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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的潜能 文/宋世海文/梁伟

科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试

验 : 用很多铁固将一个小南瓜箍

住，然后观察南瓜生长过程中能够

承受多大的压力。在试验的第一个

月，南瓜承受了500磅压力;第二

月，承受了1500磅压力。当它承受

到2000磅压力时，研究人员必须对

铁圈加固，以免南瓜将铁圈撑开。

研究结束时，南瓜承受了超过5000

睹的压力，然后才瓜皮破裂。为吸
收充分的养分，以便突哥哥耐性长

的铁圈，它的根须总计延展了8万

英尺，往不同方向全方位伸展。最

后，南瓜的根须几乎控制了整个花

园的土壤。 这就是生长的力量。

芸芸众生中，其实每个人都有

类似于南瓜的潜能。 这种潜能可用

冰山理论来形容:海面上飘浮着一

座冰山，阳光之下其色皑皑，颇为

壮观。其实，真正壮观的还在海面

之下， 与浮出水面的部分相比，沉

漫在海面下的部分是它的五倍、十

倍甚至更多。 那沉浸在海面以下的

部分，就是人的潜能。 可是，现实

生活中，不少人对自身的潜能都没

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成功的光环只

属于少数人，属于那些把自身潜能

发挥到极至的人。

香港首富李嘉诚出生在广东省

潮安，家境清贫，父亲早逝，他年
仅14岁便离开学校只身闯荡香港。

他始终相信自己能够摆脱贫穷，因

为他知道一个国家会因为贫穷丧失

主权， 一个民族会因为贫穷落后挨

打， 一个人会因为贫穷而丧失自尊

…·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 他的

第一份工作是做最低级的推销员，

每天奔波16个小时， 但他始终没有

因为家境贫寒和没有学历而放弃信

念。最终，他撒发自己的潜能拥抱

了成功。

种下行动就会收获习惯，种下

习惯使会收获性格，种下性格便会

收获命运。发掘生命的潜能，仅有

信念是远远不够的 ， 还需持之以恒

的行动。虽然行动不一定会带来成

功， {且不行动绝无成功可言。

最小的行动也大于幻想。 朋

友，让我们槟弃自卑和那些不切实

际的幻想，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引

爆自己生命的潜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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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通用重工集团入选第三批

止海市企业支化建混示范 地
"过了惊挚节 ， 春耕不停歇。 "惊萤过后，天气

慢慢回暖，农村沉浸在繁贮而紧张的春耕热潮中。这

时候，我们仿佛听到春天扭动腰肢的声音，仿佛听到

土地亲切而热忱的呼唤。田间的麦苗刚刚还干干的睡

在地上，现在已完全被唤醒，尽情地吸吮这春天的雨

露，带来人们一年的希冀。 不仅如此，当你看着一颗

颗饱满的种子撒向犁悔，一块块梳理平整的田块，心

里充满了一种自信、亢奋的感觉。 春天， 寄托了人们

的期盼，孕育了新的生命。 这是一种投身干创造的快

感，无限的希望与想象蕴含其中。

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墨客丹青妙手一直在反复

地咏颂和描绘着春天，使其占尽凤流。除了色彩的绚

丽与丰富、气候的温顺与和照之外，春天的价值主要

在于播种，这是我们赖以寄托理想和实施谋略的序

幕。 置身春天，领略着万象更新的自然风光时，我们

应该感悟到春耕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美丽、稳定、团结、奋进的社会环境

比作春天的话，那么，我们更应该惜春如金，不失时

机地播种。 这个"播种"，就是充满生机的创造，就

是踏踏实实的工作和讲究效益的追求。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看到祖国昌盛、民族腾飞的"绿夏金秋" 。

从某种意思上说，农民一丝不苟、虔诚于播种的

精神，渗透着哲学家式的启迪与规劝，使春天有了一

种永恒的魅力。谚语云 "种好三分收

道， 惊萤到了 ， 节气不饶人，必须抢时抢埔播种。这

里 ， 任何的推语与拖拉都是不能容忍的，只有把丰收

的良好愿望与适时认真的播种结合起来，才会创造出

丰收的未来。 因此，春耕播种也给我们一种启示:我
们必须分秒必争地致力于拼搏奋斗，踏踏实实地做好

本职工作，鄙夷任何形式的情懒、懈怠和无所作为的

怨尤，这样才能更好地经营我们的美丽人生，适应社

会新常态!

