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团下属各公司尧 部门院
2017年袁 在集团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袁 公司上下万

众一心袁 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袁奋勇拼搏袁稳中有进袁锐意
创新袁如期完成了年度经营目标遥同时袁 也涌现出一批忠
诚敬业尧 勇挑重担尧 精益求精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遥

为大力弘扬劳模工匠精神袁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
范引领作用袁 经研究袁 决定对一年来业绩显著袁 为企业
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尧 先进个人予以表彰袁 特
授予中鼎减震橡胶技术有限公司等 2 企业为 野先进企
业冶 荣誉称号曰 授予戴姆勒奔驰大客户全球团队等 2 团
队为 野先进内销团队冶荣誉称号袁 授予中鼎密封件进出口
公司批产业务科为野先进外销团队冶 荣誉称号曰 授予中鼎
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制造三部等 源 部门为 野先进生产部
门冶荣誉称号曰 授予中鼎减震橡胶技术有限公司试验中心
等 猿 部门为野先进职能部门冶荣誉称号曰授予中鼎集团公
司办小车班等 2员科室为 野先进科室冶 荣誉称号曰 授予中
鼎精工技术有限公司五金二车间数控车班等 13 个班组
为先进野六型班组冶荣誉称号曰授予刘云林等 6 人为野劳动
模范冶荣誉称号曰 授予万云龙等 15 人为野劳动模范提名
奖冶荣誉称号曰 授予马朋等 27 人为野先进工作者冶荣誉称
号遥

希望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袁 戒骄
戒躁袁 再接再厉遥各公司尧部门员工要学先进尧赶先进袁大
力弘扬持之以恒尧精益求精的野工匠精神冶袁为推动中鼎事
业的又好又快发展袁实现野百年中鼎袁千亿价值曰中国智
造袁 鼎誉全球冶的目标愿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浴

特此决定

安徽中鼎控股渊集团冤股份有限公司
二茵 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关于表彰中鼎集团 2017 年度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

投稿信箱 zdb@zhongding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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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荡漾袁余音绕梁曰舞姿婀娜袁空灵妙曼遥5 月
11 日晚在南区礼堂隆重举行的中鼎集团 野向榜样致
敬冶先进表彰晚会高潮迭起袁精彩纷呈袁给现场 1500
余名观众以美轮美奂的视听享受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颁奖庄严隆重袁催人奋进袁让广大员工在享受视听
盛宴同时袁也深深感受到榜样的力量袁激发他们学习
榜样尧向榜样看齐的坚定决心遥

晚会分三个篇章遥野榜样风采篇冶以大型舞蹈叶新

盛世欢歌曳炫丽开场袁舞蹈大气磅礴袁以优美的肢体
语言表达了广大中鼎员工对祖国光辉崛起的自豪和
祝福曰女声独唱叶越来越好曳以婉转的曲调和深情的
演唱示意中鼎事业节节攀升尧兴旺发达的喜人景象曰
情景诗朗诵叶向榜样致敬曳抑扬顿挫袁直抒胸臆袁集表
演与朗诵于一体袁体现了中鼎员工见贤思齐尧努力向
上的昂扬斗志遥野榜样品质篇冶中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小品叶承诺曳和由赵静娟女士携中鼎部分女工共同

演绎的舞蹈叶中鼎女人花曳遥叶承诺曳通过一对夫妻双职工
在中鼎生活成长的感人故事袁表达了中鼎人毕生奉献企
业尧以厂为家的诚挚情感袁展现了中鼎人爱岗敬业尧舍小
家为大家的精神面貌曰叶中鼎女人花曳 以婀娜曼妙的舞
姿袁展现了她们赤诚而美好的中鼎情怀袁在现场激起阵
阵掌声遥野榜样未来篇冶中袁创意舞蹈叶车间协奏曲曳以形
象的舞蹈动作再现了中鼎一线员工团结协作袁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的经典情景曰杂技叶抖空竹曳既惊险刺激袁又优
美雅致袁给现场观众以耳目一新的感受袁喝彩之声不绝
于耳曰一曲叶天边曳轻灵飘逸袁深刻寓意中鼎事业立志高
远袁前途无量遥最后袁晚会以舞蹈叶不忘初心曳落下帷幕袁
神形兼备的舞姿展示了中鼎人不忘初心袁砥砺前行的精
神品格遥整台晚会紧扣野向榜样致敬冶的主题袁声情并茂
扣人心弦袁在现场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遥

