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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作 共 赢 ， 展 望 未 来 ” 2 0 1 9 信 義 汽 车 玻 璃
海 外 客 户 答 谢 活 动 圆 满 举 行

(马来办公室 朱振云)

(集团办 华磊)

全 国 政 协 副 主 席 梁 振 英 及 香 港 中 华 出 入 口 商 会
访 问 信 義 集 团 马 来 西 亚 工 业 园

　　2019年9月18日，信義汽车玻璃海
外客户答谢活动在安徽省芜湖市隆重
举行，活动吸引了来自亚洲、欧洲、
美洲、非洲23个国家的逾50位客户出
席。信義玻璃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董
清世先生、信義玻璃执行董事兼副总
裁李圣根先生分别与各国客户代表进
行了会晤。
           随后，客户在信義玻璃芜湖工业
园技术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芜湖信
義浮法玻璃生产线、汽车玻璃生产线
及芜湖工业园原材料码头以及信義集
团产业展览馆，对信義集团的产业规
模、发展历程、技术实力、原材料供
应保障以及在新能源领域的前瞻性布

局等方面有了更加直观和深入的了
解。
        当晚，在位于银湖之畔的芜湖悦圆
方酒店，客户答谢晚宴在气势恢宏的
民族风节目《鼓舞》中拉开了序幕，
总裁董清世、副总裁李圣根及客户代
表Karl Desmarais分别致辞。在欢迎致辞
中，董清世总裁介绍了信義汽车玻璃
的发展历史、对各国客户长期以来对
信義的信任与支持表示了感谢，并对
信義汽车玻璃的未来发展以及期待与
各国客户更加全方位的合作进行了展
望，赢得了在场所有嘉宾的热烈掌
声。
        信義汽车玻璃销售负责人团队代表

“晨曦细雨育桃李，金秋硕果慰园丁”
信義集团各工业园组织开展第35届教师节活动

義集团马来西亚工业园，集团及公
司领导陪同考察团一行参观了工厂
生产线，信義集团刘笑荣副总裁详
细介绍了马来西亚工业园的产业规
模以及玻璃的生产流程。参观团对
信義马来玻璃给予高度的评价与认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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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35个教师节，为了感谢

各公司/部门培训讲师一年以来对

各事业部培训工作的大力支持和

辛勤付出，信义集团各工业园积

极组织开展教师节活动。活动有

效的提升了内部讲师的整体素

质，同时也增强内部讲师的团队

合作精神以及团队凝聚力。

深圳： 9 月7 日晚19 时，横岗工业
园组织开展了教师节活动，园区

内训讲师共80多人参加了此次活

动。本次教师节活动，首先对上

半年培训工作进行了总结汇报，

通报了上半年培训主要工作内容

以及完成情况。并针对上半年完

成情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点

评，并对今后的培训工作提出了

改进要求。此次教师节活动使各

位讲师的经验在团队间得到了分

享。(深圳办公室  赖国东)

