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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月月 22 日和日和 44 月月 77 日日，，

华域视觉烟台生产基地华域视觉烟台生产基地、、

武汉生产基地先后完成股武汉生产基地先后完成股

权收购手续权收购手续，，正式更名正式更名

为华域视觉科技为华域视觉科技 （（烟台烟台））

有限公司和华域视觉科技有限公司和华域视觉科技

（（武汉武汉））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烟台烟台、、武汉两个基地武汉两个基地

的股权收购与更名的股权收购与更名，，使华使华

域视觉进一步理顺了对下域视觉进一步理顺了对下

属基地的所有权关系属基地的所有权关系，，改改

变了原来所有权和经营管变了原来所有权和经营管

理权分离的状况理权分离的状况。。

股权收购后股权收购后，，两个基两个基

地的经营指标将直接纳入地的经营指标将直接纳入

华域视觉体系华域视觉体系，，不仅能够不仅能够

充分反映基地经营状况充分反映基地经营状况，，

更便于华域视觉总部对两更便于华域视觉总部对两

个基地的垂直管理个基地的垂直管理。。

至此至此，，华域视觉所有华域视觉所有

在国内的沪外基地均已完在国内的沪外基地均已完

成股权收购成股权收购、、更名事宜更名事宜。。

这将有利于华域视觉集团这将有利于华域视觉集团

发挥整体优势发挥整体优势，，有利于树有利于树

立车灯行业立车灯行业““华视华视””品品

牌牌，，为区域经济发展做为区域经济发展做

出更大贡献出更大贡献。。

（华文）

本报记者 严瑶

33 月月 2525 日一大早日一大早，，寿航寿航

凯来到熟悉但又有些陌生的凯来到熟悉但又有些陌生的

总装车间总装车间，，在装配工的岗位在装配工的岗位

上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上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寿航寿航

凯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汽红岩凯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汽红岩

总经理秘书总经理秘书。“。“我们是重庆两我们是重庆两

江新区第一批获准复工的企江新区第一批获准复工的企

业业。。由于受到疫情影响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今今

年一线生产人员特别短缺年一线生产人员特别短缺，，

看到公司发出的职能部门人看到公司发出的职能部门人

员支援生产一线的倡议书员支援生产一线的倡议书

后后，，我就报名参加了我就报名参加了。”。”寿航寿航

凯说凯说，“，“希望能为企业多出一希望能为企业多出一

份力份力。”。”

职能部门支持生产一线职能部门支持生产一线

的背后的背后，，是企业收获的大量是企业收获的大量

订单订单。。随着国内基建全面复随着国内基建全面复

工工，，工程车的需求被不断放工程车的需求被不断放

大大，，这成为拉动重卡企业销这成为拉动重卡企业销

量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之一量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上汽红岩总经理楼建平向员上汽红岩总经理楼建平向员

工宣布工宣布，，眼下公司已经全面眼下公司已经全面

进入进入““战时状态战时状态”，”，必须同时必须同时

打赢打赢““疫情防控保职工健康疫情防控保职工健康

安全阻击战安全阻击战””和和““保生产经保生产经

营稳定寻市场机会攻坚战营稳定寻市场机会攻坚战”。”。

面对这两场面对这两场““硬战硬战”，”，上上

汽红岩联合各地的经销商汽红岩联合各地的经销商

““火力全开火力全开”，”，一批批上汽红一批批上汽红

岩重卡陆续从工厂发出岩重卡陆续从工厂发出，，交交

付用户付用户。“。“目前目前，，上汽红岩单上汽红岩单

月排产量已经达到一万辆月排产量已经达到一万辆，，

创下企业历史新高创下企业历史新高。”。”寿航凯寿航凯

干劲十足干劲十足。。

刘毅是上汽红岩总装车刘毅是上汽红岩总装车

间的一名班组长间的一名班组长。。疫情发生疫情发生

后后，，他每天比往常提前他每天比往常提前4040分分

钟到车间钟到车间：：在员工上岗前对在员工上岗前对

可能会接触的区域进行消可能会接触的区域进行消

毒毒，，再将口罩再将口罩、、酒精等防疫酒精等防疫

物资发放到员工手中物资发放到员工手中。。

记者在上汽红岩总装车记者在上汽红岩总装车

间内看到间内看到，，疫情防控知识宣疫情防控知识宣

传标语十分醒目传标语十分醒目，，车间内干车间内干

净整洁净整洁，，工人们戴着口罩正工人们戴着口罩正

在操作在操作。。为了保证安全复为了保证安全复

工工，，上汽红岩职能部门也抽上汽红岩职能部门也抽

调出近调出近2020人的队伍人的队伍，，加入到加入到

防疫工作中防疫工作中。。

一边是疫情防控一边是疫情防控，，一边一边

是复工复产是复工复产。“。“虽然压力大虽然压力大，，

但我们正在想法设法加快释但我们正在想法设法加快释

放产能放产能，，保证订单的及时交保证订单的及时交

付付。”。”当上汽红岩总装车间主当上汽红岩总装车间主

任张恒看到一批批加入到生任张恒看到一批批加入到生

产一线的援兵时产一线的援兵时，，有些如释有些如释

重负重负，“，“幸好大家都来支援我幸好大家都来支援我

们了们了。”。”