本报讯为贯彻中央《关于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和上海市

《实施意见》精神，落实《上海市企业文
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纲要 (2014-

2016) } ，进一步展示上海市企业文化建

设成果和品牌形象， 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科

学发展，经市委宣传部批准， 上海市思想

政治工作研究会(上海市企业文化促进

会)评审命名第三批上海市企业文化建设

示范基地。

第三批示范基础展示评估会在上海城

市规划展示馆制亏。来自上海各行业推荐

的百余家企事业单位代表 ， 参与了历时2

天的企业文化现场展和朝古。

集团品牌中，心郑建江代表上海通用重

工集团向评审组和各行业代表展示了通用

企业文化建设体系和取得的成果，赢得了

专家与评委的肯定，顺利通过自我评估和

展示评审，成功人选"第三地t海市企业
文化建设示范基地"。目前，名单已通过

经市委网上公示， 下一步将进行正式命名

授牌。

此次人选上海市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

地，上海通用重工是焊接行业第一例。

上海通用重工将以获评"上海市企业

文化建设示范基地" 为契机，以更宽阔的

视野和国际化经营理念，充分发挥具有上

海通用童工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实践

"诚信、创新"的价值观，弘扬"以客户

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专注发展焊接事

业"的经营理念，竭诚为用户提供"焊接
与切害l监体解决方案" 0 (郑建江)

春花烂漫入诗囊 文/海涛

灿烂的花朵是春天的名片，人

们是那样喜爱春天，便用 "春"字

命名春天的百花，比如探春花、迎

春花、报春花和长春花等。

探春花和迎春花都属于木犀

科，一般庭栽，也可盆栽， 二者非
常相似，不同的是探春花的叶子为

互生，迎春花的叶子是十字对生。

探春花是探听春讯的急先锋，她怒
放的花朵向世界宣告着春天来临的

淌息。元代大诗人耶律楚才曾有绝

句《咏探春花用高冲霄韵》云:

"风拂新芳膜嬉墙，典刑依约类丁

香。 梅花欲谢渠先诉，消得东君为

汝jlt: o "赞此花形似丁香，梅花谢

后马上登场，不愧 "探春"之名。

而迎春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它拱

曲的枝条上缀满金黄色的1日是，宛

如条条金色腰带，故又名金腰带。

古人非常喜欢此花，常见于吟脉，
如中唐白居易有《斑白春花赠杨郎

中》云"金英翠警带春寒，黄色

花中有几般。 凭君与向游人道，莫

作蔓菁花眼看。 "清初才子赵执信
则有《嘲迎春花> : ..黄金偷色未

分明，梅傲清香菊让荣。 依旧春寒

苦憔悴，向凤却是最先迎。"这两

位大诗人不约而同强调的都是迎春

花金黄耀眼的色彩。

f~春花原产我国西南地区，为
报春花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花为红

色就淡紫色，花形秀雅，也是初春
时节向人们报告春天信息的天使。

南宋杨万里有《嘲报春花》的五言

绝句云"嫩黄老碧已多时，果紫

痴红略万枝。 始有报春三两朵，春

深犹自不曾知。 "

长春花花期长，能够从炎热的

夏天一直开到凉爽的秋日 。 它又名

金盏草，属夹竹桃科，原tF非洲东

部，早在宋以前就已传入我国。它

的花有金黄、战红和白色等多种，

可惜美中不足的是花艳而不番。有

两个宋代文学家都曾写过名为《长

春》的五绝:洪适云诗云"四季

花常发，朝朝得细看。 络英能受

暑，绿刺更禁寒。"刘克庄诗云:

"开落元无准，称华浪得名。 今朝

俄绿暗，昨日尚朱荣。 "他们诗咏

长春花，都着墨于花的艳丽色彩，

文字朴素，淡而有睐。

另外一种名称带"春"字的花

是剪春罗花，因在其茸茸的花瓣上

有几道剪痕，开花叉稍早于剪秋罗

花 ， 故名。 它又名剪红罗、雄黄
花，乃石竹科多年生草本，叶如冬

青而小，攒枝而上， 一般栽植于庭

院和公园。 棋适曾咏曰"巧剪跤

绢碎，深涂络蜡匀。 残英枝上隐，

逾月逞鲜新。 "这是盛赞剪春罗花

色泽鲜丽花期长。 明代文人范允临

也有《咏剪春罗》的绝句"君恩

宴曲池，为郎制宫锦。 月落杏花

寒，裁缝剪刀冷。 " 这显然是承袭

了以男女喻君臣的传统，借咏花曲

折地表现作者的宦海感受。

上海通用重工集团产目应用于

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
上海通用电焊机携T7数字化焊机参展

2015第29届中国焊接博览会
器、双工业级IGBT模块，同时具备防触电、防

粘条、推力和热引弧功能。

通用展台中央创新设计三层立休式展具，垒

起200米电缆线直连一台ZX7-400T并现场试焊

演示，让客户亲身体验数字化焊机的魅力。

除了展出的T7系列数字化焊机，此次未亮

相的通用金系列经典焊机产品也成为现场新老客

户的咨询热点。(陈寒)

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浦东

基地是目前国内最大、最先进的

民用飞机总装制造基地。 2014

年，上海通用重工焊接研发中心

历时8个月研究设计的数字脉冲

电掘产品，作为该基地难一国产

设备得以应用，服务中国商飞自

主设计、研制的C919国产大型

客机的制造。 (王秋风)

3月31 日-4月2日，上海通用电焊机参展2015

第29届中国焊接博览会。 此次参展，直击全面焊

接方案、直递最新制L产品。 简约、时尚的通用

展台成为了本届焊博会别具一格的风景线， 而展

台的主角，就是通用T7数字化焊机。

新品推出，承诺如初。 ZX7-400T数字化直

流手工弧焊机，运算速度更快、更加安全、更加

高效、更加轻松， 采用高效32位数字化芯片处理

中国商用白~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中国商飞)经国务院批

准，于2008年在上海成立，是我

国实施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中

大型客机顶目的主体，也是统筹

干线飞机和支线飞机发展、实现

我国民用飞机产业化的主要载

体，立志让中国人自主研制的大

型客机岸日飞上蓝天。

TAYOR 。 背景 :ω大型客机
C919是中国继运-10后自主 机在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正式

设计、研制的第二种国产大型客 开始机体对接，这标志着C919大

机. C919项目于200 8年 11月启 型客机研制项目全面进入结构总

动，计戈.'J2015年底首飞， 2016年 装攻坚阶段.

取得适航证并支付用户. 2014年 C919的发展目标是为 8-10

5月 23 日，习总书记来到中国商 年后的民用航空市场提供安全、

飞设计研发中心，登上自主研制 舒适、节能、环保、具有竞争力

的C919大型客机展示样机，穿过 的中短程羊通道商用运输机.在

飞机客舱时， 他两次在座位上坐 市场定位上，以中国国内为切入

下来感受感受，他表示"中国 点，同时兼顾国外市场，提供多
大飞机事业万里长征走了又一 等级、多种航掘的产品.

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大飞 C919 ，中国人自己的大飞

机" • 2014年9月 19 日 ， C919首架 机，让我们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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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计划"上海市职业院校焊接大赛
在上海通用重工集团(申江路)焊接产业园隆重举行 上海通用电焊机系列产晶被列入

节能机电设备(产晶)推荐目录

战:牛， 、 铺盖急如':'~ ~-飞心/

产@ i-.iE.币、 飞
上海通用电焊机股份有限公司 :

{(j:单位生严的逆变手工直流弧焊机(ZX7-400衍，逆变式多功

能气体保j户焊机(NB-500T、 NB-350T) . JGBT逆变式半自动气体保

j户焊机NB-3S0、J\B-圳、 :-.lB毛30)巴列入工业制言息化部仰自四L

电设备(产晶)撞荐目录{第五批:)) .特颁发此证书.

