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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点。

市场变化元年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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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现在开始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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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什么事都要准确的把产品

力改善并且打造灵活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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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幸福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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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周密的生产计划，正确且

第二，要尽快形成尊
重个人创意的沟通和合作的

全世界YG-1的家人们：

尊敬的全世界YG-1家人

我们之前因未按时交

祝大家新年快乐，谢
谢！

非卖品

第169期

明确目标 勇于开拓

持续做好必要的准备。

一企业，让我们展翅高飞

有效的原材料管理和确保，

内部发行

YG-1宋镐根会长新年致辞

法不同"、以尊重人为基础

年，让我们迈出实现2035年

球生产基地的控制作用。今

企业内刊

YG-1 宋镐根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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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构筑供应网等，为未来持

YG-1的家人们：

续进行投资。

预计今年大多数国家

因疫情影响，我们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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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策课题《产业核
地区经销商

心技术开发事业》一样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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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提示
1月，截至北京时间1月11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9059万例，累
计死亡病例超193万例。连日来，我国多地发生疫情，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
50个。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广大员工要始终保持警惕、严密防范。

公司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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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经营目标
1.集中核心力量 改善经营体制

本部消息

2021年01月12日

抗疫，复工复产，四季更替，2020年结束了。如今我们开
始了新的一年——2021年。疫情还在蔓延，我们以更加昂扬的
斗志，以时间为剑，激流勇进，以全新的方式，开启新一年的
工作和生活。

再见，2020!

2. 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责任经营

- 构筑协作及沟通的灵活组织文化

迎接新年，我们主动改变过去的自己，改变自己固化的

- 确保品质及性能的信赖性

- 提高业务流程的效率性

- 构筑及时交货体制

- 资产的有效运营

- 运营责任管理体制

你好，2021!

编辑语：

告别旧年，我们迎来了2021年新年。亲爱的同事们，在
此道一声：新年快乐！
提到2020年，好像我们还在其中，疫情将一切置于艰难境
地，过去的这一年，是我们终生难忘的一年。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抵达

2020年度表彰会议

思维，改变自己陈旧的观念，紧跟时代发展，以全新的姿态竞
相海天。
新的一年，《万基万社报》也以新的面貌与您相见。我们
改变模式，从传统的纸质版变为电子版，也希望广大员工积极
参与这种改变，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你对社报的某篇文章
有什么切身感受，你有飞扬的文采，你想给某个人点赞说几句
心里话，投给我们，优秀稿件采纳后会有一份小惊喜给您。
亲爱的员工，
每一天，
我们从改变开始。

更新企业标识，挑战全球第一

QYG1
2021年1月6日、1月7
日，青岛万基万工具有限公
司和青岛优先出锐工具有限
公司分时举行了2020年度表
彰会议。
因疫情原因，公司决定
举行小规模表彰会议。会
上，奖励了一年来辛勤工作
成绩突出的员工。希望广大
员工再接再厉，在各自的工
作岗位上创造更大的价值！

