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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甘文嘉

““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才是真的

好好。。近年来近年来，，汽车市场竞汽车市场竞

争愈发激烈争愈发激烈，，单打独斗肯单打独斗肯

定行不通定行不通，，必须抱团合必须抱团合

作作。。在与合作伙伴进行战在与合作伙伴进行战

略合作的过程中略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一我们一

起走出了一条全新的共赢起走出了一条全新的共赢

之路之路。。””黄继荣说黄继荣说。。派员派员

工支援兄弟单位生产工支援兄弟单位生产，，缓缓

解制动系统生产阶段性用解制动系统生产阶段性用

工紧缺困难只是这种想法工紧缺困难只是这种想法

中的一个案例中的一个案例。。

大 众 动 力 总 成 自大 众 动 力 总 成 自

20152015 年 以 来 始 终 坚 持年 以 来 始 终 坚 持

““强中间强中间、、延伸两头延伸两头””的的

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发展战略，，在确保自在确保自

身生产质量足够强的身生产质量足够强的““强强

中间中间””基础上基础上““延伸两延伸两

头头””，，搭建了搭建了 KTMKTM22 （（国国

产化零件管理平台产化零件管理平台），），在在

生产陪伴支持生产陪伴支持、、物流体系物流体系

建设建设、、质检能力提升质检能力提升、、环环

保能级加强保能级加强、、年度供应考年度供应考

评等方面延伸评等方面延伸，，协助包括协助包括

供应商在内的合作伙伴共供应商在内的合作伙伴共

同提高产品质量同提高产品质量，，优化供优化供

应链生态应链生态，，进而提升客户进而提升客户

满意度满意度。。

今年今年88月月2020日日，，大众大众

动力总成与华域皮尔博格动力总成与华域皮尔博格

泵技术召开了泵技术召开了““质量能力质量能力

提升项目提升项目””阶段总结会阶段总结会。。

在大众动力总成的帮助在大众动力总成的帮助

下下，，通过系统性通过系统性、、标准化标准化

的质量提升举措的质量提升举措，，华域皮华域皮

尔博格泵技术内部的生产尔博格泵技术内部的生产

成本大幅下降成本大幅下降，，其月均工其月均工

废废（（由于操作不当由于操作不当、、设备设备

故障故障、、工艺设计等原因造工艺设计等原因造

成的部件报废成的部件报废））成本和去成本和去

年相比降低年相比降低5050%%，，产品在产品在

大众动力总成的质量绩效大众动力总成的质量绩效

提升提升2020%%。。

““这种和供应商伙伴这种和供应商伙伴

深度结合的合作模式能大深度结合的合作模式能大

大提高供应链质量大提高供应链质量，，帮助帮助

供应商提升也就是在帮助供应商提升也就是在帮助

自己提升自己提升。。””黄继荣说黄继荣说。。

除了华域皮尔博格泵除了华域皮尔博格泵

技术之外技术之外，，大众动力总成大众动力总成

还协助其他供应商解决问还协助其他供应商解决问

题题，，比如比如 20162016 年支持江年支持江

近日，上海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出现产销两旺的喜人局面。

其中，A61助力器生产线单班产量达1950件，再创历史新高，赢得

合资外方同类型产品产量全球第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制动系统

抓住汽车市场复苏的时机，努力开拓上汽集团业内外市场，同时也

与大众动力总成“共享员工”的有力支持分不开。

受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受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响响，，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制动系制动系

