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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焊材研发中心总监吴伦发先生
颁发201 7年度新春联欢会"最高人气奖"

A 电焊机研发中心总监王进成先生
颁发201 7年度新春联欢会"银桂奖"

A 电焊机工厂厂长陈赛虎先生
颁发2017年度新春联欢会"丹桂奖"

上海通用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主办

双月刊 |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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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切割自 动化装备事业部副总经理王力成先生
颁发201 7年度新春联欢会 "全桂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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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上海通用 工集团董事长陈永强先生
连任 "上海市焊接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长"

A焊材上海工厂厂长魏玉书先生
颁发201 7年度新春联欢会"柿子奖"

?雀力通用-2017年集团新春联欢会掠影

本报讯 2017年1月 7日，上海市焊接

协会第八届一次会员大会在圣贤居酒店

会议厅隆重举行 。 七届理事会理事长陈

永强 、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锋、 副理事

长叶永青等领导出席大会。 上海市社会

团体管理局 、 上海市铸造协会 、 上海市

锻造协会 、 上海市电镀协会和上海市热

处理协会的代表也应邀出席。 会议由叶

A 新春联欢会主持人 A 开场舜 《喜庆秧歌》 A 产品音乐秀 《上海滩》 A 小人舜 <<Little People Dance>> A 双簧 《噶双簧》

A 集团董事长陈永强当选为上海市焊接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长

永青主持。

大会经投票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

会 ， 上海通用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永强先生当选上海市焊接协会第八届

理事会理事长。

连任理事长的陈永强先生任职演讲

巾谦虚地说道 ， 感谢广大理事和会员单

位一直以来的信任 ， 以及对协会工作的

大力支持，并表示要努力工作 ， 为会员

单位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市社团局社团登记处的有关领导在

大会上讲话，充分肯定七届理事会的工

作，对新产生的八届理事会表示祝贺，

同时介绍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

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要求， 并对协会未

来的工作提出了"加强服务功能、 加强

内部治理、加强行业自律、加强诚信建

设"四点要求。

大会向获得 " 20 16年度上海焊接行

业诚信企业" 称号的12家企业颁发荣誉

证书及奖牌。上海通用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 、 上海焊接器材有限公司位列其中。

此次殊荣的获得， 将激励通用在恪守诚

信的道路上继续奋进。 ( 编辑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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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上海通用重工集团

第+三届经销单位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A独唱 《海阔天空》 .À. ，j、 品 《诚聘代言人》 A 合唱 《春天里》A 舞蹈《摩登纽舞》 A 小品 《途经女儿园》

.À. 独唱 《中 国人》 A 羊 口相声 《站着》 A 手影舞 《爱的翅膀》 A 大合唱 《欢乐颂》 .À. ì-平噶 《民谣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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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20 1 7

年1月 6 日 ， 上海通用重工集团第十

三届经销单位代表大会在集团总部

会议中心隆重召开。集团董事长陈

永强先生等重要领导以及全国经销

单位代表、 营销精英欢聚一堂，共

襄盛举。 共同探讨了如何在20 1 7年

焊接市场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经济发

展新常态下，携手蜕变， 创赢更多

价值的经营之道， 共启创新发展与

品牌升级红利新篇章。

陈永强董事长在会上作重要讲

话， 他指出，上海通用重工致力打

造 "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 " 的焊接

产业集团，目前公司已经成功搭建

的国内首创的电焊机、 焊材、 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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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上海边用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获 "2016年度上海焊接行业诚信企业n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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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十二届经销代表大会现场

机、 焊接技术研究及焊接技术培训

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大舞台 ， 集团未

来的发展要依托国家焊接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平台 ， 加快技术升

级， 加强自主研发能力，融合市场

发展，用中国焊割设备解决中国智

造难题，开拓更大的局面; 陈董事

长在讲话中分享了 ( 下转第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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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上海焊接器材有限公司
获 "2016年度上海焊接行业诚信企业"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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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接第一版)关于梦想与未来的观

点 ，他表示， "择高处立，向宽处

行" ， 无论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企业，

都要有伟大的梦想，心中有梦想，脚下

才有力量!最后，他预测到2027年 ， 上

海通用重工集团将打造成中国焊接行业

领军品牌 ， 最终成为国际知名的品牌!