德阳：9月8日下午16点30分，德
阳事业部内部讲师“教师节”交

流活动如期举行，德阳工业园负

责人汤炎成总经理、建玻总经理

助理余胜利、财务部总经理助理

黄亿飞及内部讲师共23人应邀出

席了本次活动。汤炎成总经理代

表内部讲师顾问发言，对今年办

公室培训工作表示肯定，同时寄

予厚望，希望全体内部讲师通过

言传身教“树立榜样、形象”。 

（德阳办公室 荣欣 ）

东莞：9月8日上午，东莞工业园
组织开展了2019年教师节专场活

动，东莞事业部各公司、部门的

授课老师，共40余人参加了此次

活动。本次活动由东莞办培训专

员陈庭杰策划和主持，以“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教师”为

主题。大家的参与热情高涨，氛

围活跃，充分展现了授课老师队

伍积极、热情的精神风貌，不仅

促进了授课老师之间的沟通交

流，增强授课老师队伍的团队凝

聚力，还能够使授课老师在活动

过程中学会感恩伙伴、感恩生

活，与信義一起进步和成长。 
（东莞办公室  陈庭杰 ）

芜湖：9月10日，芜湖工业园开展
了2019年教师节沙龙交流活动，芜

湖事业部共21位内部讲师参加了

本次活动。活动采用沙龙形式开

展，邀请各位讲师各抒己见，分

享在讲师道路上的心得、体会。

办公室给每位讲师送上了特别定

制的教师节礼物，整场活动在轻

松愉悦的氛围中结束。此次教师

节活动使各位讲师的经验在团队

间得到了分享，同时也进一步激

发了内部讲师的热情，希望在后

期的内部讲师评选活动开展时有

更多的优秀员工加入信義的内部

讲师队伍。

北海：9月10日下午，北海工业园
开展了2019年教师节沙龙交流活

动。各公司培训讲师共计30余人

参加此次活动，集团副总裁张明

出席活动。现场气氛轻松，讲师

们畅所欲言、分享培训工作的获

得感。此次讲师成长分享沙龙，

能促进讲师之间相互学习、取长

补短、共同提高，有利于推进北

海事业部培训工作规范化，为日

后更好地开展培训工作迈出坚实

的一步。

江门：9月10日江门工业园开展了
教师节庆祝活动，共计40多名讲

师参加。江门工业园总经理助理

闫伟先生代表致辞，鼓励讲师们

积极创新。本次活动有效增强了

讲师们的集体荣誉感及团队凝聚

力，通过真诚的交流学习与分

享，提升了大家对内部讲师身份

角色的领悟，从而激发内心更大

的热情与干劲，把人才培育工作

推向新的高度。

“晨曦细雨育桃李，金秋硕果慰园丁”
信義集团各工业园组织开展第35届教师节活动

（北海办公室 姚丽丽 ）

（芜湖办公室 鲁芳 ）

（江门办公室 梁永健 ）

营口：9月10日下午，营口工业园
组织开展了教师节活动，感谢工

业园培训老师的辛勤付出。活动

中，办公室为各位授课老师准备

了一些茶点，使大家在轻松的氛

围中相互探讨，沟通，同时感受

到信义大家庭的温暖。本次座谈

会，得到了各位讲师们的好评，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激发了培训

老师们的热情与凝聚力。

（营口办公室   杜赫 ）



信誉至上  义气争荣  自强不息  善待天下 信义动态3

(浮法品管部 李麟)

(江门办公室 冯文东)

(康臣生产部 朱冬波)

康臣生产部开展安全知识技能竞赛活动

江门工业园举行
“安全为先·人人有责”消防安全演练

班主任甘小河对人员进行小组划分，

并宣读小组竞赛方案规则及评分细

则。本次安全知识技能竞赛采用必答

题、抢达题、风险题三种题型。题目

涵盖了安全、消防、工序操作技能等

方面的内容。此次安全知识技能竞赛

在值班主任的精心策划下取得了较好

的成果。进一步普及了安全技能知

识，培养员工自我防范与保护意识、

营造了安全和谐的工作氛围，让参与

该次活动的每位员工感受到挑战与快

乐并存，集体与个人同在，进一步增

强了团队的凝聚力与集体荣誉感，通

过本次活动增强了人员的安全操作意

识，明确了自己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任

务，增强了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感与

使命感。竞赛结束后由康臣马煜桥部

长对本次竞赛进行了小结讲评，本次

安全知识竞赛圆满结束。

         9月2日，韩国KS审核机构的两

位审核员到营口工业园对建玻公司

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监督审核，营口

工业园负责人孙伟总经理及营口建

玻公司各部门负责人、相关对接人

员均参与了本次的监督审核。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最终顺利通过本

次监督审核！

         去年5月，在第一次通过KS审核

以后，营口建玻公司各部门就已按

照相关要求执行操作，并且所有员

工都能够熟练掌握韩国标准要求。

对于这次的监督审核，营口建玻公

司从管理层到员工都非常重视，并

且在审核前，邀请咨询机构人员对

公司相关文件材料加以确认，对不

足之处进行整改。同时营口建玻公

司加强了6S管理。

        韩国KS认证监督审核的通过，

一方面证明了公司自身的实力，另

一方面是对营口建玻公司未来成长

壮大的一种鞭策。同时，营口建玻

公司全体员工将会在今后的工作中

一如既往地贯彻落实执行标准，提

升自我能力，追求公司价值观，这

样才能为公司创造出更大的效益，

为玻璃行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

务。

韩国KS审核机构到营
口工业园对建玻系统

进行监督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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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办公室 王禧琳)