在晚会各篇章间歇袁进行了先进集体尧先进个人颁
奖遥夏鼎湖袁马小鹏袁夏迎松袁蒋广运等公司领导为获奖
先进集体代表和个人颁奖遥在给野先进企业冶颁奖时袁夏
董事长还向获奖代表赠送叶干法曳和叶传承工匠精神袁争
做优秀员工曳这两本书袁并通过主持人向现场观众推介袁
希望广大员工能向劳模先进看齐袁学习工匠精神袁进一
步充实精神力量袁提升业务能力袁为中鼎事业再创新高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致敬榜样 放飞梦想

中鼎集团“向榜样致敬”颁奖盛典隆重举行

先进企业
规模和效益并进袁管理和文化齐驱遥我

们的事业是一列长长的火车袁 每个轮子都
运转起来袁它才能跑得又快又稳遥业绩好袁
管理好袁文化好袁才能出类拔萃袁独领风骚遥

先进集体
一个团队就是一群人袁 而一群人却不

等于一个团队遥一群人要么是一盘散沙袁四
分五裂曰要么是一支劲旅袁精诚团结遥我们
选择做更好的自己袁 我们便成为更好的团
队遥

先进工作者
做好工作没有什么诀窍院上袁对得起企

业曰下袁对得起良心袁惟此而已遥野对得起冶三
个字是做人的道德准则袁 也是做事的职业
操守遥坚守它袁它就会回报我们的坚守遥

劳模提名奖
每一个岗位都是一个舞台袁 每一个舞

台都有一个舞者遥舞台没有优劣袁工作无分
贵贱遥杰出的舞者可以来自安静的办公室袁
但更多产于机器轰鸣尧 热火朝天的生产一
线遥

劳模渊群体冤
在平凡中创造奇迹曰 在低微中创造卓

越曰在逆境中扭转乾坤袁是为一种精神袁他
的名字叫野劳模冶袁他的底色叫野英雄冶遥在群
星闪耀的中鼎袁野劳模冶是其中最亮的几颗遥

“向榜样致敬”晚会颁奖词
劳模渊个人冤

刘云林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他辛劳的
身影袁哪里有难题哪里就有他不懈的钻研遥人
称野工作狂冶袁他一笑置之遥工厂是家的延续袁以
厂为家不是口号袁他身体力行袁言行一致遥

刘声东 为他人栽树袁让他人乘凉遥十余
年不忘初心的坚守袁终成行家里手遥临危受命袁
屡次从外国专家手中识出错漏曰力挽狂澜袁以
一己之力攻克难关袁立中鼎之威于方寸之间遥

罗 浩 好技术缘于锲而不舍的攻坚袁高
品质始于精益求精的坚持遥从数铣到磨削袁从
丝米到微米袁一颗匠心细细打磨出十倍的精
度遥我们有高精尖的设备袁也有配得上它的员
工遥

杨明明 从皖北到江南袁她千里遥遥扎根
中鼎袁以女子之躯坚韧之心投身钢铁机器的阵
列遥天道酬勤袁当年懵懂柔弱的女孩已百炼成
钢遥比肩男儿已成昨日袁超越自我方兴正浓遥

黄立家 辗转千里袁顶风冒雪袁一个人负
重百余斤穿越小半个中国袁只为对客户的一声
承诺遥一个人默默无闻隐没于万众之中袁却在
客户工厂树起中鼎的形象袁代言中鼎的精神遥