这令台下的经销单位代表振奋不己。

陈振刚副总裁作年度营销工作报

告。回顾2016年，是通用充满挑战和压

力的一年，也是驭势而上， 稳步推进的

一年 ， 在各经销单位的积极配合与努力

下， 营销中心出台了一系列积极措施，

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谈到2017年

的公司发展方向，他结合国家改革举

措 ， 指明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下焊接行

业发展的契机，提出了新的营销战略设

想，同时对全体经销单位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他表示， 通用未来将穷实基础 ，

着手从品牌、质量、价格、服务等多方

面的综合优势 ， 赢得焊接市场更大份

额，期待经销单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紧跟通用的脚步，措起袖子加油

干， 做大做强企业。

为鼓励在2016年度做出突出贡献的

经销单位， 大会特别设立了 "20 16年度

优秀经销单位"表彰颁奖环节，集团为

获奖单位的代表颁发荣誉奖牌和证书，

并奖励购货基金。感谢他们面对焊接行

业深度调整、 营销受阻的不利局面，紧

紧围绕公司的决策部署，不畏艰难、主

动作为、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

遇，开拓创新，使销售工作取得了稳中

有升的良好业绩。

在会议现场，进行了电焊机 、 焊

材、切割机新品推介 ， 并安排了园区参

观及新品试焊体验，让经销商更加直观

的体验新技术和新产品，增强了经销商

对通用产品竞争力的信心 。 通用将在

2017年迅速扩充产品阵营、 完善产品性

能，推出更多具有节能、高效及技术领

先的智能产品 。

上海通用重工集团在全国经销渠道

建设与完善的同时，也高度重视经销单

位的成长，以更好的服务客户 ， 提升品

牌美誉度。 大会特别邀请了集团总工程

师、 上海焊接技术研究所所长薛振奎教

授作"焊接一人类文明的巨擎" 讲座 ，

INFO I 资讯

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焊接的发展历程、趋

势和未来设想。上海焊接技术研究所工

程部经理陈建平教授作"现代焊接技术

综述" 讲座，他联系近年来国内外焊接

工艺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介绍了先进的

经验作法， 授之以渔。

最后 ， 大家合影留念，大会议程圆

满完成。

新的一年， 通用的事业开启新的篇

章， 记录新的里程。我们将一如既往地

以"诚信、 创新"为企业核心价值，保

持品牌和企业的稳步发展，继续为所有

经销单位搭建最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提

供最优质的服务 ， 回馈所有的合作伙

伴，共同开创上海通用重工全产业链的

辉煌未来 ! (编辑部)

上海通用重工集团2016年度总结表彰大会暨2017年新春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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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凤迎春，昂头振翼。 2017年1月

20 日，上海通用重工集团2016年度总结

表彰大会暨2017年新春联欢会在集团总

部焊接产业园会议中心盛大举行。集团

董事长陈永强先生、 集团公司顾问 、 各

事业部总经理以及全体同仁欢聚一堂，

喜迎新春。

集团董事长陈永强先生首先代表集

团公司董事会及党、工、团组织向公司

全体员工，向与通用事业共发展的合作

伙伴们，向长期以来给予通用巨大支持

的朋友们，以及家人们 ， 致以最衷心的

感谢和最诚挚的祝福 !他说， 2016年在

国内外形势充满挑战的情况下 ， 通用积

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 紧紧凝聚集体

的智慧和力量，构建完善的电焊机、焊

材、切割机、焊接技术研究及焊接技术

培训为一体的全产业链，依靠国家焊接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平台，不断创新

和突破 ， 在行业内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电焊机、焊材、切割机三个事业板块销

售逆势增长，领跑同行。并对公司新一

年的发展计划进行了蓝图式的描绘，集

团在 20 1 7 年全面贯彻落实"四个完

善" 完善人才队伍建设体系 ， 完善

产品 、 制造、工作标准体系，完善薪酬

激励体系，完善工艺体系 。 在定制化需

求、国内中西部及海外地区布局等关键

领域"快步走" ;在组织机构管理、降

本增效上"出重拳" ;在重创新、提技

能上"练、肉功" 。 新的一年， 集团要在

稳定的前提下融合发展，全体干部员工

要肩负起身上的责任与使命 ， 立足本

岗，真抓实干，以踏实的态度抓好各项

工作的落实，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投入到

各项工作中去， 以排除万难的决心和只

争朝夕的精神，向着"国内一流，国际

驰名"的目标全力以赴，开创上海通用

重工集团发展的新局面 ! 陈总的发言激

励了全体员工，赢得了阵阵掌声和喝

彩!

