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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

屠苏。2020 年 1 月 19 日，在这辞
旧岁、迎新年的美好时刻，营口
新山鹰报警设备有限公司 2019 年
度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在公司礼
堂隆重举行。广泰集团总经理李
文轩、常务副总王明亮、山鹰报
警公司总经理任伟等领导及公司
全体员工参加了会议，山鹰报警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汤天贞主持。

 首先，山鹰报警总经理任伟
作《营口新山鹰报警设备有限公
司 2019 年度工作报告》。任总以
“不忘初心，携手并进”为主题，分
别汇报了山鹰报警 2019 年经营指
标完成情况、2019 年重要工作执
行情况、2020 年关键经营指标和
2020 年重点工作计划。

 2019 年，公司利润指标稳步增
长，品牌建设成绩卓然；大客户
入围工作有效开展，重点市场开

  岁月不居，天道酬勤，公司的
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山鹰人时刻心
系公司的忧患，与公司同风雨、
共命运，用不懈的努力和实际行
动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
贡献。为树立典型，激励先进，
大会对 2019 年度获得集团级与公
司级荣誉的员工和集体进行颁奖。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
也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一个优秀
的企业，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
中，离不开企业文化的支撑和引
领。大会过程中，举行了企业文
化问答与“新山鹰、心声音”演讲活
动，现场气氛十分高涨，员工纷
纷积极参与。

  最后，集团总经理李文轩发表
重要讲话。李总以“创新驱动、突
破瓶颈、聚精合力、提质增效”为
主题，给大家阐释了广泰坚守制
造业、坚守品质，以客户价值为

导向，不断创新、走精品道路，
成为全球空港地面设备引领者的
艰难而辉煌的历程，给全体员工
上了生动的一课。在肯定山鹰公
司 2019 年努力的同时，李总也为
山鹰报警 2020 年乃至今后几年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李文轩总经理热情洋溢的
讲话，振奋人心、鼓舞斗志，感
染了现场每一位参会人员，进一
步激发了员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大会在嘹亮的《大梦蓝天》歌
声中结束。新的一年，新的征程，
我们当不负韶华，只争朝夕，践
行广泰集团年度经营方针，助力
山鹰报警蓬勃发展，为公司的长
远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迎接更
加辉煌的 2020 ！

                 （山鹰报警   张学明）

发井然有序；产品研发方面，新
一代二总线产品基本完成研发并
在北京消防展上正式亮相展出。
智慧消防平台已进行了项目验收，
完成了 WEB 客户端、APP 移动端、
NB 产品微信小程序的正式上线商
用。其他如家用系列产品、应急
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等的研发工
作均取得可喜成绩；质量体系建
设持续完善，体系运行常态化；
坚定不移推进精益生产措施，管
理体系逾趋完善。

  2020年基于公司内外部现状，
围绕集团公司“变革、效率、质量、
创新、安全、环保”的经营方针，
以“十大坚持”为指导思想，2020 年
山鹰报警经营方针确定为：以“提质、
降本、增效”为主线，强化市场导
向的研发创新，深化结果导向的
考核激励，全面提升公司盈利能
力。

 岁月如梭，韶光易逝，2019 年
对于我们中卓时代来说是辉煌的
一年，也是腾飞的一年，在公司
领导层的带领下公司产品在军工
事业板块有了新的突破；圆满完
成建国 70 周年重大活动保障任务；
在第 17 届国际消防装备技术交流
展览会上大放异彩，高端产品填
补国际空白；隆重举行收购十周

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和肯定也对未
来一年公司的发展给予了满怀期
望。各部门员工在工作中使出浑
身解数，发挥自身优秀特点，晚
会上也纷纷呈现出多才多艺的一
面，男女老少同台演出，美酒配
佳肴，共享这一欢愉放松的时刻。
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在尽
情狂欢后晚会接近尾声。