每曾豆P 露

3月28 日， "星光计划" 2015上海市第六届
I!P~院校焊接项目技能大赛在上海通用重工集团

(申江路)焊接产业园揭幕。 此次大赛由市教

委、市人力资据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教育发展

基金会、上海市民刃教育发展基金会主办，上海

市焊接协会、上海通用重工集团承办。 目的是展

示上海职业教育的成果，培养技能型的人才，为

经济建设服务。

来自上海江南造船JUJ~业技术学校、中华沪东

造船高级技工学校、上海大众工业学校、上海船

厂技工学校和上海海运学校的23位选手参与决赛

角逐。按照大赛赛制，比赛分理论知识和实际技

能操作两部分组成，理论知识包括焊接图样、焊

接技术标准、技术文件和安全知识。技能比赛为

由板材、管材组成的焊接组合件，竞赛方式为现

场装配定位后焊接操作，由焊条电弧焊、手工锦

极氢弧焊、二氧化碳气休保护电弧焊三种焊接方

法，对组合件焊接进行平焊、概焊、立焊、仰焊

等各种位置的焊接。

大赛指定使用上海通用电焊机ZX7-400S手

工弧焊机、 WSM-400IGBT脉冲氢弧焊机、

阳-350半自动气休保护焊机， 上海焊接器材有

限公司东风牌E5015/φ3.2焊条、卫R50-6/ φ 1.2

及ER50/φ2.5等设备与材料;上海通用焊接技术

培训学校为大赛定制操作升降台 ， 调试比赛设备

并提供焊接技术支持。 (图见第3版) (康丽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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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大市场 迈向新征程

引言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乎同志，在2014年6

月 9 日的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

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明确指示"要祀我国机器人

水平提高上去，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机器

国际环境，国家政策
目前，国产机器人还是以搬运和上下料机器人为

主。 从应用人手，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联盟与

亚洲制造业协会将于今年联手在自内10个主要工业城

市集中布局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创新应用示范中

心、工业4.0台l断示起平台、智能制造研究院等项目 。

业内人士罗军认为 ， 留给国内企业的最大机遇就

是市场驱动，即以市场需求为牵引进行研发，集中力

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希望通过机器人创新示范中心

的建设，带动企业抱团发展，集中打开应用市场，通

过市场需求促进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成熟，打造完整产

业链，推去批~入产业发展。

机器人产业是为装备制造、国防建设、安全生产
以及家庭服务提供智能化装备的战略性高新技术产

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制造业水平和科技水平的

重要标志。 新华网山东频道2010年3月27日报道:山东

省出台指导意见，从政策与资金方面促进机器人产业

创新发展，抢占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促进机器人产

业尽快成长为战略新兴产业。 到201 4年，山东省实施30

项机器人研发和产业化重点项目，攻克一批关键共性

技术;建设5-10个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技术创新平台 ; 培育5家左右具有核心竞争力 ， 集研

发、 生产、系统集成和服务为-体的骨干企业 ; 实现

机器人产业在济南、青岛等重点城市高新区的集聚发

展，全省机器人产业规蝶达到1创乙元以上。
在2014年9月召开的 "第一届机器人革命实现会

议"上，日本政府制定5年计划，要求产官学合力推

进、确保在次世代机器人革命中仍能维持在全球竞争

中的优势。日本方面甚至在探讨要将2020年东京奥运

会办成 "机嚣人奥运会

国内庞大的需求市场
随着用工荒、劳动力成本上涨等问题的突显，从

2000年之后 ， 中国对机器人的需求就开始进人井喷状

态。国际机器人联盟的统计显示，中国2000年至2013年
对产业机器人的采购增长率维持在年均36%以上。 尤其

是， 2013年中国采购的产业机器人数量多达36，560台，

IRB 1410 
工业机器人
主要应用领域:

弧焊、装配、 上胶/密封、

机械管理、物料脏量等.

焊接机器人事业部 宋宏法

人产业园区达40多家.截至20 1 4年10月，国内 已有

超过430家机器人相关企业，平均每周还在新得两家

企业.

12月 9 日， CCTV新闲联播公布 2014年，我国工

业机器人总装机量3. 7万台，居世界装机量之首;其

较2012年增长近60%，占到全球产业机嚣人销量的16.8

万台)的约1巧， 一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机黯人需求第

一大国 ， 年度采购量远超曰 :本(26，015台)、美国(23，679

台)0 2014年，我国机器人总装机量37000余台， 再次雄

居世界装机量之首，其中，约有40%应用于焊接领域。

预计2015年，中国国内工业机嚣人年供应量将超过2万

台，保有量将超过13万台。据专家预测，近5年内，我

5 

。

。予

国工业机器人装机总量以每年10万台的数量递增i 如

果以25%的复合增长率推算，我国机器人保有量到2025

年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现阶段水平。

新加坡的 (Today Online} 曾引述ABB集团高营的

意见预测，用不了几年， 中国的机器人采购量将进一

步拉大与日本、美国的距离。

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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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时

口市

IRB 1520lD 
工业机器人

中，机荔人产量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

在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面前， "适用人"面对

的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一段崭新的4正是呈.在这场机

器人的大战中，我们有信心、有决心，积极应战;

有能力、有毅力，攻坚克难.