事实上事实上，，像寿航凯这样像寿航凯这样

从职能部门加入生产一线战从职能部门加入生产一线战

斗的还有很多红岩人斗的还有很多红岩人。。上汽上汽

红岩人力资源部经理鲁宏彦红岩人力资源部经理鲁宏彦

告 诉 记 者告 诉 记 者 ，， 从从 22 月月 1717 日 开日 开

始始，，就有第一批人员支援到就有第一批人员支援到

生产一线生产一线，，前后共四批前后共四批，，涉涉

及规划部及规划部、、采购采购、、ITIT、、总经总经

办等办等，“，“几乎每个职能部门都几乎每个职能部门都

出人了出人了。。看到有活干看到有活干，，大家大家

热情也很高热情也很高。”。”

在疫情期间在疫情期间，，上汽红岩上汽红岩

快速组织力量快速组织力量，，实现了高效实现了高效

复工复产复工复产。。到到33月底月底，，上汽红上汽红

岩迎来满负荷双班生产岩迎来满负荷双班生产。。对对

于习惯了坐在办公室里码字于习惯了坐在办公室里码字

的文员来说的文员来说，，要跟上生产一要跟上生产一

线的节奏并不轻松线的节奏并不轻松。。

““以前朝九晚五固定的上以前朝九晚五固定的上

班时间班时间，，现在全部按照生产现在全部按照生产

线的需求走线的需求走。。排到夜班就值排到夜班就值

夜班夜班。”。”寿航凯说寿航凯说，“，“支援到支援到

生产一线的职能部门人员干生产一线的职能部门人员干

1010 个小时个小时、、1111 个小时的都个小时的都

有有。”。”

虽然按照公司规定虽然按照公司规定，，支支

援到生产一线的员工可以完援到生产一线的员工可以完

全脱岗全脱岗，，但走下生产一线但走下生产一线

后后，，其他同事悄悄其他同事悄悄““举报举报”：”：

这些人又这些人又““重操旧业重操旧业””了了。。

““很多时候很多时候，，职能部门去到生职能部门去到生

产一线的员工们会不自觉地产一线的员工们会不自觉地

兼顾两头的工作兼顾两头的工作，，真的是很真的是很

辛苦辛苦。”。”鲁宏彦说鲁宏彦说，“，“所以所以，，

我们根据他们的出勤我们根据他们的出勤、、技技

能能、、态度等进行打分态度等进行打分，，形成形成

当月绩效当月绩效，，并乘以相应系数并乘以相应系数

进行奖励进行奖励。”。”

在 上 汽 红 岩 总 装 车 间在 上 汽 红 岩 总 装 车 间

里里，，机器的轰鸣声正在奏响机器的轰鸣声正在奏响

上汽红岩的上汽红岩的““复工复产曲复工复产曲”。”。

一辆又一辆重卡在生产线上一辆又一辆重卡在生产线上

完成组装完成组装，，等待被交付到各等待被交付到各

地市场地市场。“。“从管线路铺设环节从管线路铺设环节

到最后整车启动下线到最后整车启动下线，，需要需要

经过经过 2323 道工序道工序。”。”张恒说张恒说，，

““每一道工序每一道工序，，我们都要按照我们都要按照

技术标准一丝不苟地完成技术标准一丝不苟地完成。”。”

但职能部门人员充实到但职能部门人员充实到

生产一线生产一线，，面临着一个新难面临着一个新难

题题：：如何让新加入的员工快如何让新加入的员工快

速上手速上手，，适应生产需求适应生产需求？“？“职职

能部门人员上生产线的话能部门人员上生产线的话，，

主要安排在总装车间的装配主要安排在总装车间的装配

岗位上岗位上，，因为这里培训时间因为这里培训时间

很短很短，，容易上手容易上手。”。”鲁宏彦介鲁宏彦介

绍绍，，他们除了要接受工业制他们除了要接受工业制

造上常规的培训外造上常规的培训外，，还要参还要参

加加 1616 个小时的车间级培训个小时的车间级培训，，

““一般到第三天以后一般到第三天以后，，开始由开始由

‘‘师带徒师带徒’’的形式慢慢上手的形式慢慢上手。。

最少需要十天以上的时间才最少需要十天以上的时间才

能独立去完成操作能独立去完成操作。”。”

