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焊机 / 焊接材料 / 切割自动化装备 
焊接自动化装备 / 研究所 / 培训学校

集电焊机、切割机、焊接材料一体化制造商

国家焊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 盟 理 事 长 单 位
中国电焊机标委会委员单位
中国电工行业采标示范单位
上海市焊接协会理事长单位
上 海 市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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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访问集团官网 http://www.tayor.cn

2018/3/27
星期二

总第      期71上海通用重工集团2018年新春联欢会

编辑部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申江南路3888号（原新坦瓦公路1377号）   投稿信箱：tayor@tayor.cn    投稿热线：021-68123788    传真：021-51377087    网址：www.tayor.cn

人文 | CULTURE04

图为集团第十四届经销代表大会现场

热烈祝贺上海通用重工集团第十四届经销单位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元月7日，上海通用重工集团第十
四届经销单位代表大会在公司总部会
议中心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通用
焊机、东风牌焊材的合作伙伴应邀参
会，集团董事长陈永强等高层出席大
会，共话“新时代”大背景下的营销
工作。

陈永强董事长作重要讲话，他从战
略的角度为合作伙伴们解读了通用焊
机、焊材、切割机产品发展的背景、
阶段、发展要素与未来的展望。他指
出，在把握国内市场领先的前提下、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要重视
国际市场，走出去，提升TAYOR品牌在
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他强调，要在
技术上勇于创新，在营销上要抢抓机
遇、合作共赢。同时，坚持“诚信、
创新、忠诚、担当”理念，共谋未来
发展。

会上，陈董事长引用“幸福都是奋斗
出来的！”词句与大家共勉。期望在新时
代、新征程上，通用与全体合作伙伴一起
共同奋斗、合作共赢、共同成长。

集团营销中心总经理作营销工作报

告，首先在开幕致辞中表达了对全国的
合作伙伴共飨盛会的诚挚欢迎和衷心的
感谢。大会回顾了过去一年的营销工作
，在面对机遇与挑战，公司积极完善营
销策略，强化产品线规划建设，不断拓
宽渠道与提升服务水平；协同配合，积
极拓展行业市场，市场份额取得了新的
突破，顺利完成了年度增长目标。

工作报告中阐述了在“新时代、新
征程”大背景下我们要秉持“继承传统
、勇于创新、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
不断创新营销模式与市场策略，持续提

升运营管理水平，推动焊机焊材全面发
展的营销工作，迈上新台阶。

大会上，对2017年度优秀经销单位
进行了表彰，颁发了“焊材焊机全面发
展奖、焊机卓越贡献奖、焊材卓越贡献
奖、焊机杰出贡献奖，以此褒奖经销单
位在2017年度为销售业务拓展所做出的
贡献。同时推介了焊机、焊材、切割机
新品，并邀请经济学家分享了当下经济
发展趋势的分析讲座。

最后，与会嘉宾在会议中心现场合
影留念，大会议程圆满完成。(胡智杰)