熊跃新 做好本职工作是本份袁拓展本职
工作是超越遥做包装工甘当公司信誉的守门
员袁任保管员愿做生产销售的铺路工遥忠于职
守袁乃显敬业本色曰超越本职袁绽放卓越光
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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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声东同志于 2006
年到中鼎精工模具部工
作袁两年后由于工作突出
被提升为模具组组长袁十
几年的时间里刘声东同
志一直从事模具制造工
作袁分别做过院冷冲模单模
复合模尧级进模尧传递模
等袁在做冲模单模的时候
都是模具部门第一袁合格
率百分百尧投诉率为零遥

别人的模具入库难袁
他做的模具百分百入库遥
后来由于市场因素冷冲
模慢慢被先进的级进模尧
传递模取代袁为了公司发
展需求袁公司及部门领导
安排刘声东对级进模尧传
递模制造进行攻关袁他不
负众望袁制作出中鼎精工
的第一副级进模和传递
模袁至今精工已有一百多
副级进模顺利投产遥目前
精工制造的模具已经达
到了国内先进水平袁并得
到了德国模具专家的高
度认可遥

十多年以来袁刘声东
同志每个月都要上到 26
到 30 天的班袁晚上加班到
12 点也是常事袁连续十几
年每年都被车间评为技术
能手遥 从进厂到现在带出
十几位徒弟袁 而且都成为
公司各部门的技术能手袁
还有不少走上了领导岗
位遥除本职工作外袁还无偿
负责解决冲压事业部尧
嘉科事业部模具在生
产中遇到的各种难题遥

有一次刘声
东同志承接了一
副德国嘉科的模
具袁 由于德国图
纸设计上出现的
错误袁 试模很不
顺利袁 但客户的
产品交付日期马
上就要到了遥刘
声东按照德国人
提出的模具问题
解决方案袁 很快
就解决了模具出

现的一个个问题袁 产品也
顺利交样遥

在日常生产中曾出
现一次质量问题袁 有一个
模具尺寸由于材料在拉深
过程中变薄袁 造成了一个
尺寸不合格袁 超了公差尺
寸遥 经刘声东查看模具和
产品后袁 通过增加前几道
的拉深高度袁 只花了几百
块钱袁 这个问题立即得到

解决袁既节约了成本又
顺利交付了产品遥

刘声东：兢兢业业，技艺精湛
杨明明同志于 2003 年 9 月入职

中鼎公司袁 从此就融入了中鼎大家庭
的工作和生活中袁 现为上市公司制造
三部成型工遥她最初在减震公司修边袁
2007年 5 月产假后复岗袁选择了最苦
最累的成型工岗位遥

作为一名成型工袁 又是第一次接
触密封条产品袁刚开始那会儿袁面对陌
生的硫化机和胶料袁 她俨然一副笨手
笨脚的样子遥俗话说野世上无难事袁只
怕有心人冶袁她跟随其他的新员工参加
事业部的岗前培训袁 并细心的将培训
老师在课堂上所教的内容详细记录在
笔记上袁回到宿舍后拿出来仔细揣摩遥

在班长和师
傅们的耐心
教导和帮扶
下袁她很快掌
握了操作要
领袁独立操作

机台遥野天道酬勤冶袁十年的辛苦付出总
有回报袁在 2017 年的内部技能评比中
她多次获得 A 级袁 总生产效率 111%
和合格率 96.05%的总成绩超出车间
平均成绩遥

由于她的生产效率尧合格率高袁每
个月出勤工天高于开工天袁周末加班袁
为班长分忧袁是班里出了名的野铁人冶袁
不管是做复杂的产品袁 还是为其他工
友代班袁且经常会两个班连着上遥

记得有一个新品袁 由于开发时间
短且客户的质量要求高袁 此胶料为新
开发的袁 生产效率及合格率只有 60%
左右袁根本无法完成按期交付遥班长提
议将此模具安排到杨明明机台上生
产袁她积极主动配合工艺人员验证袁并
提了很多改进意见遥 通过大家的共同
努力袁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此产品