  难忘今宵，难忘我们共同经历
的沧桑与美好，今宵难忘，难忘
我们一路走过的坎坷与经验，共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同祝福公司蓬勃发展。往昔征程，
接力祝梦，一路前行，未来可期。

                      （中卓时代  赵勇）

年庆典，十年奋斗、十年拼搏，
风雨同舟，并肩走过。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为了感
谢全体干部员工对中卓时代的辛
勤付出，公司定于元月 16 日举办
2020 年迎新春联欢晚会。晚会在
震撼的宣传片中开幕，消防装备
事业部总经理郭少平为晚会致辞，
对全体干部员工过去一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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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迎来了一个充满挑战和希望的
2020 年，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
我们拼搏奋进，努力前行，坚持
降本增效，效果显著，得到集团
高层的一致赞扬。

 大会伊始，总经理助理王总带
领全体员工诵读司训“厚德勤勉，
同舟致远；忠诚仁爱，严细和谐；
敢做亲为，率先垂范；工于精美，
学以创新；诚信天下，事业恒泰。”

 大会第二项，集体观看集团董
事长的视频寄语。

 紧接着，总经理刘总对 2019
年度的工作进行总结，肯定了一

里努力的方向。
 大会结束后，公司举办了以“一

路奋进，向着梦想前行”为主题的
年会，来自各个部门的同事，集
思广益大显神通，为我们带来了
一场精彩有趣的视听盛宴。

 伴随着领导的入场，辉煌大气
的开场视频紧紧抓牢了所有在场
观众的目光，随后，象征热闹喜
庆的小狮子，蹦蹦跳跳的走进了
会场，为年会的开幕，增添了一
份生动与灵气。紧接着，四位美
女的《舞动青春》，抓住公司美
好愿景“争创中国靶机一流品牌”，
更是点燃了大家的热情……唱跳、

唢呐独奏、合唱、京剧等节目，
高潮迭起，精彩绝伦，又有小游
戏和抽奖穿插其中，现场更是盛
况空前。

  年会在一首《难忘今宵》中圆
满结束，明天的太阳依旧升起，
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居安思危，
就能走好全华时代长征路。新的
一年，新的祝福，新的期待，祝
愿全华时代做的更大，做的更强，
也祝愿全体员工和家人，新年快
乐，心想事成。

                   （全华时代  张睿阳）

年工作中取得的各项成绩，并认
清行业发展的情况，明确 2019 年
工作重点和努力的方向。

 总经理助理王总宣读了 2019
年度表彰决定和各类获奖者名单，
先后由工会主席朱总、集团常务
副总经理王总、公司总经理刘总
和公司董事长李总为他们颁发了
证书，对他们所做的成绩给予了
肯定，

  最后，董事长作重要讲话，以
“走好全华时代的长征路”为题，肯
定了大家在过去这一年里取得的
成绩，分析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
面临的处境，也指明在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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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 13 日下午，在集
团大会精神指引下，威海广泰空港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总结
暨表彰大会及 2020 年度工作会议
在研发大楼三楼会议厅正式召开，
威海广泰集团总部、空港设备事业
部、军工事业部拓展中心、国际业
务事业部、广泰融资租赁全体人员，
广泰科技班组长及以上员工参加会
议。大会由空港设备事业部副总经
理尚羽主持。
     首先，空港设备事业部副总经
理于洪林作《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度 工 作 总 结 及 2020 年 工 作 计
划》。于总分别汇报了股份公司
2019 年关键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2019 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2020
年关键经营指标和 2020 年重点工
作计划。
     过去的一年，股份公司销售收
入、回款和销售合同额完成情况良
好。市场营销方面，国内市场、军
工市场、国际市场均有亮眼表现，
市场宣传、服务保障工作效果显
著；技术研发方面，积极推进技术
创新，提升产品品质，重点开展电
动化产品、重点新产品、军工产品、
改型产品及智能化专项的设计研发
工作，取得可喜成绩；生产制造方
面，以经营会计为抓手，通过生产
运营数字化、货币化，深入推进精
益生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
效率，通过统筹调度、合理组织，
全年圆满完成多项紧急生产任务；