◆晋升为代理（2名+5名）
钱 坤 郝孟杰

郭 霞 封丛华

姜 珊 王 志 周雯娜
◆晋升为系长（4名+4名）

★工作满十五年：13名+5名

刘萍萍 尚磊超 冯焕婷 金孝洙

田俊永 李 乐 丁才聚 庄义良

★先进个人（9名+5名）

●现场人员晋升

张永玲 李振军

董跃全 王 康

孙 周 李恩庆 薛洪祥 杨忠民

QNCT:55名

徐 杰 许文峰 裴存路 崔晓胜

王莉莉 李崔崔 耿丹丹 冯尚勇

QYG1:37名

安子强 范永勋 李 兰 丁海强

程东霞 高欣瑜 陈 凯 殷邦雷

陈兆伟

王 硕 刘春霞

◆晋升为副组长(20名+13名）

◆晋升为班长（2名+2名）
谷大庆 孙亚洲

安丰双 季元志

◆晋升为代理班长(7名+5名）

★先进管理者（3名+2名）

樊庆征 李 明 张 鸣 丁建晓

伦洪杰 陈云华 张公星

赵 楠 马承龙 吴 迪 徐少锐

陈 敏 范晓琴

李德飞 宫衍湖 冯启政 张 倩

★优秀个人（5名+2名）

贺 洋 郭 鲁 刘净波 王 峰

刘兆海 李 让 刘星芳 刘军洪

袁成鹏 李东明 张志磊 刘军洪

胡方忠 张 军

王乃永 吴海占 王 冲 李荣杰

薛 猛 王 杰 杜孝广 刘德兴

张同鹿 孔 强 赵 勇

陆书广 刘明明 张 华

郭飞虎 丁明慧 毕经川 薛太清

樊建亮 赵文华 苏桂军 王 宁

◆晋升为科长（4名+3名）

◆晋升为组长(10名+6名）

赵艳伟 曲晓东 陈 凯 闫启林

任 婷 王 磊 李祥顺 李清凯

张卫华 卓克强 李文虎 张 元

李明飞 丁金贇 刘田田 付德江

任 源 李 建 金美淑

刘国杰 张国辉 王云涛 尹传录

柳书德

新logo的特点是，将
金属切削面形象化的主题
和强烈热情的红色等，维
持原有的创意，强调了决
心成为全球No.1企业的强
烈意志。特别是将切削面

用斜线表现出来，象征着
超精密加工技术，蕴含着
有力的变化和积极扩张的
意义。
YG-1不但把此次logo
更新作为新的展望和确立
品牌认同感，将它作为新
的出发点，而且作为积极
攻略世界市场的方针。

★工作满五年人员：34名+21名

王志广 袁现华 何折军 庄璐强

单公杰 杨 竞

◆晋升为次长（2名+3名）

◆晋升为代理组长(14名+11名）

2020年12月14日，YG1以新建松岛办公楼为契
机，实施了新的logo。

★全年满勤人员：327名+149名

吕 娜 董永升 孙洪飞 李 瑛

黑色为QNCT员工

●管理人员晋升

贺怀勇 段正发 邢 涛 刘丛鹏

投稿方式：
shi79cm@qnct.cn

★表彰★

★工作满十年人员：68名+41名

◆晋升为职长(2名）

●晋升●

王俊超 殷杰军

赵明昌 王存鹏 谢国宇 程建卫

2020年度晋升及受表彰人员

蓝色为QYG1员工

QNCT
张京奎 叶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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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管理者(1名+1名）
王教德 谢文超
★优秀先进个人（1名+1名）
庄凯凯 王海全

YG-1本部办公楼搬迁
2020年12月14日，本部办公楼搬迁并投
入使用，YG-1向更加广阔的市场迈开步伐。
新的办公大楼位于仁川市延寿区松岛科
学路16号13-40，它的使用加快了公司全球统
合效应新的开始。
像自律办公制一样的新的办公环境，无
论何时都可以与不同部门、不同业务的同事
讨论和分享意见的各种空间，将带来以共鸣
的沟通和开放协作的符合新未来的YG-1组织
文化。
新办公楼的启用，作为以成长的时代转
变为成熟时代的推动力，表示崛起新的YG-1
的计划，同时创造引领未来持续增长的动
力，为构筑在变化发展中能够快人一步地应
对的灵活组织文化，加强“沟通和协作”。

工作与安全

第3版

2021年01月12日

清 雪
2020年12月29日，强 风 裹 挟 着 雪
粒，很快地面上冻了。积雪为公司员工
的出行带来了不便，为了保障公司员工
上、下班安全，防止因雪天地滑造成的
意外伤害，力保安全通行。员工在风雪
中开展清雪。
此次寒潮天气过程影响范围广、降
温剧 烈、气 温低、大风持续时间 长，部
分地区打破近20年12月最低温纪录。
防寒小贴士
1、注意头颈保暖。人体热量大部分
都是从头颈部散发，所以一定要戴围巾
或穿高领衫。
2、注意饮食。冬季适合多吃酸性食
物，像 苹 果、橘 子、猕 猴 桃、白 萝 卜、
白梨等，以收敛肺气；少吃辛辣食物，
如葱、姜等，可避免发散泻肺。

