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园19年 11月 1日 A3版

人物背景院 周浩袁 安徽国星综合办公室副主
任袁本科学历袁毕业后进入安徽国星袁2017年袁从事
办公室管理工作遥

人生格言院成长速度最快的方式院做别人不愿
做的事袁做别人推卸的事遥

周浩袁 是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第一位
也是唯一一位 90后科级干部遥 92年出生的他还未
毕业就来到了安徽国星袁在短短的 5年间袁他从一
名一线操作工逐渐成长为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部
门负责人袁在他任职期间袁国星生化完成了企业文
化体系建设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袁形成了野一网
一刊一门户一队伍冶的文化宣传格局遥

企业文化传播者
会议室内袁周浩正在接待开发区来访领导袁多

年的项目申报经历袁让他对公司情况如数家珍袁从
企业现状尧产业链情况尧创新发展尧安全环保到质
量管理尧企业文化袁每一部分都极尽详细遥 对方频
频点头袁对公司近年来的发展连连称赞遥 野让他人
了解公司只是第一步袁 但要做到让人认可还是要
靠企业文化遥 冶周浩说遥

随着公司人数破千袁企业文化等野软实力冶逐渐
成为发展重点遥 2017年年初袁周浩从项目部调入综合
办公室担任主任助理袁 开始承担企业文化宣传工作遥
当时袁公司内部宣传载体单一尧宣传内容陈旧袁周浩看
在眼里袁急在心头遥于是袁他开始在红太阳集团文化的
基础上进行大刀阔斧地企业文化改革袁首先从宣传载
体尧宣传内容等抓起袁全方面尧多层次开展企业文化宣
传遥 在短短的 4个月间袁国星生化迅速地搭建起了企
业网站尧内部刊物叶国星梦曳尧微信公众账号等多个文
化宣传载体袁并且组建了一支覆盖了各分厂尧车间及

部门企业文化宣传员队伍袁形成了野一网一刊一门户
一队伍冶的新型宣传体系袁塑造了一个有深度尧有温度
的企业文化形象遥

野企业文化可以把员工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袁形成
强大的向心力袁使员工万众一心尧步调一致袁为实现目
标而努力奋斗遥 冶当时集团提出了野进军世界 500强袁
实现全员幸福红太阳冶的战略目标袁野作为公司宣传窗
口袁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让大家知道并了解集团文化袁
如果车间的每个人都能够说出并理解红太阳的企业
文化袁那我们的工作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遥 冶为此袁周
浩利用各种宣传平台袁 让集团战略目标深入人心袁如
今袁上到管理层下到班组袁每个人都开始逐渐理解集
团发展规划袁野但这还只是第一步遥 冶周浩说遥

企业文化的践行者
野做事要有钉子精神冶袁是周浩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袁这句话与公司野敢为人先冶野拼搏奋斗冶的企业
文化精神不谋而合遥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他从不避
让袁总是以一种一往无前的姿态冲在最前面袁在他
的字典里好像没有野做不到冶三个字遥

元旦晚会作为每年园区的重头戏备受瞩目遥 作
为 2018年晚会的总负责袁周浩事必躬亲袁从屏幕背
景到演员排练袁他无不亲力亲为袁甚至会因为一个背
景音乐的降噪问题而思索再三遥 在他的极力推进下袁
元旦晚会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袁 但此时有一个节目却
让他犯了难袁由于该节目对身体技巧性要求较高袁始
终找不到人来演袁眼见着时间越来越近了袁演职人员
却迟迟没有着落袁周浩心里着急袁每个人都劝他放弃
这个节目算了袁但他知道袁这个节目必定会成为整场
晚会的高潮袁于是他亲自到车间找人袁见到合适的人
选就拉倒会议室里试角色袁皇天不负有心人袁终于试
到第 25个人的时候袁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演员袁最后袁
该节目以新奇的创意尧 有趣的场景赢得了在场的阵
阵掌声遥 野做事好比钉钉子袁只有一锤一锤接着敲袁才
能把钉子钉实钉牢袁只有一颗再钉下一颗袁不断钉下
去袁才能把事情才能做好遥 冶周浩说遥

野时人不识凌云木袁直到凌云始道高冶袁经过在
时间的锤炼和打磨袁 周浩已经从青涩走向成熟袁在
这背后袁得益于因为红太阳集团为人才成长铺设了
一条野赛马不相马冶的竞争跑道袁使他在企业文化宣
传的道路上行稳致远遥 苏蔓琪

