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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亚新科工业技术(运城)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奠基启航 

——智能制造 绿色发展 未来可期 

 
2021 年 4 月 22 日，亚新科工业技术(运城)汽车零部件制造基

地(“亚新科运城”)奠基仪式隆重举行。 
 
亚新科集团董事长贾浩出席并致辞，集团总裁兼 CEO 汪滨，

副总裁李开顺，亚新科山西总经理田国柱，山西运城市委书记丁

小强，市委副书记、市长储祥好，以及市政府、市政协、运城经

济技术开发区及管委会的领导悉数出席。 
 
亚新科运城项目总投资 10.5 亿元，分两期进行。一期投资约

7 亿元，建设年产 6 万吨汽车零部件生产线；二期投资约 3.5 亿

元，建设配套的智能化机加生产线。该项目可实现年销售收入约

15 亿元，解决近千人就业，亚新科山西(绛县)和亚新科运城两个生

产基地将具备年产 18 万吨以上的生产能力，成为中国独立的中重

型发动机缸体、缸盖航母级的制造生产基地和行业内世界排名前

六位的中重型缸体、缸盖制造基地。 
 
集团董事长贾浩在致辞中表示，亚新科运城项目是郑煤机集

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郑煤机的重要指示精神，向全球制造业

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重要举措，也是亚新科山西立足中国双循环，

布局国际高端产业链的重要一步，更是我们与运城再次深度合作，

助力运城转型发展的一次展示。承载着亚新科人梦想的运城基地

定位全球一流，面向世界级客户，以智能、绿色、高端引领行业

的转型发展。该项目建成后将巩固亚新科山西的行业龙头地位，

使运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中重型发动机缸体缸盖的创新中心，产

业聚集中心。相信有运城市委、市政府的担当作为，有市直、运

城开发区、夏县县委县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帮助，到 2022 年年底，

一个基于数字化、智能化的世界级汽车零部件企业将成为运城先

进制造业的一张新名片，为运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开工仪式上，贾浩、汪滨、李开顺、田国柱、丁小强、储祥

好、崔元斌等共同为项目开工培土奠基。 
 
开工仪式前，总经理田国柱向所有来宾详细介绍了项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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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投资进度安排、主要产品和市场前景等情况介绍。丁小强书记表示，希望企业按照时序进度，

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延长产业链，以企引企，以商招商，引进下游企业，努力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相关部门和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将为亚新科运城项目建设提供最优环境，积极主动解决项目建设中遇

到的问题，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亚新科山西 靳鹏) 
 
 
亚新科安徽成功获得大众变速箱悬置项目定点 

——回顾历程 再踏征程 

 
晚春初夏之时，亚新科安徽迎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成功

获得了大众变速箱悬置项目的定点！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成果，

更是亚新科安徽跨入高端汽车零部件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随即，2021 年 4 月 10 日，亚新科安徽大众项目定点总结分享

与表彰会如期召开，来自公司各系统员工代表、中高层管理人员

100 余人参加分享与表彰会。 
 
质量体系部首先通过视频展示了每一位员工忙碌的身影，视

频中看到各系统的领导及员工都在努力拼搏，他们有的通宵达旦，

有的汗湿衣衫，为的都是同一个目标，通过大众的审核，拿到大

众项目。进入大众体系，亚新科安徽历经了 7 年之久，这个时间

轴上共记录了 24 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每一次大众的评审会议，每

一次的审核，每一次的经验总结，每一次我们时刻都记着自己的

使命。 
 
分享会议中员工用最朴实的话语表述着喜悦之情，同时也对

做好大众项目表述了自己的决心，高管团队也从多个维度总结了

这些年来的经验，对这个充满激情的团队更是坚定信心！ 
 
龚总表示，以奋斗者为本是亚新科每一位员工的使命，感动于

视频中每个员工眼中，对胜利的渴望。仅仅 8 个月时间，从接触、

审核、项目定点，亚新科安徽创造了一个奇迹。这成功的背后，是

亚新科安徽 7 年磨一剑的坚持，是亚新科安徽这支顽强拼搏团队

的不懈奋斗，是全体员工的信念和责任。在新的征程中，持续不断的满足客户的要求，亚新科安徽再

次发起冲锋的号角。(亚新科安徽 严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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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新科凸轮轴荣获南京依维柯 B+级供应商殊荣 

