“铿锵玫瑰”，

她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情书写着属于自已的那份智慧、勇气与自信。借 3 月 8 日国际妇女节之际，我

们向辛勤耕耘在各条战线的亚新科女神们致以节日的问候，祝女神节快乐！ 
 
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这样一位女性。她说：“从毕业至今虽然我从事

过不同的行业，食品行业、家电行业、汽车零部件行业，但我一直在做同

样一份工作，那就是质量。行业不同，但质量的管理理念是相通的。我心

中一直有一个愿景，这也是我职业生涯的最终愿景，把质量做成企业的文

化，让质量真正意义上植入到每个人的心中，让质量成为公司的骄傲。” 
她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亚新科安徽新晋质量体系总监梁冬萍。 
 

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亚新科安徽总经理龚华兵告诉我们，

最近有客户投诉，她带领相关部门和自已的团队连续奋斗 50 多个小时，

没有休息，没有睡觉，最终把问题解决了，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评价。而这

几年来，无论从现场管理水平，员工的精神面貌，还是全员质量意识提升

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得到客户极大的肯定。 
 

梁冬萍 2011 年加入亚新科安徽，历任质量体系工程师、主管、副经理、经理。2021
年 1 月升任质量系统总监。正所谓“十年磨一剑”。10 年间，她亲历了大大小小无数的

客户质量认证，推动了许许多多质量项目改善。业务扎实，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团

队精神，这是她留给大家的印象。她也因此入选了“2017 年亚新科高潜人才发展项目”
和“2020 年亚新科精英高潜发展项目”。 

 
龚总介绍，亚新科安徽对评价和挑选优秀人才有一套标准，即：优秀的管理人才

要“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想干事，说明有态度，看他/她是否主动积极；是否有

责任心；是否能承受压力；是否能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能干事，说明有能力。看他/她是否有专业能力；

是否有管理能力，涵盖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带团队的能力。干成事，有结果。这里不仅指个人有好的绩

效，你带的团队也要有好的绩效。“如果我们用这三个标准来衡量梁冬萍，她在这三个方面的表现还是可以

的。”龚总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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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中，梁冬萍表示，能入选两个高潜人才发展项目，她备感荣幸和珍惜，且收获良多，学会了思考、

改变了思维、拓宽了眼界。她表示，学会思考问题，很多事情需要像剥丝抽茧，一层层剥开，不能停留在

问题的表面，要深入问题的背后探究。同样一件事情换做别人如何去处理，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去处理这个

问题，不能局限在一个点上看问题。思维改变，看待问题的角度和维度发生了转变，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会

发生变化，任何时候我们要用行动控制情绪，不要让情绪左右了我们的行动，思维决定了行动。拓宽眼界，

有眼界才有境界，工作中重要的不是我从哪里来，而是我要到哪里去，当我们在埋头工作时，一定要抬头

看看我们去方向，方向不对，努力也白费！ 
 
在新的岗位上，梁冬萍正在主持一个亚新科安徽的战略攻坚项目，降低公司的 COPQ 占销售的比例。

龚总表示，质量是一个企业竞争的根本。在这个项目上，我希望她能够做好，能够让亚新科安徽的质量水

平处于行业领先，真正让质量成为亚新科安徽的骄傲。与此同时，也希望她把整个质量团队建设好，打造

出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团队。领导的期待、公司的目标与自已的人生愿景不谋而合！何其幸也！ 
 
作为一名女性管理者，如何完美地平衡好工作和家庭？如何管理好

团队和照顾好家人？这都需要极大的智慧。当我们向梁冬萍提及这个问

题时，她如鲠在喉。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内心的不平静，以及这背后所有的

辛苦与付出。借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她与我们分享了她的一些作法和心

得。希望能够为我们每一位女性朋友带来些许帮助。 
 

她说：“如何平衡好工作与家庭，这即是一对矛盾体，也是一个结合

体，实际上很难做到绝对的平衡。两者就像天平两端的砝码，若有一头偏

沉，天平就会失去平衡，工作和家庭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两者中找寻好彼此的平衡点与结合点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权衡好自己在每个角色中的职责。工作上需要明明白白，家庭关系上，更需要多一分糊涂，这样

就少了一份冲突，多了一份和谐。能够做到工作无忧，支持系统很重要，家庭就是我最大的支持系统，也

是我最温暖的港湾。在此我也特别感谢我家人，感谢他们在我背后默默地付出、支持和理解。” 
 
梁冬萍也借此机会向亚新科所有女神们送上她最真挚的祝福：“今天是女神节，但亚新科众多女神依然

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我借此把祝福送给所有女性同胞：世界因为有

了我们才没有缺憾，亚新科因为有了我们才能绽放美好的未来，我们永远是公司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