人物背景院李江勇袁重庆华歌生
物化学有限公司三厂厂长尧 三废处
理厂厂长遥 08年进入红太阳后在当
涂学习 2年袁10年回到重庆华歌先
后担任机修工尧 机修班长尧 设备专
员尧 三厂厂长尧 生产运营部经理袁
2018年-至今任三厂厂长兼三废处
理厂厂长遥

人生格言院没有干不好的事袁只
看你用不用心学袁用不用心干浴

接触李江勇你就会发现他的身
上有着中国 70年代标志性特点院踏
实尧刻苦尧勤奋遥 在华歌工作的十年
里袁 他觉得他并没有什么突出和先
进的袁 只是觉得指引他不断前进的
有三大野贵冶的品质遥

第一贵院贵在愿学习
严格地来讲袁从机修尧设备方面

一下转接到生产工艺和产品方面袁
对李江勇来讲是个不小的挑战遥 中
专毕业的他在化工方面的知识是极
度欠缺的袁 然而他却在几年间成为
重庆华歌化工方面的野专家冶遥 这都
源于他爱学习尧坚持学习遥刚接触车
间生产时袁 他每天白天跟一线工人
一起现场操作袁 每个工段都亲自尝
试袁 到了夜间就静下心来看看关于
生产工艺方面的书籍充实自己袁提
高自己的专业知识遥在生产过程中袁
只有一碰到故障和问题袁 李江勇都
会亲自去技术中心或是野前辈冶进行
咨询和解决遥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袁
李江勇从一个化工工程的野门外汉冶
变成了野专家冶遥

第二贵院贵在肯用心
野靠谱冶二字是身边人对李江勇

最贴切的评价袁 面对这样的评价李

江勇谦虚地说他只是用心做好每件
小事遥的确袁李江勇的独特之处就在
于他比别人更用心遥 初到生产运营
部时袁 李江勇发现整个罐区因为放
孔的问题挥发冒烟袁 尤其是冬天更
是烟雾缭绕袁 如何解决罐区冒烟的
问题使他夜不能寐遥 他不断的通过
书籍尧 网上以及走访技术中心寻求
解决办法袁 终于在一次次的尝试中
寻找了合适的解决方法遥 因为他的
用心袁 他将废旧物包装桶清洗重复
利用袁降本增效曰因为他的用心袁他
将成品仓库规范摆放及整改袁 合理
规划袁物尽其用曰因为他的用心袁他
着力改变三废处理厂的管理制度袁
调整人员结构袁人尽其职遥

第三贵院贵在敢担当
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对李江勇是

佩服的袁佩服他敢于打破常规尧敢于
直面任何问题尧敢于担当遥与他共事
过的袁都知道他对员工有一个要求院
只要是上班时间袁无论是哪个部门尧
哪个区域尧哪个时间段袁只要公司需
要尧 只要不影响生产都要立即去配
合完成遥

李江勇不仅这样要求身边人袁
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遥 13年的 5月
份袁 公司有个地埋管道工程进度催
得特别紧袁 施工队没有多余的人员
进行施工袁 面对这样的难题公司上
级也无力解决袁 这时的李江勇自告
奋勇的站起来主动请缨完成这项工
程袁 他带领着全厂 7个机修工人加
班加点袁 利用短短 5天的时间完成
了需要 10天才能完成的工程量遥事
后有人问他院野又不是你的本职工
作袁何必这么拼钥 冶李江勇只是笑笑
说院野只要公司需要我袁 我便义无反
顾的去完成遥 冶

正如红太阳 28年的文化企业
野只有拼出来的精彩袁没有等出来的
辉煌冶袁李江勇正是用行动来印证着
这句话遥 李江勇的三大野贵人冶一直
鞭笞着他不断前行袁 十年如一日的
扎根在生产一线袁 力所能及的做好
每一件小事袁实现自身的价值遥

人物背景院陈福胜袁南京生化联吡
啶车间管理员遥 1998年 3月加入华洲
药业咪鲜胺车间袁2004年升任班长袁
2011年 9月调入安消部担任安全科
员袁2014年升任管理员袁2017年 7月调
入南京生化联吡啶车间担任管理员遥
人生格言院 求真务实袁 工作无小