瑞穗银行产业调查部的报告则显示，中国对产业

机器人的采购需求实际上维持着更为快速的增长 :

1999年至2008年年均增长达到34% ， 2009年受到金融危

机影响有所下降， 但2010年之后出现更为惊人的增

长， 2009年至2012年的增长率达到61%。瑞穗银行产业

调查部进一步预测认为， 2012年至2016年全球产业机嚣

入的需求增长率将达到约20%，其中日本、欧洲、 北美

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止于10%左右， 中国则有望达到65%

以上，因为"人工成本的持续上涨，以及对稳定品
质、高附加值制造加工的需求，将是中国未来的大势

所趋。 "

锦绣前景 ， 崭新征程， 我们共同奔赴
对于我国制造业转型，必须紧抓机遇，实现弯道

超车。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

程学院院长丁汉认为，最重要的是制造模式的变化，

即摆脱依赖低成本、劳动峦集型的产业发展模式。机

器人在制造业转型中扮横了重要的角色 ， 机器人产业

会发挥巨大的引领支撑作用。

曲道奎预计 ， 未来5到8年是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

的黄金期和窗口期，机器人将在服务业、医疗康复、

环境保护、反恐防爆等领域有广泛的民生需求，未来
市场会从汽车行业扩展到3C行业 ， 从高端客户扩展到

一般客户 ， 从机器人扩展到人机协作的数字化工厂。

在这场你追我赶的机器人大潮中，上海通用重工集团

积极应战，组建专业化技术及管理团队， 与世界500强

ABB合作开展'焊接机器人工作站 ， 强强联手必定出奇

制胜。吕前，各地订单暴撮，销售业绩喜人。

有句俗话说得好"做事在入，成事在天"。只

要紧抓机遇， 在核心技术研发和企业发展模式上实现

突破，机器人产业才有望实现弯道理车 ， 就能在第三

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占得先机。 整合技术、产品、零部

件、应用技术等企业业务要素，将创新链、产业链、

资金链协同起来，加强企业层面顶层设计，打造开放

孚台，利用国内巨大市场需求培育国际领军企业，通

过引领示范，形成群聚效应，合力推动焊接机器人产

业发展，这就是上海通用重工机器人事业部的目标。

中空臂工业机届人IRB 15201D 仅需

数小时即可完成安装，投入生产;

真成本效益高、运行性能强，堪称:

生产效率助推器.

INFO I 资讯

上海通用切割机

应用于江苏东方重工
江苏东方海洋装备有限公司(简称江苏

东方重工)成立于1970年，拥有超过40年的

造船经验，是一家集船舶建造、 海洋工程装

备制造、钢结构加工、进出口贸易等于一休

的大型重工企业。

上海通用重工集团切割自动化装备事业

部凭借十余年的切割制造服务经验及在中国

切割行业中良好的口碑及品质，为江苏东方

重工提供了数十台火焰/等离子及精细等离

子切割机。 (翁栋琪)

东风牌焊材相继

服务于杭氧集团和
杭州、|锅炉集团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杭氧集

团 )是杭州市政府授权经营的国有独资企

业， 被列人中国机械工业500强和中国制造

企业500强。上海焊接器材有限公司(原上

海电焊条总厂)公司与杭氧集团合作30年以

来， 得到杭氧集团赞誉和肯定。 杭氧集团此

次项目大量产品出口欧洲，对焊接材料要求

非常高，上海焊接器材有限公司

SH . ]7015 、 SH . Y)507 、 A132、 A302等产

品用实力说话， 再次得到认可并被使用。

杭州锅炉集团始建于1 955年，先后开

发、制造了23-400MW立式和卧式燃气轮机

余热锅炉、 130-260t/h的燃高炉煤气锅炉、

2ωm2以上烧结机余热锅炉、 75 -150内干熄

焦余热锅炉、 180- 340t/h转沪余热锅炉、 20

-40万吨/年硫铁矿培烧余热锅炉、 150 -

500T/D城市垃圾焚烧炉等系列节能环保产

品。上海焊接器材有限公司SH . )7015 、

SH . YJ507、 A132、 A302等产品是杭州锅炉

集团指定使用焊接材料。(王兵华)