2016年是集团飞快发展的一年，在

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员工、

团队代表 。 他们默默耕耘，从不抱怨，

从不言弃，用睿智与辛勤付出让通用的

业务更上一层楼，用热忱与坚韧谱写通

用人自己的华章。 为鼓励员工爱岗敬

业， 激励员工创新思维 ， 集团此次以

"创新"为主题、以"降本增效"为目

标开展 "2016年先进个人和团队评选活

动"各事业部根据集团提名标准，围

绕"创新"主题，以工作量化结果为导

向开展提名评选， 集团部门 、 各事业部

及研究所的提名人选报集团终评， 产生

获奖人员。会上为荣获2016年度"管理

标兵奖" 、 "技术创新奖"、 "金牌员

工奖" 、 "卓越团队奖"以及 "入固

奖" 的个人和团队进行了表彰仪式， 并

颁发荣誉奖牌、 证书及奖金。 整个颁奖

过程气氛热烈，获奖代表依次上台发表

获奖感言，与大家共同分享他们在工作

中点点滴滴的宝贵经验和心路历程， 他

们爱岗敬业的精神感染着会场所有通用

人， 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收获了最

真诚的祝福和最热烈的掌声。

随后，红红火火的开场舞蹈 《喜庆

秧歌》拉开了2017新春联欢会的序幕。

《员工照片墙》 中一张张熟悉的笑脸，

见证了 1 8年来集团与员工一路坚守 ， 风

雨同行的深厚感情， 以及员工家人的鼓

励与支持。 整场联欢会精彩纷呈， 共有

歌唱类、语言类、 小品类、 歌舞类等节

目，均由集团各个事业部筹措排演。观

众们既能感受歌曲 《中国人》 的骄傲自

豪 ， <<海阔天空》 的震撼自由 ， 也能在

《春天里》 汲取朴素的温情，在 《欢乐

颂》中体验胜利的喜悦，在《民i吾串

曲》悠扬的歌声中回味幸福通用 的点

滴;小品类节目让观众们在欢笑过后读

懂人生 ， <<诚聘代言人》 用幽默的语言

和生动的表演阐述了"物尽其用 ， 人尽

其才"的人才观一一企业要根据个人能

力、 素质 、 潜能安排合适的岗位，在包

袱频出的 《途经女儿国》 里大话另类西

... 201 6年度总结表彰大会暨2017新春联欢会现场

游:语言类节目也不乏精彩片段，在

《唱双簧》里体验配合出力量， 在单口

相声《站着》 里回顾非同一般的成长人

生:看凝聚高技术水准的通用电焊机产

品音乐秀《上海滩>> ，转眼又来到了活

力 四射、激情洋溢的爆笑舞蹈串烧

<<Li ttle People Dance>> ，在 《摩登组

舞》中品味和谐共舞的艺术之美， 用手

影舞《爱的翅膀》 表达员工对通用满满

的深情和信心， <<少儿街舞秀》 一展萌

娃活力 ， <<渔欢人笑》跳出了通用人对

新的一年"年年有鱼"的美好祝愿。 通

用新春联欢会一直以来都是通用人欢聚

的大舞台，以职工为载休， 凝聚青春活

力，节目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格调高

雅， 彰显出集团文化底蕴。 此次联欢会

节 目评选， 根据员工喜爱度的原则，由

观众现场微信投票， 评选出"最佳人气

奖" 、 "金桂奖" 、 "银挂奖
桂奖" 及 "袖子奖"集团领导和嘉宾

分别为获奖演员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以资鼓励c

最后，全体演出人员合唱 《点亮未

来>> ， 歌声中倘佯着全体通用人对未来

的美好憧憬和携手共坡、 齐心协作的决

心 ， 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主持人邀请领

导及嘉宾上台合影留念， 新春联欢会圆

满落幕。(乐中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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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集团先进个人和困队表彰名单
2016年度管理标兵奖

电焊机事业部

切割自动化装备事业部

2016年度技术创新奖

电焊机事业部

2016年度金牌员工奖

电焊机事业部

电焊机事业部

电焊机事业部

切割自动化装备事业部

切割自动化装备事业部

切割自动化装备事业部

焊材事业部

焊材事业部

焊材事业部

A 集团董事长陈永强先生为
2016年度 "卓越团队奖"获奖团队颁奖

A 上海焊接技术研究所所长薛振奎先生为
2016年度"技术创新奖"获奖者颁奖

李文明

钱坤

赵尔新

李永强

陈川|

吴方华

徐军

邱丙均

王世波

李磊

刘立洲

詹启建

研究所 张臣男

2016年度卓越团队奖

电焊机事业部 研发中心技术一部

电焊机事业部 -车间变压器线

2016年度管理标兵入围奖

焊材事业部

2016年度技术创新入围奖

电焊机事业部

切割自动化装备事业部

切割自动化装备事业部

焊材事业部

焊材事业部

2016年度金牌员工入围奖

电焊机事业部

A 集团 副总裁陈振刚先生为
2016年度"金牌员工奖" 获奖者颁奖

A切割自动化装备事业部总经理郑建鸣先生为
201 6年度"入围奖" 获奖团 队颁奖

袁标

蔡 j寿

敖志旭

袁红心

何 斌

王 辉

杨小松

电焊机事业部 邓普年

电焊机事业部 到1一妓

电焊机事业部 宋银银

电焊机事业部 贾巧玲

电焊机事业部 成传普

切割自动化装备事业部 梁涛

焊材事业部 朱红琴

焊材事业部 夏福明

焊材事业部 张根友

焊材事业部 侯金顺

集团 马自胜

2016年度卓越团队入围奖

切割自动化装备事业部 配件服务事业部

焊材事业部 营销中心销售部

焊材事业部 不锈钢项目组

集团 企业管理部

A 集团副总裁张向 东先生为
201 6年度 "管理标兵奖" 获奖者颁奖

A 上海适用焊接技术培训学校校长王晓川先生为
2016年度 "入围 奖" 获奖者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