事袁一切从心出发袁尽力做好每件事遥
进入红太阳 20年袁 陈福胜一直扎

根在安全岗位上袁可以说袁他的职业生
涯与野安全冶二字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遥
在一线岗位奋斗了 6年袁2004年

陈福胜晋升班长袁 其中一项职责就是
对车间新进的员工进行 野第三级教
育冶袁即继公司级尧车间级之后的班组
级教育 袁 这是华洲药业的一个传
统要要要野以老带新冶遥 班组长要为新进
员工讲解工艺流程尧 安全知识和岗位
职责遥由于当时的自动化程度不够高袁
一个班组最多的时候有 30多人袁车间
的很多设备操作袁 都需要他手把手的
教遥陈福胜说院野讲十遍袁不如我一个一
个地带着过一遍遥 冶在车间安全尧环保
和生产方面全能的经验让他成为一位
优秀的车间野老师冶遥

常年从事安全工作的丰富经验使
陈福胜获得了进入公司安消部门的机
会遥 2011年袁缺少安消部安全科员袁公
司决定抽调一批对生产线各方面都很
熟悉的一线员工进入安消部袁 陈福胜
就在其中遥刚调入安消部不久袁他就发
现公司的新进员工三级教育档案建立
的不够完善袁 很多员工的档案里缺少
培训的试卷资料袁 甚至有些员工个人
资料也不够详细遥 一边是繁重的安全
巡查任务袁 一边是一千多份亟待完善
的档案遥 陈福胜只能每天挤出时间来

收集新进员工的资料袁 将他们的三级
培训资料分门别类袁再一个个归档遥雷
厉风行的工作态度让他两个月就独自
完成了一千多份新进员工三级教育资
料的归档遥
对于公司的安排袁陈福胜都是毫无

怨言遥2017年 7月联吡啶项目建设迫在
眉睫袁车间人员却还有空缺袁南京生化
想从华洲药业调一批员工进行补充遥虽
然工作地点离家很远袁陈福胜还是服从
了公司安排袁带着扎根在安全岗位上 19
年的经验加入了联吡啶车间遥当时的敌
草快一期联吡啶项目还在土建阶段袁他
当即投入岗位袁负责特种作业的安全环
保工作遥 车间的证件办理尧外包人员的
安全教育尧 施工注意事项等一手抓袁谈
到这袁他说院野安全尧环保这都是我的老
本行遥 冶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让他的工
作得心应手袁他也成为了联吡啶车间的
元老级员工遥车间主任王文魁这样描述
他袁野进入红太阳 20年袁 他从来都是任
劳任怨袁安全工作从未懈怠冶遥2018年安
全生产月袁南生化开展了现场安全事故
应急处置预案演练袁 他精心地策划组
织袁带领其班组成员夺得了演练的一等
奖遥这与他多年工作以来对于现场安全
的独到见解和事无巨细的工作态度是
密不可分的遥
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让他不止一

次将事故隐患扼杀在萌芽阶段遥 2018
年 8月袁 室外的温度高达 40多度袁公
司的外包施工队在为储罐做保温搭建
脚手架遥陈福胜进行例行安全巡查时袁
发现有一名外包工人没有穿戴劳动防
护用品袁安全带也没有佩戴袁这是严重
违反登高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的遥 他立
即制止袁监督工人戴上安全带遥谁知工
人在烈日下中暑袁 在失去意识的情况
下袁 就是因为这根安全带才没有从七
八米的高空摔下来遥 幸亏陈福胜发现
及时袁 并对安全的严格把控阻止了一
场惨剧的发生遥

陈福胜是红太阳兢兢业业的 野安
全卫士冶袁 他在身体力行地向我们诠
释要要要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袁 那就是
匠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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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企业文化的传播者和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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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背景院陈海斌袁男袁1966年生袁高淳桠溪人袁
2007年进入红太阳桠溪生产中心袁现为二车间机修工遥

人生格言院实实在在做人袁踏踏实实做事遥
野吃苦是成功的基石袁任何事情想要获得成功袁

必须经过奋斗和努力袁没有吃苦精神就无法到达成
功的彼岸袁也不能尝到成功的喜悦遥 冶这是桠溪生产
中心机修工陈海斌经常说的一句话遥 因此袁在二车
间袁大家一提起陈海斌都会赞不绝口袁说陈海斌是
脚踏实地袁吃苦耐劳真干实干的人遥