的合格率及及生产效率提升到
90%以上袁 最终满足了客户需
求遥

她深信院一份耕耘一份收
获遥她说院只有我们认真细致地
将一份工作用饱满的热情做
好袁 一如既往地为企业的发展
尽心尽力袁 才能最终实现企业
与个人的共同成长遥

杨明明 吃苦耐劳，勤学苦练

罗浩同志 2010 年 3 月
进入中鼎模具公司袁一直从事
数控铣加工工作袁多年来对待
工作兢兢业业尧 勤勤垦垦袁凭
借良好的职业素养尧娴熟的业
务技能袁他一直是模具公司的
业务标杆袁 工作业绩名列前
茅遥

2015 年 9 月 袁 野studer
S31冶 磨床进入了中鼎模具公
司袁 罗浩也正式开始入手
KACO模具的加工遥万事开头
难袁他对设备的操作尧模具的
结构及加工方式都不了解袁就
连基本的操作都有困难遥但他
并未放弃袁为了让仿形曲线磨
床尽早发挥效用袁他刻苦

钻研袁每天
工 作 十 几

个小时遥经过一个多月没日没
夜的奋战袁不断地在加工方法
及工艺上改进袁第一付磨削的
KACO 模具从仿形曲线磨床
下线遥

德国 KACO 模具的模芯
型腔部分袁一直都是磨削出来
的遥用车床加工的模具的模芯
型腔部分圆角达不到图纸的
要求遥为此袁罗浩在同技术部
门相互协作及领导的指导下袁
不怕困难袁勇于创新遥他用磨
床软件将砂轮形状导入机床袁
用 金 刚 石 滚 轮 以 每 次
0.002mm 的修整量将砂能休
整成与模芯型腔贴合的形状袁
然后将砂轮与工件相靠袁采用
粗磨尧半精磨尧精磨袁最后光
磨遥在多次尝试袁多次检测后袁
最终将模芯型腔尺寸达到图
纸要求袁 达到了德国 KACO
模具的需求遥

作为 KACO 模具的最后
工序操作者袁每次他在接收模
具的同时都会检查是否存有
漏检尧错检袁若出现这些状况
他会及时与上道工序员工及
检验员沟通袁及时处理问题模
具袁不让不合格模具流入生产
事业部袁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加
工人袁将一丝不苟尧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融入每一个环节袁
做出打动人心的一流产品遥他
不满足于 90%袁 而是要追求
100%遥

罗浩 精益求精 勇于创新

刘云林同志于 2010年进入
中鼎胶管制品有限公司袁现为生
产制造部粘卡箍操作工袁曾从事
过硫化尧裁切尧打磨尧装配等工
作遥多年来袁刘云林视厂为家袁严
格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和劳
动纪律袁坚决服从公司领导的工
作安排和工作任务袁得到了领导
及同事的一致认可遥

粘卡箍工序大部分靠人为
控制袁 出现返工产品在所难免遥
他总是亲自寻找返工原因袁在避
免产品报废造成损失的同时袁将
经验传授给其他工友袁尽可能减
少同类缺陷的再次发生遥不管是
哪个岗位出现人员紧张的问题袁
他都会第一时间向领导请缨顶
岗遥几年来袁他每天工作十几小
时以上袁被工友们笑称为野工作
狂冶尧野机器人冶遥

随着公司不断壮大袁工艺水
平也需不断提高袁他所在粘卡箍
工序也逐渐向自动化方向发展袁
他将多年来总结的经验汇总袁配
合生产尧工艺及设备相关部门实
验加工了胶管首批自动滴胶水
设备袁 并将技能传授给其他员
工袁使粘卡箍工序的工艺水平上
了一个新台阶遥

作为一名老员工袁他对待工
友热情主动袁在新工人眼里他是
一位谆谆教导的老师袁手把手地
教给他们工作上的各种技能袁耐
心指点袁从不呵斥遥在老同事眼
中他又是一位热心的老朋友袁不
管工作还是生活上出现了困难袁
只要他知道了就会主动的
了解情况袁倾力相助遥

他 遵守公
司各项规章制

度袁多年来从未出现任何违规违
纪情况袁同时也十分重视生产安
全袁 作为粘卡箍工序的组长袁他
所在的工序多年来从未发生一
起工伤事故袁每次生产前他都会
对每台设备进行检查袁确认无问
题后才让工人生产袁每次完成工
作后他又是最后下班袁将工作设
备及现场打扫干净才离开车间遥