实战培训好氛围

分享经验助成长

傍晚，伴着灯光，上海焊接器材有限公

司药芯焊丝车闻主任正组织员工开展关于设

备操作的《更好操作设备，确保产品质量》

实践培训。

根据自己多年掌握和职累的知识及经

验， 他现场演示、分步讲解，细化每一个按

钮动作和顺序，强调每一个容易忽视的细

节。他说，实践出真知，通过自己的摸索和

尝试，总结方法 ， 提炼要素 ， 分享给第一线

的员工，这样不断的培训11、积累和提高，不

仅能强化管理，节能降耗，更能有效减少生

产戚本，是车间主任的一项重要工作。 作为

基层的管理员，做好员工与企业的纽带，提

高员工的专业能力和团队凝聚力，是车间主

任的职责。 (姚衡)

1l1ll私 03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培训l溃练基地建成
上海通用电焊机成为该基地焊接实训中心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西南铝)隶属于中国铝业，拥

有国内一流，世界先进的技术装备和

生产线，是中国生产规模最大、技术

装备最先进、品种规格最齐全的综合

他特大型铝业加工企业。
2012年，由国家财政部、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供专项资金支

持的国家级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培训11横

练基地建设项目落户西南铝，计划建

成一个国内一流、行业领先、辐射西

南地区、具有较强救援培训能力的专

业培训中心，成为重庆市 "一专多

能"的应急救援人才教育培训基地，

为提升中铝公司、重庆市及西南地区

的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和应急救援能力
发挥积极作用。

2015年3月25 日，上海通用电焊

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品牌专卖店为国

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培训演练基地

西南铝焊接实训中心提供整体解决方

案并负责所有焊接装备的安装和调试

工作。

作为该基地唯一指定

使用焊机品牌，现场有上

海通用T7数字化焊机、气

体保护焊机系列、埋弧焊

机系列、交流弧焊机系

列、锦极氢弧焊机系列、

电阻焊机系列等百余台焊

接产品准备就绪。

26日，重庆市安全生产监督局等

相关政府部门领导、当地培训机构代

表及生产厂家负责人一行近300人前

往示范基地参观考察，对上海通用电

焊机的专业化设备和系统化服务给予

了高度赞扬。 (蒋小涛)

回片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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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通用焊接技术培训学校包锦宇老师
被评为 "上海市行业协会先进工作者"

包锦字，是上海通用焊接技术培
训学校的培训教师，我们都叫他包老

师 ，他更是上海市焊接协会的

"宝"，专家们都称他:宝宝。

2004年，他获得中国焊接蜘会焊

条电弧焊、 C02气保焊技能教师资格

证书， 任上海市焊接协会技能培训11指

导教师，包括AWS(美国焊接学会)焊

工、 EN (欧盟) rso (国际焊工)、
CWBOJ睁大焊接局)焊工、 CCS(中国

船级社)焊工、国家职业资格焊工等

级、中国焊接学会等中外技术标准的

焊工培训与证书店讪肢能指导教师。

2010年 ， 他在浦东新区职业技能

竞赛中 ， 取得电焊工(三级)个人第

一名 ， 获得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等六部门的联合表彰，并获得

焊接技师资格证书，同时为协会培训
基地荣获 "2010年浦东新区职业技能

竞赛电焊工(三级)项目团体一等

奖" 做出了贡献。

2013-2014年度，他更是凭借优

秀的业务能力和突出的敬业精神，被

评为上海市行业协会先进工作者。
包锦字他是普通的，他开朗、正

直、善良 ; 他也是独特的，他有自己

的"一学三不"原则"一学"是刻

苦钻研，不断学习和掌握国内外先进

焊接技术和中外焊工技能培训和考核

的规范标准， 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和技

食品 "三不" 是工作不讲条件，不计

时间，不计报酬。

近年来 ， 包锦宇先后为全国上百
家企业完成了各类中外技术标准的焊

工培训11 ， 十年来， 平均每年为全国各

地几十家企事业培训焊工达数百人。

包锦字不仅是技术骨干，在组织

能力上也十分优异。 在第26届中国焊

接博览会"通用焊机杯"上海地区优

秀焊工表演赛的现场组织和管理工作

中 ， 为焊工表演赛作出了突出成绩并

得到组委会的肯定。 2012年至2013

年，协会承办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

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组织的"星光计

划" 第四届、第五届中等职业学校焊

接职业技能大赛，他积极参与筹备工

作，保证了技能大赛的圆满成功。协

会为此获2013年上海市"星光计划"

技能竞赛优秀组织奖。

对于成绩永不自满， 对于困难永

不服输，对于工作永不放松，用务实

的工作态度迎接每一个挑战， 这就是

通用人一一包锦宇。 (王晓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