 
2021 年 4 月 9 日，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在南京召开 2020 年度供应商采购

年会，亚新科凸轮轴获南京依维柯 2020 年度 B+级供应商殊荣。 
 
自 1993 年，亚新科凸轮轴与南京依维柯独家配套 SOFIM 发动机凸轮轴，在近

30 年的配套过程中，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产品交付等都受到客户高度认可，公

司优秀的表现使我们成功拿下了南京依维柯 F1A/F1C 发动机组合式凸轮轴项目。

目前 F1C 机型组合式凸轮轴已经批量供货，F1A 机型组合式凸轮轴正式通过客户

PPAP 审核，下半年南维柯计划全部采用亚新科 F1A/F1C 组合式凸轮轴替代现有的

进口产品。 
 
在南京依维柯开发新项目，B+级供应商是必须具备的资质条件，感谢客户对亚新科凸轮轴的肯定，

我们一定不辜负客户的信任和支持，全力以赴满足客户需求，携手南维柯共同开拓国外市场，实现合

作共赢。(亚新科凸轮轴 耿凯) 
 
 
重庆康明斯到访亚新科双环交流 

——携手并进,合作共赢 

 
四月初夏，重庆康明斯供应链团队及合作供应商共计 30 余

人，由重庆康明斯直接采购高级经理蒋静率队，到访亚新科双环，

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内部管理交流、学习活动。亚新科双环董事长

李开顺、总经理刘千喜及其管理团队参与了此次接待。 
 
此次交流、学习活动主要围绕质量管理、自动化改进等几个

议题开展，质量管理部总监吴海武、质量管理部部长赵萍、企业

规划部部长曹远军针对议题展开介绍，并针对重康团队提出的问

题结合案例一一解答。 
 
交流结束后，重康团队表示：感受最深的是亚新科双环以李

开顺董事长和刘千喜总经理一直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

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优化服务水平，更高效、快速地制造出满足

市场需求的产品，在 2021 年一季度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亚新

科双环 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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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新科凸轮轴开启“数字工业”新征程 

 
随着“中国制造 2025”的持续推进，在工业 4.0 浪潮的冲击下，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传统工业实现智能化转型

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顺应智能化升级的大势，提升自身综合

竞争力，智能制造已成为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是中国从制造大国

到智造强国转型升级的关键，而工厂的数字化建设则是实现智能制造

的必经之路。 
 

“亚新科凸轮轴 MES 项目”旨在打造一个自动化和信息化融合

的智能工厂，拥有统一化的数字工厂平台，建设透明的数字化车间，

从而保证公司实行智能化、数字化管理，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和现代

化程度。该项目包含机联网、制造执行、物流 WMS 等功能以及 ERP
系统集成。通过各种信息系统的高度集成，将实现生产计划和生产完

工的有效管控、提高生产数据统计分析的及时性、准确性，避免人为

错误；实现质量管理的可追溯性, 实现质量快速报表，提高统计分析效率；实现设备、刀具、磨具、量具管

理的账务管理，助力公司打造新型国际化保障支撑和新型精益生产管控等能力的建设。 
 
2021 年 2 月 5 日，以远程视频会议的方式，亚新科凸轮轴与供应商正式启动 MES 项目，双方总经理、

公司高管团队，以及双方项目组成员共同出席了本次会议。会上双方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各自的团队成员，

并就项目的目标和推进计划进行了详细分解与交流。 
 
项目的成功实施，将促进企业生产管理标准化，构建架构先进，扩展灵活的应用平台，最终为企业决

策提供依据。期待亚新科凸轮轴早日成为行业数字化工厂的标杆。（亚新科凸轮轴 张炳东） 
 
 

亚新科山西再次荣获山西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2021 年 4 月，亚新科山西收到由山西省科学技术厅、山西省

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联合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自公司 2014 年底首次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证书以来，又分

别再 2017 年，2020 年连续三次通过资质认定。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一家公司的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科技成