刘云林 视厂为家 任劳任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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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劳动模范提名奖

黄立家同志袁1977 年 10 月出生袁
2011 年进入中鼎集团袁在制造一部渊原汽
车部冤成型岗位工作至今袁已有 7 年的时
间遥在这 7 年的时间里袁他对工作一丝不
苟尧任劳任怨袁一直以中鼎员工行为规范
严格要求自己遥

黄立家深知成型这个一线平凡岗位
的重要性遥为保证自己生产的产品合格率
高袁他在工作中善于发现问题袁在第一时
间运用自己平时学习掌握的知识和工作
经验袁主动分析解决遥确实解决不了的的
问题及时反映给当班班长袁与班长一起共
同解决袁减少生产线由于异常问题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遥

由于模具结构复杂袁 产品不易脱取袁
稍不注意就会出现裂口袁而且外观要求也
相当严格遥黄立家一开始掌握不了脱模技
巧袁 生产效率和合格率都达不到标准遥班
长虽然没有责怪他袁 可他自己非常着急袁
每天提前 2 小时到岗袁虚心向老员工请教
学习袁 于是他很快掌握了操作方法和技
巧袁他生产的合格率和效率有了很大的提
高遥

为了产品的质量和正常交付袁同机台
人员只要有请假情况发生袁他和同机台人
员就实行两班工作制袁不需要班长另外安
排其他人员到该机台生产遥他主动要求一
人操作 4 台设备遥领导为了应对交付紧张
局面袁 保证现有的设备能正常运转不停
机袁他也是主动提出优先安排他袁并带头
执行遥

从 2014 年开始袁 因公司产
品质量问题造成客户投诉袁 事业
部领导经常安排他出差遥 他时刻
以维护公司形象为宗旨袁 在客户
现场任劳任怨袁 主动接受客户生
产现场的领导工作安排袁 还主动
帮助完成任务以外的工作袁 得到
了客户的好评遥

黄立家：刻苦钻研，善于发现
熊跃新袁1972 年 2 月出生袁2002

年 2 月进入中鼎集团遥现为中鼎减震
夹具及包装物保管员袁每天做着普通
而微小的事情袁他不会太多华丽的词
藻袁他只希望用自己微弱的力量为减
震做着他力所能及的事情遥

中鼎减震公司由小变大袁熊跃新
亲身经历了它的点点滴滴改变袁与减
震共同成长遥
曾经作为包装工的他袁无论多晚袁只要

是客户要求的袁
他都 会紧 跟到
位袁 在岗期间从
未发生过因为产

品来不及包装造成的延误发货事件遥
作为减震夹具保管员袁 他不仅要

做好标识袁做好现场管理袁而且需要熟
悉产品以及产品的各道工序所对应的
夹具遥所以袁他从新夹具入库开始袁便
要熟悉产品的每道工序所使用的工
装袁并确保正确无误遥

作为夹具保管员袁 他不是一味地
只起保管的作用袁 在日常工作中他还
不断地与身边的同事交流沟通袁 把夹
具一些使用过程中的不便或需改善的
地方袁反馈给工艺尧技术人员袁以起到
改进的作用遥 他从事保管员至今从未
出现过因夹具发出错误而造成停产袁

这真正体现了他在平凡工作岗位上
认认真真尧兢兢业业遥他经常说的一
句话院野一切为销售铺路袁 一切给生
产让路冶遥他总说袁他唯一能做的就
是做野家里冶生产的守护石袁做生产
最坚硬的后盾袁让在外的同事们袁都
没有后顾之忧袁开创更完美的业绩遥

熊跃新同志还热心帮助同事袁
无论谁家大事小事袁 只要需要帮助
的袁他都会随叫随到袁所以同事们都
亲切的称之为野大熊冶遥此外袁他还带
领同事们积极参加公司组织的各项
活动遥