品 味

2021年01月12日

职场
事 毕
回 复
（下）
使命感源于你的“工作
维度”。说了这么多，很多
人就不明白了，既然“事毕
回复”这件事情如此重要，
为什么许多人都意识不到
呢？

因为我们的维度感不够
强。许多人对细碎工作抱有
的态度是：我只不过送个文
件，我只不过传达一个信
息，我只不过送个图纸，这
能有什么用？所以在工作完
成之后，就没有向上级“汇
报”的欲望。这个时候不妨
调整自己的维度感：
从低维来看，员工是在
跑腿（打字、核对数据或者
重复性的工作等等），似乎
没什么价值，但从高维来
看，你正在为整个团队的决
策打着坚实的基础，这也是

第6版

你不断积累信誉值的过程。
转换自我的工作维度感，才
能做到“事毕回复”，成为
真正靠谱的人。
我们总在抱怨无法自证
价值，仿佛生活都是被无意
义的事情所支配的。但其
实，我们还是要明白——事
物的意义都是靠我们自我自
己赋予的。

和对方的时间，让团队不在
无用的环节上浪费一分一
秒，同时也注重对细节的把
控，实时沟通的重要性。
如果上司已经在这个问
题上对你产生“怀疑”，那
么就要及时调整。因为再多
的成功学、价值观等五花八
门的学问都拯救不了一个说
不听的灵魂。

大事看能力，小事看品
格。从“事毕回复”这件事
上能看出来一个员工对于工
作的态度。懂得“事必回
复”，就是做到了尊重自己

讲了这么多，只是想让
你明白，“事毕回复”这种
细节里能看到一个人的工作
品质，细节究竟有多重要，
不言自明。

3、多加锻炼。冬季是运动锻炼的大
好时机，加强锻炼，可增强心肺功能。

雪中厚积，

消防安全知识（32）
⑵、使用方法。
二氧化碳灭火器使用时，当旋
开启闭阀的手轮或压下压把时，二
氧化碳灭火器密封开启，液态二氧
化碳在其蒸汽压力作用下，经虹吸
管和喷射连接管，从喷嘴喷出。
由于压力突然降低，二氧化碳
液体迅速汽化，因汽化需要热量供
不应求，二氧化碳凝结成雪花状固
体，温度下降至-78.5℃。所有从
灭火器喷出的二氧化碳是气体和固
体混合物。当雪花状二氧化碳覆盖
在燃烧物上方时即可汽化（升
华），对燃烧物有一定的冷却作
用。但二氧化碳灭火时冷却作用不
大，它主要靠稀释空气原理，把燃
烧区空气中的氧浓度降低到维持物
质燃烧的极限氧浓度以下，从而使
燃烧窒息。

①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手
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有2千克、3千
克、5千克、7千克四种规格。
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使用时
手提灭火器提把，或把灭火器扛在
肩上，迅速赶到火场。在据起火点
5米处，放下灭火器，一只手握住
喇叭形喷桶根部手柄，把喷桶对准
火焰，另一只手旋开手轮，或者压
下压把，二氧化碳就喷射出来。
当扑救流散液体火灾时，应使
二氧化碳射流由近而远向火焰喷
射，如果燃烧面积大，操作者可左
右摆动喷桶，直立把火扑灭。当扑
救容器内火灾时操作者应手持喷桶
根部手柄，从容器上部一侧向容器
内喷射，但不要使二氧化碳直接冲
击到液面上，以免将可燃液体冲出
容器而扩大火势。

燎……

高效工作者的

3个特质
全局意
工作中，很多人常常会遇到这样
的问题：重要的事情一直拖着不去
干，整片的时间又任由它荒废掉，不
断忙于一些紧急但又无用的琐事。最
后陷入一个死循环——疲于奔命、反
复救火、拖延、赶工，忙得火急火