对完成2020年工作任务信心满满，
大大鼓舞了员工士气。
      随后，集团总经理李文轩作主
题为《创新驱动 突破瓶颈 聚精合
力提质增效》的重要讲话。总经
理首先回顾了广泰 28 年发展历程，
说明创新驱动在企业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并分析了企业创新激情
不足的原因。公司集团化发展至
今，做到广泰企业文化中的“合”字
尤为重要，各部门要共享、共融、
共担才能真正实现企业基业长青。
2020 年公司提出“以客户价值为导
向，走精品道路，提质增效，创
名牌产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更要
落实到工作实践中。他号召每个
部门要找到自己的“客户”在哪里，
客户价值在哪里，通过精细化服
务走精品道路，从而实现提质增
效的最终结果，并再次重申对未
来最大的慷慨就是把一切献给现
在！
            李光太董事长随后作重要
指示。董事长首先阐明为什么我
们要走精品道路，并详细地从操
作层面为各系统指明走精品道路
的方法。要求各系统、各部门都
要扪心自问“你的输出是什么？
你的精品是什么？你的成本在哪
里？”按这一思路认真分析自己
的工作，使部门输出的产品都能
达到精品标准，同时分析自己产
生的成本在哪里，从而实现提质
增效。董事长指出，目前广泰品

牌在国际上已经占有重要的一席
之地，我们的员工要树立信心，
在国内叫响广泰品牌，同时新的
一年要继续加大品牌宣传力度。
随后董事长又具体从信息化建设、
售后服务保障、客户培训策划等
为精品道路保驾护航的环节入手，
明确提出工作思路和努力方向。
       最后，董事长再次强调干部作
风问题，提出干部要率先垂范，
要争做践行企业文化、遵守工作
规范的榜样，使员工心服口服，
才能有一呼百应的领导力，才能
真正带领员工走精品道路，实现
提质增效的目标。
       大会在嘹亮的《广泰之歌》歌
声中结束。新的一年，我们都在
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威
海广泰将坚定践行集团年度经营
方针，以奔跑的姿态迎接更加辉
煌的胜利！                      
                 （行政管理中心 赵雅群）

运营管理方面，积极在经营计划
的实施与监控、管理规范的策划
与运行、六大管理体系的持续有
效运行等方面推进品质管理，管
理工作全面开花。关于 2020 年的
重点工作计划，于洪林副总经理
介绍，股份公司将以集团“以十大
坚持为纲，走精品道路，提质增效，
创名牌产品”的年度经营方针为纲，
贯穿公司各环节，树立全员“精品”
意识，加强品牌建设，提高效率，
提升效益，推进公司持续又好又
快发展。并号召全体干部职工新
的一年携手初心，携手拼搏，同
舟致远！
       2019 年股份公司各项成绩的取
得，离不开全体干部员工发扬“真
诚信赖、执着追求、稳健务实、
拓新致远”的企业精神，努力拼搏。
为树立典型、激励先进，大会对
2019 年度取得突出成绩的项目、
集体和个人进行嘉奖，并号召全
体员工向本次评选出的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学习，继续秉承和发扬
广泰精神，求真务实，拼搏进取，
为实现“广泰做大做强，员工幸福
成长，广泰设备享誉全球”的广泰
梦而不懈努力！
      颁奖仪式结束后，空港设备
事业部副总经理尚羽、刘海涛、
王庆东、军工事业部拓展中心副
部长贺辉分别作年度工作报告，
汇报各系统 2019 年度工作情况和
2020 年工作计划。各系统均表示

                          （空港设备事业部副总经理
                                           尚羽作报告）

                （军工事业部拓展中心
                   副部长贺辉作报告）

                （空港设备事业部副总经理于洪林作报告）

                （空港设备事业部副总经理
                        刘海涛作报告）

                （空港设备事业部副总经理
                        王庆东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