果转化能力、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水平、成长性指标和人才结构的

综合评估和认定等方面都有着明确规定和严格要求。省级高新技术企业门槛较高，认定须经过严格的

测评和审批程序，亚新科山西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再次荣获“高新技术企业”，这标志着公司在研发和

创新方面达到了相应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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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司获得专利授权 30 项，其中发明专利 2 项。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企业发展，

通过设备自动化、生产精细化等，不断提升产品的质量和生产的效率。亚新科山西拥有一支高素质的

技术创新团队以及先进的仪器设备，稳步推进产品开发创新，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

的能力。 
 
亚新科山西将以此次获颁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为契机，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科技创新步伐，

努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继续为中国汽车事业的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亚新科山西 郑改苗) 
 
运营与管理 

 
亚新科双环一季度专利会顺利召开 
——开拓创新思维 营造科技氛围 

 
近日，亚新科双环组织召开公司 2021 年一季度专利会议。公司

管理层及技术、研发、质量、生产等部门骨干 2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

议。会议形式不同于以往，采用了面对面交流的模式，营造了轻

松、自由的沟通氛围。 
 
本次会议上，研发部通报了亚新科双环专利的最新动态，研讨

了公司专利布局。各部门汇报了各自的专利申报计划以及专利方案

说明，并对公司专利管理工作提出了改善意见或建议。 
 
会议最后，公司总经理李开顺做了总结发言，强调专利工作需

服务于公司战略，申报的专利要展现部门和个人的价值。李总还对

专利工作的下一步开展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各部门进一步完善一

季度专利项目，更具深度地进行思考、大胆创新，完善专利评审流

程，寻求更高水平专利合作机构，将专利工作拓宽至粉末冶金件等

业务领域。 
 
亚新科双环历来重视专利工作，多项核心技术已获得美国、欧洲、日本的发明专利授权。本次会议进

一步深化公司专利工作，促进各部门、各岗位开拓创新思维，为营造企业科技文化打造积极的氛围。(亚
新科双环 吕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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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新科安徽第一期 Lesson Learn 质量分享会 
——教训共分享 经验促成长 
 

为了提升全员质量意识，2021 年 3 月 16 日上午，公司质量系统及 NVH 质量部组织该事业部检验员及

操作人员在质量园地进行了第一期 Lesson Learn 分享会。在本次分享会上，NVH 质量工程师李桂琴介绍了

后道装配经验分享。 
 
在分享过程中，李桂琴针对失效起因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产生这类的失效及

预防措施；同时，为更明确失效模式，还现场展示了失效件和 OK 件对大家进行了对比说明。通过图片的

解说和实物的对比，让大家更清晰的了解产品的失效模式及失效起因；也让大家更直观地学习掌握了防止

该失效的控制措施。通过此次经验教训分享会，使员工充分了解开裂的失效起因及失效后果，以避免类似

的失效重复发生。 
 
促使成功的最大向导，就是从自己的错误中所得来的教训。通过对经验的总结及分享，点燃经验之

灯。（亚新科安徽 陈静静） 
 

 
 
 
 
 
 
 
 
 
 
记亚新科双环 MTP 培训项目第三期 
——制定科学措施，推动绩效改进，迈向卓越未来 
 

在乍暖还寒的料峭三月，亚新科双环组织了 MTP中层管理能力

提升第三期培训。2021年 3月 7日，经过人力资源部的精心挑选，

将培训地点选在了颇具 90年代风味，舒适宜人的怡景半岛酒店，既

为培训学员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培训地点，让学员们能够静下心来学

习，也让学员们能够在快节奏的工作之余放松一下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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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老师董老师以“绩效改进”为主题，围绕探索差距、发现

原因、选择措施、绩效改进“三级跳”等四个方面展开详述。董老

师先是以“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这句话引入了绩效改进的话

题，然后让各组自选一个与自己工作相关的话题，用关键价值链梳

理出痛点，进行差距寻找，发现原因，制定出相应的干预措施，最

终实现绩效改进的“三级跳”。在学习过程中，学员们积极与老师互

动，发表自己的见解，向大家展示自己的话题并阐释话题选择的原

因，进行互动交流。在课程学习之余，董老师还带领大家做起了游

戏，大家的心情渐渐放松了下来，身体的疲惫也得到了舒缓，学习

积极性和互动性迅速提高。 

 