这其实都是 因为缺少全局观，
“时间”和“任务”错配导致的结
果。有一句话叫“不谋全局者，不
足以谋一域”。站在全局的角度，
宏观地思考问题，才能离卓越更进
一步。

春天之时蓬勃

状元文（上）

发展。

公司一角

测 试

生？如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50岁的
时候你应该做些什么？40岁呢？30岁
呢？现在呢？以这种长远的视角来倒
推思考，你就能唤醒自己心里的
“鹰”。

无关的信息，从而把力气集中在真正
重要的目标和问题上。这是提高效率
和质量的关键。

不拖延

理论物理学家兼数学家弗里曼·
戴森把自然科学家分成两种人：一种
是鹰，飞过大自然的上空，俯瞰地
面；另一种是青蛙，在杂乱的草丛里
跋涉前进。

目标感强的人，大多都是成果导
向思维的行动者。有成果导向的思维
习惯，就会问自己：订立这个计划，
究竟是要产出什么成果？用这样的成
果倒推，计划要具备哪些要素？哪些
要做，哪些可以不要做？

你以为你拖的是时间，其实你拖
的是你的整个人生。无视这个道理，
就只能自食苦果。工作中也是如此，
上司安排的任务你一拖再拖，最后要
么完不成，要么为了赶截止日期草草
完事，结果质量大打折扣，几轮下
来，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一清二楚，
很快因为拖延你会感到吃力。

设想一下，如果你现在60岁，你
希望此刻的自己拥有一个怎样的人

当一个人习惯以成果导向进行思
考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性忽略与任务

战胜拖延最简单的方法，就只有
即刻行动，让自己尽快进入状态。

成果导向

下列有5个问题，必须在第一
公司一角
时间立刻回答，不能花时间慢慢
想，才能测试出你的智商状况。
第一题：
你参加赛跑，追过第2名，你
是第几名？
第二题：
你参加赛跑，你追过最后一
名，你是第几名？
第三题：
以1000加上40，再加1000，再
加30，再加1000，现在加上20，再
加上1000，现在加上10，总数是什
么？（只能在脑中计算，不能使用
纸与笔或计算器。）
第四题：
黑人和白人生下的婴儿，牙齿
是什么颜色？
第五题：
一个哑巴想买牙刷，他模仿刷
牙动作，成功向店主表达，也完成
了购买。
现在如果一个瞎子想买一副太
阳眼镜，他要如何表达？

测试结果
第1题解答：如果你的回答是
第1名，你就错了！你如果追过第2
名，你只是取代那人的位置，你是
第2名。
第2题解答：如果你的答案是
倒数第2名，你又错了！告诉你，
你怎能追过最后一名？请保持思考
冷静！
第3题解答：得到5000是吗？
正确的答案是4100，不相信？用计
算器查证吧！
第4题解答：婴儿没有牙齿
第5题解答：他只要张开嘴问
即可。他是瞎子，不是哑巴。就这
么简单！
如果你的答案：
对5题：还蛮灵光的。
对4题：正常。
对3题：退化不是重点，
粗心才是你的致命伤。
对2题：有点危险了！
对1题：老年痴呆初期症状，
你要注意了。

时光清清浅
浅，生活起起伏
伏。人生，没有永
远的风平浪静，亦
不会永远的跌宕起
伏。在漫漫的人生
长河中，我们每个
人都会尝遍酸甜苦
辣，体味喜怒哀
乐，最后才留下这
百味人生。
花开花落岁月长，心若无
尘岁月香。愿我们每个人，都
能朝闻花开，暮看日落，心中
无尘，岁月生香！
没有谁脚下的路，一生平
坦到头；没有谁胸中的心，一
生纯 粹 到底 ； 没有 谁头 顶的
天， 一 生永 远 蔚蓝 。前 行路
上，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惊涛
骇浪，但只要心中有光，就不
会在狂风暴雨中迷失方向。愿
你常做一个内心明亮的人，脚
步坚定的迈向远方。无论世事
多么艰难，都要给心灵一处安
放之所。
若不是心宽似海，哪来的
风平浪静。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岁
月
生
香