图为2018年新春联欢会现场

南非职业教育和培训代表团 来通用重工交流访问

春节前夕，整个通用无不弥漫着新年的气

息。我们迎来了崭新的2018的同时，也迎来了

远道而来的朋友。

座谈伊始，集团副总裁陈振刚向南非职业

教育交流代表团表达了诚挚的欢迎，并介绍了

集团的发展历程、产业规模以及焊接技术培训

学校建设与发展的内容。希望与南非在制造业

教育与培训方面增强沟通与交流，与南非建立

长期稳定、互赢的合作关系。

南非工业和制造业培训教育署长雷蒙德对

我司精心周到的接待与安排表示由衷感谢。他

表示，此行目的就是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

职业教育并学习一系列制造业技术。他表示南

非与中国一样面临着城市发展，农村发展等问

题。同时南非制造行业增长缓慢，这使得岗位

稀少与人口不断增长的矛盾日益加剧。要想成

为制造业国家，必然需要具备能够生产更多高

质量产品的能力。这就需要大量的具有高素质

的技术人才。雷蒙德提出，南非缺乏人工智能

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希望此行可促进双方

多方位的合作，迈出智能制造国际化人才培养

的坚实一步。

南非交流代表团实地走访了集团焊接产业

园以及上海通用焊接技术培训学校，对我司制

造实力与焊接技术培训水平都给予高度评价。

（张臣男）

与南非职业教育和培训代表团交流现场

2018年3月2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

节。集团在会议中心隆重召开上海通用

重工集团2017年度总结表彰大会暨2018

年度工作会议，集团董事长陈永强及全

体员工出席会议。总结上一年度的各项

工作，表彰先进，总结经验；布署2018

年工作任务，明确目标。进一步统一思

想，凝心聚力，弘扬通用人“致力产业

报国”的精神，谱写新的篇章。

会上，陈董事长讲话充分肯定了

2017年度各项工作，布署了2018年度工

作任务，提出新的希望和要求。明确了

方向，统一了思想。特别就企业核心价

值“忠诚、担当、奋斗、创新”进行延

展诠释，令在坐的每一位员工都倍感鼓

舞。

随后，为表彰2017年度表现突出的

团队和个人，鼓励广大员工坚持以“创

新”为主题，以“降本增效”为目标积

极开展工作，经各单位评选推荐，集团

评审决定，对先进团队和优秀个人进行

了表彰。

    “吃元宵，猜灯谜”特别活动
元宵节是我国传统的重要节日之

一，民间正月十五闹元宵已有悠久的历

史。它伴随人们迎来春天，是把节日习

俗体现的最为彻底和典型的传统节日。

刚过11点整，会议中心一楼响起了

喜庆的曲乐，使人很难不沉浸在其中。

不一会，汤圆窗口逐渐排起了长队。窗

口的工作人员紧张地忙碌着，微笑地递

出一碗又一碗汤圆。汤圆虽小，却饱含

着公司对员工满满的祝福。

在这喜庆的日子里，自然少不了红

红火火的灯谜游戏助兴。

灯谜能启迪心智，短小精悍且包罗

万象，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体现了人

们的聪明才智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最后，猜灯谜活动在一片欢声笑语

中圆满结束。(张明霞)

上海通用重工集团2017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暨2018年度工作会议

图为集团2017年度总结表彰大会暨2018年度工作会议现场

2018年2月3日，上海通用重工集

团2018年新春联欢会在总部会议中心

盛大举行。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陈永强与

公司老同事、顾问、各事业部总经理以

及全体通用人共同出席新春联欢会。会

议中心坐无虚席，人声鼎沸，到处洋溢

着喜庆与祥和，俨然成了一片欢乐的海

洋。

咚…咚…咚…新春联

欢会在铿锵有力的锣鼓击

打声中拉开了序幕，开启

新一年好的兆头，迎接春

的到来。

新春联欢会节目丰富

多彩有舞蹈、小品、独

唱、古筝、对口相声、合

唱，精彩纷呈，互动连

连，大多节目都是通用人

自编自导自演。

由技术部、外贸部联

合 表 演 的 《 P a r t y 

People》展现了通用人的

青春活力、朝气蓬勃，博

得在场观众的的阵阵掌

声；紧接着独唱、小品、相声等轮番上

演，其中营销中心市场服务部的小小通

用人汪静雯为大家献上古典传统乐器古

筝表演《战台风》。曲调气势磅礴、时

急时缓、高低有序，给人一种奋发向

上，勇于奋斗的视听感受，友情演出节

目《五星红旗》整齐律动，红旗飘扬，

爱国爱家敬然而生，征服了现场的每一

位观众，掌声不断。

今年新春联欢会设置的互动环节，

精彩连连，有时下流行的抖肩舞、微信

拔河、瑜伽动作模仿，无不让现场的每

一位通用人笑逐颜开，欢乐多多。

当主持人宣布现场“摇手机、抢红

包”活动开始，只见台下所有人都在使

劲摇手机和呐喊，一波接着一波的摇喊

声将联欢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今晚，注定是一个愉悦的夜晚，整

场联欢会的载歌载舞、余音绕梁，赢得

观众们的喝彩和掌声。现场还评选出了

优胜节目，并颁奖。褒奖每一位表演者

的参与和倾情演出。

最后，全体表演者和公司领导、顾

问以及嘉宾共同演唱《皇后大道东》，

2018新春联欢会在欢乐的气氛中拉上

帷幕。(金靖凤)

MIG-500应用于压力容器领域
应用简讯

2017年10月10日，上海通

用电焊机MIG-500数字化脉冲

气体保护焊机应用于江苏压力

容器生产企业。MIG-500数字

化焊机内置专家数据库，用户

只需选好材质、焊丝后调整焊

接电流即可自动匹配焊接参

数，配合混合气即可实现碳

钢、不锈钢无飞溅焊接。为用

户解决了飞溅打磨困难，车间

污染，生产效率低等问题，受

到用户高度的赞扬。该公司领

导表示：用了MIG-500焊机

后，原来一个工人一天只能焊

5kg焊条，现在一天能焊20kg

焊丝，生产效率提高了4倍，

打磨工序也少了；在焊接时还

看不到火花飞溅，特别干净。

真的是既提高了效率，又

节约了成本！（李纪正）

MIG-500应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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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强先生连任上海市焊接协会理事长 集团获评“中国电器工业领军品牌、中国电器工业能效提升标杆企业、
中国电器工业用户满意示范企业”荣誉称号

来自“长征5号运载火箭”型号办公室的感谢信 电焊机应用于“世界第一高桥”

T7系列电焊机应用“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CCTV1新闻联播报道 数字脉冲电源应用于C919大飞机并首飞成功

光纤激光切割机应用于海龙核科技

承办“IIW·CWS·Arc Cup 2017国际焊接大赛”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莅临通用重工考察指导

获评“国际焊接大赛优秀竞赛基地”称号

应邀出席国际焊接学会第70届年会及国际会议

集团荣获中国焊接行业优质品牌企业、中国焊接设备行业著名企业、
中国焊接设备行业卓越奉献奖

焊接产业链亮相德国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杜塞尔多夫）

参展第31届中国焊接博览会

黑龙江省二级分销商工厂体验活动 郑州运通二级分销商工厂体验活动参展第22届北京埃森展

通用电焊机应用于东胜气田

东风牌焊材应用于北京机场钢结构焊接东风牌焊材应用于大连船舶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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