在课程学习的最后，董老师评选出了每一组的优秀学员，并由

人力资源部给他们颁发了奖品，以此鼓励大家在课堂上踊跃发言，

积极与大家分享自己的观点。 

 

培训结束后，总经理李开顺做了“变化和应对”的主题分享，鼓励大家跳出舒适圈，积极应对变化，

培训要有效，并以角色转换“如果我是 XXX，我将如何做”为学员们在实际的工作开展中可能会遇到的问

题和挑战提出了切身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李总用一句寄语“立足长远，志存高远”为 MTP第三期培训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让我们一起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善于找到痛点，制定科学的改进措施，推动

绩效改进，迈向双环与大家的卓越未来。(亚新科双环 王晓璇) 

 
 
记亚新科凸轮轴基层班组长 QC 小组活动总结分享会 
——质量是企业生存的底线 

 
2021 年 3 月 25 日，亚新科凸轮轴 TPM 推进室组织召开针对去年

基层班组长 QC 小组活动的总结分享会。公司技术部、质量部、铸造

车间、机加工车间等相关部门参加了会议。 
 
TPM 推进室负责人王佩权通过团队参与度、项目完成度、报告完

成度三个方面总结了各小组的表现，肯定了小组活动中大家的积极参

与和改善，同时也指出了不足和需要提高的地方，鼓励大家在今后的

改善活动中继续努力，持续精进。 
 
期间，QC 优秀小组代表分别分享了各自 QC 改善项目。质量部侯

森国做了提升 X12 正品率的分享; 铸造车间马跃做了提升校直效率的

分享; 机加工车间王来元做了降低 6D 轴向偏比例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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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会上特邀总部制造支持刘宗昌老师进行了总结，从陈述表达、演讲互动、报告制作以及总结感悟

等几个方面对各小组做了点评，鼓励大家通过 QC 小组分享会不断提升自己的展示技巧和能力，进而引出

了“学习究竟是什么？”的主题，阐述了刻意练习、心流、发散思维、隐性知识在学习中的重要性，使大家意

识到 QC 小组活动其实正是一个自我成长和团队学习的过程。刘宗昌还为优秀小组颁发了相关的精益书籍，

鼓励大家通过阅读提升理论水平，并把相关知识应用在实际管理中。 
 
2021 年，TPM 推进室已经与各部门选定了相关新的课题，将继续推进 QC 小组活动展开，以此带动全

员改善的氛围，并不断提高公司基层班组长的改善水平。与此同时，还将筹划建立“精益读书会”，利用碎

片化时间阅读和分享，培养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兼备的基层管理人才，不断奉行公司秉承的“质量是企业生

存的底线”的运营理念。（亚新科凸轮轴 刘羽） 
 

亚新科双环国际商务英语培训正式开班 
 
2020 年，在全球疫情的影响下，国际业务逆势上升，国际客户

拓展快速推进。亚新科双环坚持强强联合，实施“走出去”战略，寻找

合作伙伴，实现了产品在短时间内推向海外市场，在美国、日本、

韩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占领一定市场份

额，与康明斯、韩国斗山、日产、日野等国际知名主机企业建立了

战略伙伴关系。在世界先进经营理念与中国本土特质交融的和谐背

景下，公司以一个植根于中国，且具有国际化全球视野的企业，不

断追求以优异品质为全球动力增劲添力。 
 
从长远战略规划来看，公司需要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针对公

司现状及发展趋势，人力资源部严格甄选出一批有提升潜质的业务

骨干和高层管理者，参与到此次的商务英语提升培训。近日，商务

英语开班仪式及项目启动会在公司 303 会议室顺利开展。 
 

本次培训学员涵盖公司管理层、国际部、质量管理部、研发部

和生产技术部。开班仪式由公司人事总监史炜炜主持，史总从本次

培训的主办方角度出发，向大家介绍了商务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及必

要性，并针对此次培训提出了要求和期望。总经理李开顺用流利的

英语对此次培训做出动员并对学员们发出寄语。开班仪式同时邀请

到国际业务部总监孙业国、部长庙加平、经理程启德参加。程经理

向学员们宣贯了内部英语学习的氛围创建计划。最后学员代表石关

飞也用英文向自己的“同窗”交流了学习感悟。 
 
为切实达到培训效果，并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培训机构班主任为学员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和