统生产任务随市场波动统生产任务随市场波动，，

人员用工数量主动调整到人员用工数量主动调整到

与生产需求相匹配与生产需求相匹配。。从下从下

半年开始半年开始，，汽车市场逐渐汽车市场逐渐

复苏复苏，，制动系统业内外客制动系统业内外客

户订单快速增加户订单快速增加，，从从 88 月月

起出现井喷起出现井喷。。理应高兴都理应高兴都

来不及的事来不及的事，，却让总经理却让总经理

蔡增伟发起愁来蔡增伟发起愁来。。原来原来，，

随着公司的产量逐步提随着公司的产量逐步提

高高，，现有一线员工数量紧现有一线员工数量紧

缺缺，，临时性招工又无法一临时性招工又无法一

下子满足生产需求下子满足生产需求。。难道难道

客户订单乃至年度生产任客户订单乃至年度生产任

务就要眼睁睁受此影响务就要眼睁睁受此影响？？

幸好上海大众动力总成总幸好上海大众动力总成总

经理黄继荣得知此消息经理黄继荣得知此消息

后后，，主动向蔡增伟提出主动向蔡增伟提出，，

可派公司员工支持制动系可派公司员工支持制动系

统统。。双方一拍即合双方一拍即合。。

大众动力总成立即成大众动力总成立即成

立了项目小组立了项目小组，，召集工召集工

会会、、生产生产、、人事等部门人事等部门，，

召开支持启动会议召开支持启动会议，，分析分析

公司第四季度的生产形势公司第四季度的生产形势

并结合改造项目并结合改造项目，，决定组决定组

织两批一线员工支援制动织两批一线员工支援制动

系统公司系统公司，，内部所空缺的内部所空缺的

岗位由其他员工加班顶岗位由其他员工加班顶

岗岗。。1010 月月 55 日至日至 1111 月月 2020

日日，，大众动力总成将派出第大众动力总成将派出第

一批共计一批共计 3838 名员工名员工。。1111 月月

2121日至日至1212月月3131日日，，将派出将派出

第二批共计第二批共计 2222 名员工名员工。。派派

出的员工通过自愿报名出的员工通过自愿报名，，严严

格选拔格选拔。。大部分员工都有大部分员工都有

55——88年的机加工经验年的机加工经验。。

1010 月月 55 日日，，当大部分当大部分

员工还在欢度双节的时员工还在欢度双节的时

候候，，大众动力总成员工入大众动力总成员工入

岗培训在制动系统举行岗培训在制动系统举行。。

在了解制动系统的发展历在了解制动系统的发展历

程程、、企业文化企业文化、、规章制规章制

度度，，以及进行岗前技能培以及进行岗前技能培

训后训后，，派驻员工的责任感派驻员工的责任感

和自信心得以增强和自信心得以增强。。经过经过

33 天培训后天培训后，，派驻员工正派驻员工正

式在制动系统的生产线上式在制动系统的生产线上

岗岗。。而如果是外招员工而如果是外招员工，，仅仅

岗位培训就需要岗位培训就需要22周时间周时间。。

保持传统客户市场份保持传统客户市场份

额额，，同时通过宽广的产品同时通过宽广的产品

谱系获得业外订单谱系获得业外订单，，满足满足

客户各类定制要求客户各类定制要求。。据透据透

露露，，制动系统今年第三季制动系统今年第三季

度销售额已与去年基本持度销售额已与去年基本持

平平，，第四季度预测还有小第四季度预测还有小

幅增长幅增长。。但公司目前继续但公司目前继续

面临较大的订单交付压面临较大的订单交付压

力力，，蔡增伟要求全体员工蔡增伟要求全体员工

再接再厉再接再厉，，保质保量完成保质保量完成

年度经营目标年度经营目标。。

这次两个企业的员工这次两个企业的员工

共享共享，，不仅仅是在用工需不仅仅是在用工需

求上做尝试求上做尝试，，同时还要在同时还要在

班组建设班组建设、、现场管理现场管理、、技技

术培训术培训、、交流等方面深化交流等方面深化

合作合作，，达到经验共享达到经验共享、、方方

法共享法共享，，互帮互助互帮互助、、共同共同

提高的目的提高的目的。。大众动力总大众动力总

成党委书记方杰成党委书记方杰、、制动系制动系

统党委书记刘存林不约而统党委书记刘存林不约而

同地认为同地认为。。

这批派驻员工主要来这批派驻员工主要来

自机加工生产线自机加工生产线，，生产岗生产岗

位自动化程度高位自动化程度高，，现在临现在临

时改做装配工时改做装配工，，工序多工序多、、

节奏快节奏快，，工作时间从工作时间从 88 小小

时增加到时增加到1212小时小时，，劳动强劳动强

度明显增加度明显增加。。他们不仅要他们不仅要

克服上下班交通不便的困克服上下班交通不便的困

难难，，更要在短时间内快速更要在短时间内快速

适应工种的变动适应工种的变动。。对此对此，，

制动系统制造部经理吴方制动系统制造部经理吴方

琪不由地称赞道琪不由地称赞道，，这批工这批工

人素质高人素质高，，接受能力强接受能力强，，

生产安全生产安全、、质量意识强质量意识强，，

操作规范操作规范，，展示出了高技展示出了高技

能水平能水平。。

一名一名““共享员工共享员工””说说：：

““近一个多月来近一个多月来，，我深深感我深深感

受到制动系统员工拼搏奉受到制动系统员工拼搏奉

献献、、精益求精的精神状精益求精的精神状

态态。。从机加工到装配工从机加工到装配工，，

共享员工模式让我们得到共享员工模式让我们得到

了更全面的锻炼和提升了更全面的锻炼和提升。。””