打铁必需自身硬
初入红太阳时袁 只听人们说机修工是公司最

苦尧最累的工种 袁成天蹲在地沟里袁躺在设备下袁仰
得脖子发硬袁蹲的两腿发麻袁阴的腰部发凉袁每天是
两手油污袁一身汗水袁连件好衣服都穿不上袁一般人
都不愿干遥 当时陈海斌也不在意袁心想找到一份稳
定的工作已经不容易了袁工种再苦能苦死人钥 更是
暗暗下决心袁一定要好好干袁干出点名堂来遥
为尽快掌握修理技术袁陈海斌自购修理专业书

籍袁克服文化水平低的困难袁发扬钉子精神袁在繁忙
的工作中仍然坚持每天挤出一至两个小时进行学
习袁遇到难题就虚心向别人请教遥 陈海斌的兜里经
常装着一个小本子袁对一些复杂的活或者师傅讲的
暂时听不懂的就记录下来袁回家慢慢消化遥 闲时袁陈
海斌找来废旧泵尧减速机部件等袁在师傅的指导下
进行拆卸安装袁苦练基本功遥 就这样没过几年就成
了机修班独当一面的技术能手遥 多年来陈海斌所维
修的设备合格率都在 98%以上袁 从未发生维修责任
事故遥 同时袁陈海斌把这些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毫
无保留的传授给其陈海斌同事袁对一些技术水平不
成熟和新入职的同志袁 陈海斌就用亲身经历进行

传尧帮尧带袁启发开导陈海斌们尽快熟悉和掌握专业
技术遥迎得了广大员工对陈海斌的尊重和信任袁被大
家亲切地称为爱岗敬业的实干家袁 乐于助人的活雷
锋袁辛勤耕耘的老黄牛遥
时隔多年袁陈海斌仍然牢记师傅当初的教诲院野今

后的路很长袁不管遇到任何挫折袁一定要坚守袁决不能
半途而废袁当好设备的耶护理师爷冶遥 多年来袁陈海斌没
有让师傅失望袁一个心眼扑在工作上袁虚心好学袁刻苦
钻研袁一干就是 11年遥

关键时刻显身手
设备的正常运行是顺利生产的基础袁在遇到设备

故障时袁便是陈海斌与时间赛跑的时候遥 一天下班时袁
陈海斌已换下工作服准备回家袁只见车间主任急匆匆
地跑来院野有一台减速机损坏袁 釜内物料急待处理袁不
然极易堵结袁造成重大损失袁能不能在今晚修好袁确保
正常生产钥 冶
看到主任着急的样子袁 陈海斌二话没说就把活

接下来袁看到已忙累了一天正准备回家的同事们袁不
再忍心把陈海斌们留下袁便说院野你们都回家吧袁这活
我来处理冶遥 之后陈海斌立即换上工作服袁投入到紧
张的抢修中袁把减速机修好后袁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踏
着星光回家遥多年来袁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陈海斌
身上有多少回袁厂里报没报加班袁分了多少奖金袁这
一切陈海斌从来没有在意过遥在陈海斌眼里袁这一切
早已平常袁陈海斌似乎天生背负了使命袁为守护这些
设备而来的袁 而这些设备也在某种意义上倾注了陈
海斌的精力和情感袁牵动着陈海斌的喜怒哀乐遥

潜心钻研攻难关
作为一名机修工袁 在实际的工作中不仅要懂技

术袁还要有创新精神遥今年综合治理车间二效蒸发工
序化工离心泵经常烧坏袁 多次维修后问题仍得不到
解决袁陈海斌听在耳里袁记在心上袁为了解决这一难
题袁陈海斌利用工作空余之间仔细调查检验袁发现化
工离心泵是因平衡真空失调导致泵内吸空袁 在普通
维修改造方法不行的情况下袁又上网查阅资料袁搜索
同种泵类进行比对袁最后找到了症结所在袁将泵改为
双头机封袁并加装冷却水循环降温袁这一改进使得泵
易烧坏的问题得到了完美的解决袁 得到了公司领导
的一致认可遥

在赞美和好评面前袁这位朴实的一线劳动者袁没
有止步袁 依旧迈着坚定的脚步袁 在红太阳的大舞台
上袁以自己的真干实干舞出人生的精彩遥 刘路 杭婉

陈海斌：真干学真知 实干出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