(东莞办公室 陈霞)

    东莞：由东莞事业部工会主办，东莞办公室协办的主题
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信義玻璃“普天同喜，欢

度国庆”文艺晚会于9月25日晚上19：18分在足球场隆重举

行。活动得到工业园高管、员工以及员工家属的积极支持

和热情参与，郭建林副总裁、廖江洪总裁助理、黄国军总

经理等领导和员工以及员工家属等1000多名观众和演职人

员共同欣赏了这场晚会。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晚会在激情豪

迈的《歌唱祖国》大合唱中拉开帷幕，让祖国来倾听我们

爱心旋律的唱响。精彩纷呈的节目让人目不接暇，赢得了

现场阵阵掌声与欢呼声。晚会期间的抽奖环节，公司领导

为在场的员工抽取了礼品，再次把晚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最后由东莞事业部各部门负责人级以上管理干部组成的合

唱团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用新中国》，欢庆的歌声随风

远扬，把颂歌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献给亲爱的党。

       通过这场盛大的联欢晚会，增进及活跃了同事之间的互

动和交流，促进了信义企业文化良好氛围的营造，更好地

给员工创造了展现才艺的平台，增强了员工的归属感和获

得感。

信義各工业园纷纷举办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思；回首往昔，畅想未来，共同祝愿：祖国日益强
盛，信義事业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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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法公司 许晓明)

(天津办公室 吴及娟)

(江门办公室 冯文东)

 　 芜湖：为庆祝2019年中秋，由芜
湖事业部工会主办的2019年“迎中
秋”文艺晚会，于9月11日晚 19:08 在
芜湖工业园网球场正式拉开大幕。本
场晚会吸引近千名员工及员工家属观
看 。 
          芜湖光伏公司总经理助理赵春宇
先生为晚会致辞，并为在场的全体演
职人员及观看嘉宾送上了节日祝福，
拉开了晚会的大幕。本场晚会共有11
个风格迥异的节目陆续登场：有首次
亮相即斩夺冠军的相声《满腹经纶》
带给我们的惊艳；有倡导反腐倡廉题
材的小品《送垃圾》让我们的深思；
有原创舞台剧《每个女孩都是公主》
带给我们的感动；还有优美飘逸的舞
蹈《蜀绣》带给我们的视觉享受；惊
喜不断的魔术表演引得台下掌声雷
动；振奋人心的开场锣鼓⋯⋯ 
       同时为回馈广大员工，还在欣赏
精彩纷呈文艺节目的同时，穿插了两
轮近500份幸运大抽奖。这台历时近3
小时的庆典在一片热烈祥和的氛围里
收获了巨大成功，为我们信義广大员
工送上了一台精彩的文化盛宴。

点，晚会正式开始，晚会开始由天津
工业园负责人陈孝明总经理为本次晚
会致辞，在陈总一番热情慷慨的致辞
过后，晚会的文艺演出正式开始。
    　随着熟悉的音乐响起，晚会在美
女们激情的开场舞中拉开了帷幕。歌
唱、舞蹈、相声、小品、走秀等节目
精彩不断，高潮迭起，欢呼声一浪高
过一浪。同时为了增加晚会的氛围，
在节目表演的过程中抽奖环节也穿插
进行，本次晚会准备7个奖项共200个
奖品。
 　“筑梦信義 、祝福祖国”文艺晚
会，纪念了信義集团发展壮大的31
年，此次晚会将“家”的感觉用晚会
的形式传递到每位员工的心中，提高
了员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为拥有
文艺特长的员工提供展示的舞台，陶
冶了情操，丰富了员工的业余文化生
活。彰显了信義集团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