考核机制，学员们纷纷立下目标，坚决要为目标付诸努力。（亚新科双环 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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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亚新科人 

 
积极进取 无私奉献 平凡岗位也能熠熠生辉 

——亚新科双环测试分析组化验员 糜长虹 

 
2020 年，亚新科双环全体干部员工团结一心，奋勇拼搏，在科学

管理、品牌和技术优势支撑下，虽面临严峻的疫情和同行激烈的竞争

挑战，但公司仍然超同期地完成了公司各项指标。生产任务繁重、交

付紧张、研发迫切，人员紧缺，在此背景下，公司涌现了一大批具有

牺牲精神，默默奉献的优秀员工，测试分析组的糜长红就是其中的一

位。 
 
积极进取，顾全大局 
 
糜长虹，仪征亚新科双环活塞环有限公司测试分析组的一名化验员，优秀共产党员。1993 年进入公司

以来，她先后在金加工、热磨以及成品车间工作。2007 年进入测试分析小组从事化学分析。她立足本职工

作，发扬哪里需要去哪里的“钉子精神”，对公司的每一次工作安排都无条件服从，毫无怨言。在近三十年的

工作生涯中，她从不满足于现状，一步一个脚印不断锤炼自己的知识和岗位技能，她不但自修了大专，还

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一直以来，她以一颗拳拳的爱岗敬业之心，刻苦钻研业务，以娴熟的化学分析

及清洁度检测技术、热忱的服务，赢得了部门领导和同事们的尊敬和赞誉。 
 
2019 年 10 月，同岗位的另一名化验员退休，糜长虹独自承担起了原本应该是两个人的工作量，这一干

就是两年多，期间她还经常挤出时间去成品车间帮忙检测清洁度，确保产品及时交付。她就是这样一直在

默默奉献、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从不计个人得失。 
 

不畏艰难，无私奉献 
 
2020 年 7 月，公司新增了非环业务——腔体氧化项目。从工艺调

试阶段到小批爬坡量产，一直都是糜长红独自承担测试分析任务。她

积极配合该项目测试方法的开发完善，认真试验，提高各子项目的分

析技巧，提交的分析结果通过了第三方实验室间的比对测试。氧化项

目整个测试分析过程耗时多，一次膜重测试就需要 1 小时 40 分，一

天要送检 4 次样品，氧化液分析也需 1 小时左右，同时还要兼顾日常

检测工作。氧化项目的开展使得原本满负荷工作的糜长红时间更加捉

襟见肘，正常加班加点有时甚至要加班很晚才能回家。  
 
氧化项目在调试阶段，为了尽快出具检测分析结果，糜长虹每天要完成超过 500 次的从酸液中将零件

挑出的机械重复动作，她的右手大拇指患上了腱鞘炎，但并未因此而影响工作，至今她的大拇指还未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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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屋漏偏逢连阴雨”，没过多长时间，她又因咽部时常有异物感去医院检查，被查出会厌囊肿，医生的

建议：立即手术治疗！做了核酸检测，也定下了住院手术时间。但是强烈的责任感使得糜长红犹豫了，她

心系氧化项目的进展，担心目前氧化生产不稳定，不能因为检测分析而使项目停滞，她毅然推迟了手术时

间，一直带病坚持工作。人到中年又是女同志，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尴尬年纪，也曾因为长时间工作无

法兼顾家庭与家人有了矛盾而想过放弃，但是最终她还是克服种种困难，耐心说服家人并得到家人的支持，

用她的实际行动保证了氧化项目的顺利推进。 
 
进入 2021 年后，汽油机市场回暖、车柴市场依旧呈现增长趋势，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并配合客户需

求，亚新科双环不断持续改进，同时提出了“大干上半年，勇夺开门红”的倡议。相信秉持“团结、求实、开拓、

奉献”的双环精神，在像糜长红一样在平凡岗位“牺牲小我，无私奉献”的双环人团结拼博下，亚新科双环的明

天会更加辉煌！（亚新科双环 陈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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