熊跃新：尽职尽责，热心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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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先进工作者



5版2018年 5月 15日 星期二2018年 5月 15日 星期二 电 话院源181912 Email院zdb@zhongdinggroup.com先进集体

中鼎集团 年度先进集体风采录

先
进
生
产
部
门

先
进
职
能
部
门

先
进
内
销
团
队

先
进
外
销
团
队



6 版2018年 5月 15日 星期二2018年 5月 15日 星期二 电 话院源181912 Email院zdb@zhongdinggroup.com先进六型班组

中鼎集团 年度先进集体风采录 ———先进六型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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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发

实现销售收入 193709.54 万元袁完成年度预算的 102.51%曰全年实现
利润 29904.62 万元袁完成预算的 101.76%曰实际利润率达 15.44%遥 成本
挖潜完成 3631.43 万元遥 人均销售产值 86.74 万元袁较上年度增长 6%,年
人均利润 13.38 万元遥

中标开发产品 922 个袁中标率为 38.8%遥 技术部正在开发
的重要平台项目 16 项袁产品数量 189 个袁预计批产共形成年
产值 12.5 亿元遥

NVH 研究所正在开发的项目 988 个袁
总产值达 31.32 亿元遥 认可新开发产品成功
移交生产线一共 674 种袁新增产值 4.81 亿遥

产品开发

渊1冤车间信息化尧智能化改善要涂装事业部 MES 系统
的开发应用曰

渊2冤自动化项目顺利推进曰
渊3冤节能降耗成果显著遥

开发了悬置塑料支架尧液压衬套产品尧变流道式/变解耦膜
式半主动液压悬置开发尧天然胶减震制品高温环境下耐久改进
及应用尧减震橡胶制品异响改进及应用尧天然胶无蜡配方耐臭
氧改进及应用尧复杂多轴台架设计和运行及企业级项目管理平
台运行遥

管理
创新

项目
开发

销售收
入尧 利润完
成率均超年
初指标数遥

申报专利 175 项袁申报科技项目 136 项遥
其中袁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3 项曰国家级重点新产品项目 1 项曰省

级高新技术产品项目 3 项曰省级科技成果项目 12 项曰省尧市级科技进
步奖 7 项袁市级专利资助项目 9 项袁国家重点新产品补助项目 1 项袁
出口增量项目 1 项袁省重点新产品项目 1项等遥 安徽省自主创新项目
1项袁省级进口设备免税项目 1 项袁市级基地项目 1项遥

完成产值 18547.6 万元袁同比增长 18.02%遥
完成利润 8631.6 万元袁同比增长 11.19%遥
人均产值 55.37 万元袁同比增长 19.80%遥
人均利润 5.77 万元遥 同比增长 10.32%遥

承接模具15400 套、模具入库 15023 套。模具一次交
检合格率达 86.5%、一次试模入库率达 72.6%。

1尧电极半自动化项目推进遥通
过技术端标准化系统建立袁实现生
产端的 CNC尧CMM尧EDM 扫码即
可加工遥 项目完成后 CNC 加工效
率提升 25%袁CMM 从抽检转为全
尺寸检查袁EDM 效率提升 25%遥

2尧 对 MRP 橡胶管模具冷流
道系统尧 排气管 B 模具冷流道系
统尧橡胶后盖冷流道系统尧 KACO
模具开发尧库伯链轮模具进行创新
开发遥

3尧完善了冷流道设计尧工装夹
具设计尧工艺文件尧塑料模具标准
化工作遥

4尧对模具材料改进院开粗小刀
杆开发尧热处理工艺改进尧彩镀工
艺开发与验证进行了工艺创新

1尧重新申报并通过
2017 年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遥

2尧成功申报并通过
野安徽省新产品冶 鉴定 2
项遥

3尧 年度申请 24 项
专利袁 办理专利授权 5
件袁其中发明专利 4 件遥

4尧积极搭建产学研
合作平台袁 为申报各类
科技项目奠定基础遥

5尧成功申报国家政
策外研发设备补助袁成
功申报生产设备购置补
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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