假令风歇时下来，
犹能簸却沧溟水。
世人见我恒殊调，
闻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
丈夫未可轻年少。
唐·李白《上李邕》
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
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
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
灵。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经
历,经历开心与失落，经历惬
意与难过，经历挫败与成长，
才能 拥 有海 阔 天空 的人 生境
界。
人生任何美好的享受都有
赖于一颗澄明的心，唯有内心
富有充盈，方能从容抵抗世间
所有的不安与躁动。
真正的宁静，不在于山
水，而在于自己的内心。
历经千帆才明白，内心宁
静才能处世不惊，想法简单才
可逍遥自在，愿我们始终追求
美好 ， 给自 己 一份 安静 与淡
然。
在岁月的洪流中，心中充
满阳光，成为最好的自己，无
悔于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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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吉诃德》
《唐·吉诃德》是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
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之一。
故事发生时，骑士早已绝迹一个多世纪，但主角阿隆
索·吉哈诺（唐·吉诃德原名）却因为沉迷于骑士小说，
时常幻想自己是个中世纪骑士，进而自封为“唐·吉诃德
·德·拉曼却”（拉曼却地区的守护者），拉着邻居桑丘
·潘沙做自己的仆人，“行侠仗义”、游走天下，作出了
种种与时代相悖、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径，结果四处碰壁。
但最终从梦幻中苏醒过来，回到家乡后死去。
故事对于多数中国读者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小说
的主人公、那个骑着瘦马、身披铠甲、手执长矛的骑士游
侠老爷堂吉诃德，和他的仆人、矮胖的桑丘·潘沙的传奇
故事，差不多人人都能津津乐道。他那疯疯癫癫的作为，
把风车当作巨人，把旅店当作城堡，把羊群当成敌人，把
粗俗的村姑当作心仪的公主，把苦役犯当成受迫害的骑
士……不分青红皂白，乱砍乱杀，干了许多令人捧腹的荒
唐事，甚至险些丧命。这个可悲可叹的游侠骑士的悲剧命
运，作为一个文学典型，一直被认为是对骑士文化的绝妙
讽刺。堂吉诃德，究竟是个什么角色，去读书吧，你会找
到自己心目中的堂吉诃德。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一位外国记者问彼得•冯•西
门子：“为什么一个8000万
人口的德国，竟然会有2300
多个世界名牌呢？”

润的最大化吗？管它什么义
务呢？”
西门子总裁回答道，
“不，那是英美的经济学，
我们德国人有自己的经济

德国的工匠精神
——2300多个世界名牌

这位西门子公司的总裁
是这样回答他的：“这靠的
是我们德国人的工作态度，
是对每个生产技术细节的重
视，我们德国的企业员工承
担着要生产一流产品的义
务，要提供良好售后服务的
义务。”
当时那位记者反问他：
“企业的最终目标不就是利

学。我们德国人的经济学就
追求两点：一、生产过程的
和谐与安全；二、高科技产
品的实用性。这才是企业生
产的灵魂，而不是什么利润
的最大化。企业运作不仅仅
是为了经济利益，事实上，
遵守企业道德、精益求精制
造产品，更是我们德国企业
与生俱来的天职和义务！”
在德国，没有哪家企业

是一夜暴富，迅速成为全球
焦点的。他们往往是专注于
某个领域、某项产品的“小
公司”、“慢公司”，但极
少有“差公司”，绝没有
“假公司”。
它们大多是拥有百年以
上经历、高度注重产品质量
和价值的世界著名公司，也
被称之为“隐形冠军”。
德国的产品不打价格

战，不与同行竞争，一是由
于有行业保护，二是由于价
格并非决定一切，打价格战
可能会让整个行业都陷入恶
性循环。德国企业是要追求
利润，但是只要能保证基本
利润，有钱可赚，德国人并
不是那么贪得无厌、无休止
地追求利润的，而是要考虑
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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