除除 3838 名 一 线 员 工名 一 线 员 工

外外，，大众动力总成这次还大众动力总成这次还

任命制造部罩壳模块生产任命制造部罩壳模块生产

线经理徐田为管理团队负线经理徐田为管理团队负

责人责人，，通过驻厂方式通过驻厂方式，，负负

责包括安全生产责包括安全生产、、人员协人员协

调在内的各类事宜的沟通调在内的各类事宜的沟通

与协调与协调。。去年获得去年获得““上汽上汽

工匠工匠””称号的徐田称号的徐田，，多年多年

来潜心钻研来潜心钻研，，独创了生产独创了生产

和维修和维修““双轨双轨””工作法工作法。。

该工作法自推行后该工作法自推行后，，员工员工

的技能水平有了大幅度提的技能水平有了大幅度提

升升，，公司中涌现出了一批公司中涌现出了一批

批动手能力强批动手能力强、、有创新能有创新能

力的工匠力的工匠。。仰慕制动系统仰慕制动系统

的陆恩斌的陆恩斌、、邵满良邵满良 22 位位

““上海工匠上海工匠””已久已久，，如今如今

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徐田徐田

深感荣幸深感荣幸，，并邀请陆恩斌并邀请陆恩斌

到大众动力总成讲授电气到大众动力总成讲授电气

自动化经验自动化经验，，加强了两家加强了两家

企业的技师工作室联动企业的技师工作室联动，，

让工匠精神发扬光大让工匠精神发扬光大，，促促

进了企业的创新文化交流进了企业的创新文化交流

发展发展。。同时同时，，他也通过仔他也通过仔

细观察细观察，，对制动系统生产对制动系统生产

现场进一步降低噪声现场进一步降低噪声、、进进

一步优化工位器具提出了一步优化工位器具提出了

自己的设想自己的设想。。

今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一些暂时难

以复工的企业要为员工支付工资，压力很大。同时，

由于网购需求猛增，需要大量的快递小哥，于是出现

了“共享员工”这一新的用工模式。随后，“共享员

工模式”逐渐推广至物流、制造业等行业。

春节过后，为了保障上汽KD件与整车出口，不

让海外市场的生产、销售受到影响，安吉智行汽车物

流对外紧急招聘员工，对内“共享员工”，通过内部

资源调剂，让其他项目组的员工先来KD工厂工作。

上柴公司今年夺得高产，同样得到了上汽集团内部企

业的大力支持，有多家兄弟单位的百余名“共享员

工”前来增援，与上柴员工并肩作战，共创佳绩。

一些行业会有淡季和旺季：淡季时，如果要保持

旺季时的人力规模，企业用工成本会增加；旺季时，

或面临无法迅速组织员工的困境。“共享员工”的推

出不仅是针对疫情的临时性措施，还可能成为破解企

业季节性用工难题的有效手段。难能可贵的是，制动

系统与大众动力总成的合作不仅仅局限在用工需求

上，同时也在班组建设、现场管理、技术培训、交流

等方面深化合作，起到互补互助、相互提高的效果。

苏宏马批量投产和援助圣苏宏马批量投产和援助圣

德曼顺利搬迁德曼顺利搬迁、、20172017年助年助

力皮尔博格有色零部件搬力皮尔博格有色零部件搬

迁认可迁认可、、20202020 年年 88 月向上月向上

汽变速器公司派出短期应汽变速器公司派出短期应

急顶班小组等急顶班小组等。。

大众动力总成正在把大众动力总成正在把

自身已形成的一套可推自身已形成的一套可推

广广、、可复制的现场管理体可复制的现场管理体

系及方法推广出去系及方法推广出去。。截至截至

目前目前，，已有已有 100100 多家企业多家企业

参与进来参与进来，，不仅有上汽集不仅有上汽集

团内部的兄弟单位团内部的兄弟单位，，甚至甚至

还有钢铁还有钢铁、、航空等其他领航空等其他领

域的企业域的企业，，不少单位更是不少单位更是

成了成了““回头客回头客””。。它不仅推它不仅推

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质量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质量

提升提升，，更助力了整个上海更助力了整个上海

制造业在质量体系上的发制造业在质量体系上的发

展展。。

破解季节性用工难题破解季节性用工难题

幸福的烦恼

不止员工共享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共享员工、共享发展

共享经济的新模式

共享员工开班前会共享员工开班前会

制动系统制动系统AA6161助力器生产线助力器生产线

两家公司的两家公司的““上海工匠上海工匠””和和““上汽工匠上汽工匠””进行技术交流进行技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