      　天津：天津工业园9月25日晚举
办“筑梦信義、祝福祖国” 2019年
国庆节文艺晚会。
        出席本次晚会的领导有：建玻公
司总经陈孝明理、汽玻公司总经理
洪永胜、光伏公司副总经理单晓
义、浮法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冬平、
建玻公司总经理助理董自力。晚19

德阳事业部“第二届企业
开放日活动”圆满举行
     9月25日，阳光明媚，秋风送
爽，下午14点30分“贺建国70周
年暨信義玻璃德阳事业部第二届
企业开放日活动”正式举行，共
有来自30余组家庭的56名员工及
家属参与了本次活动，德阳工业
园负责人、德阳建玻余胜利总经
理助理、德阳汽玻孙金文部长应
邀到场出席。汤炎成总经理对各
位员工及家属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对家属们给予员工和公司的
支持、理解表示真挚感谢。随后
员工家属代表发言，一番朴实而
真挚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现场的
每一个人。在活动的过程中，公
司领导在现场与家属开展了有奖
问答环节，家属们参与积极，领
导亲切互动，现场欢声笑语不
断。有奖问答环节结束之后，现
场家属“兵分两路”，其中一部
分人选择参加“亲子活动”，另
一部分人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有
序前往生产车间和光伏生态大棚
参观。活动的最后，办公室为大
家发放了“伴手礼”并带领大家
统一前往大食堂用餐。
　　此次活动30余组的家庭收获
了关怀和喜悦，老者脸上的笑容
是慈祥的，孩童脸上的笑容是天
真的，年轻人脸上的笑容是充满
希望的。 （德阳办公室 荣欣 ）

   
 　江门：9月25日晚上7时，江门工
业园在篮球场成功举办以“同喜同贺
中秋国庆、同欢同乐精彩信義”为主
题的联欢晚会。
         本次晚会很荣幸邀请到江门浮法
总经理赵建军、销售总助郑长乙、浮
法总助闫伟等公司领导作为嘉宾出
席，共有200多人参加。晚会在赵总
的祝贺致辞下正式开幕，活动共19个
表演节目，有歌曲、舞蹈、朗诵、乐
器演奏、小品、戏曲等，给观众带来
一场丰富多彩的文艺盛宴。精彩的节
目、舒适的环境、美味的小吃、丰富
的奖品，笑声、掌声、欢呼声源源不
断，整个晚会在一片喜庆、热烈、祥
和的气氛中进行。最后，赵总带领各
部门管理干部进行了压轴表演大合唱
《精忠报国》，彰显我们的国家心、
信義心，并且与大家合影留念，以此
来圆满结束晚会。
          这次晚会，通过丰富的企业文化
节目活动，增强了企业员工的自豪
感、归属感和凝聚力，让江门工业园
在满满的正能量中继续砥砺前行！



信义文苑6
信 義 玻 璃 ， 引 领 绿 色 新 生 活  

(集团办 陆伟哲)

    阮爱国，安徽和县人，2013年9月2日进入信義玻璃，现任芜湖光伏公司

钢化五车间上片自检员岗位。 

   “老阮，帮我看看这片玻璃合不合格”，“稍等，马上来”。老阮这个

别称，是工序所有人员对他的称呼，只要有困难，他義无反顾的帮助其他

同事解决问题。在平凡而又关键的看片自检员岗位一干就是六个年头。发

现问题能及时上报给班长、主操手及品管，多次阻止了不良品流入下一道

工序，对班组的质量把控工作做得比较到位，大大降低了返修的数量，节

省了不少人力、物力与财力。随着年龄的增大，视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他

主动去矫正视力，随身携带眼镜，他常说：“自检，良好的视力是第一要

素”。他一贯优良作风也得到了部门领导的一致好评。

马 来 的 雨

信 義 榜 样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