为了快速催生产能为了快速催生产能，，抢抢

抓疫情下的新机遇抓疫情下的新机遇，，上汽红上汽红

岩还向社会发出大量招聘需岩还向社会发出大量招聘需

求求。。

从上汽红岩从上汽红岩33月人员招聘月人员招聘

数据来看数据来看，，员工净增员工净增 10001000 多多

人人，，主要来自生产一线的劳主要来自生产一线的劳

务派遣人员务派遣人员。。鲁宏彦说鲁宏彦说：“：“以以

前最多一个月排产前最多一个月排产 66006600 多多

辆辆，，现在单月排产要达到一现在单月排产要达到一

万辆万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像这样大规模的批量进人像这样大规模的批量进人，，

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33 月月 3131 日日，，上汽红岩发上汽红岩发

布了七项针对生产一线员工布了七项针对生产一线员工

的激励政策的激励政策，，目的是鼓励员目的是鼓励员

工快速成长工快速成长：：对能迅速达到对能迅速达到

顶岗技能的新员工进行一次顶岗技能的新员工进行一次

性奖励性奖励；；对完成带教工作的对完成带教工作的

老员工进行每月额外补贴老员工进行每月额外补贴。。

这一系列举措就是要让企业这一系列举措就是要让企业

生产节拍快上加快生产节拍快上加快。。

在经历复工人数不足考在经历复工人数不足考

验的同时验的同时，，上汽红岩正悄然上汽红岩正悄然

布局智能化布局智能化““无人车间无人车间”。”。

““我们计划在我们计划在55年内对生产线年内对生产线

进行智能化改造进行智能化改造，，整个工程整个工程

将分为三期将分为三期，，目前一期已投目前一期已投

产产。。当三期建成投用后当三期建成投用后，，上上

汽红岩将有望实现汽红岩将有望实现‘‘无人车无人车

间间’。”’。”上汽红岩制造中心负上汽红岩制造中心负

责人介绍说责人介绍说。。

近年来近年来，，上汽红岩一直上汽红岩一直

着力从制造转向着力从制造转向““智造智造”。”。上上

汽红岩制造中心相关负责人汽红岩制造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介绍，，整个车间投入机器人整个车间投入机器人

共计共计3636台台。。其中其中，，焊装主线焊装主线

投入机器人投入机器人2525台台，，除人工上除人工上

料检查外料检查外，，所有的装配所有的装配、、焊焊

接接、、转运过程全由机器人自转运过程全由机器人自

动完成动完成。。机器臂在既定编程机器臂在既定编程

指引下有条不紊地工作指引下有条不紊地工作。。相相

比人工焊接比人工焊接，“，“机器人机器人””可实可实

现每次焊点同位置现每次焊点同位置，，角度和角度和

间隙均保持一致等优势间隙均保持一致等优势，，在在

实现工艺更高的同时也保证实现工艺更高的同时也保证

速度更快速度更快。“。“自动化改造可大自动化改造可大

幅度减少人工幅度减少人工，，提高产能提高产能。。

该条线单班可减少工人该条线单班可减少工人 2424

人人，，不仅避免了人员在岗位不仅避免了人员在岗位

上聚集上聚集，，还能将产能提高还能将产能提高

3030%%。”。”该负责人说该负责人说，，目前企目前企

业的产能已基本恢复业的产能已基本恢复，，能全能全

面满足市场所需面满足市场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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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红岩单月排产一万辆创历史新高

生产线缺人，我报名

疫情期间，上汽红岩关爱员工出实效

“两天就卖4000斤橙，太感动了”

本报记者 李修惠

这几天这几天，，上汽红岩的上汽红岩的

车间飘满了橙香车间飘满了橙香。。这些脐这些脐

橙都是上汽红岩海外服务橙都是上汽红岩海外服务

代表李小平带到车间代表李小平带到车间““给给

兄弟们解渴的兄弟们解渴的”。”。

受疫情影响受疫情影响，，本该身本该身

在非洲的李小平无法出在非洲的李小平无法出

国国，“，“去年在非洲待了大半去年在非洲待了大半

年呢年呢。”。”李小平说李小平说。。但他最但他最

近也没闲着近也没闲着，，眼瞅着生产眼瞅着生产

车间忙不过来车间忙不过来，，他就戴上他就戴上

手套和安全帽下一线帮忙手套和安全帽下一线帮忙

了了。“。“每天起码要干每天起码要干1010--1111

小时小时，，生产线这么忙生产线这么忙，，说说

明今年红岩肯定要大卖明今年红岩肯定要大卖！”！”

生产一线的工作强度生产一线的工作强度

很高很高，“，“都帮我减肥了都帮我减肥了。”。”

李小平说李小平说。。为了犒劳同为了犒劳同

事事，，李小平从家中带来许李小平从家中带来许

多橙子多橙子。“。“我老家是重庆奉我老家是重庆奉

节的节的，，世世代代都是果世世代代都是果

农农。”。”同事尝了他的橙子同事尝了他的橙子

后也直说好吃后也直说好吃。。

但 今 年 因 为 疫 情 影但 今 年 因 为 疫 情 影

响响，，物流不畅物流不畅，，脐橙滞销脐橙滞销

了了。“。“我爸患了青光眼我爸患了青光眼，，现现

在视力越来越差在视力越来越差，，老人家老人家

因为水果卖不出去心里因为水果卖不出去心里

急急，，我也着急我也着急。”。”

李小平之前还有空在李小平之前还有空在

朋友圈吆喝卖橙子朋友圈吆喝卖橙子，，去车去车

间帮忙装车后间帮忙装车后，，连休息的连休息的

时间都很少时间都很少，，更别提卖橙更别提卖橙

子了子了。。了解李小平家中情了解李小平家中情

况的部门总监很着急况的部门总监很着急，，号号

召部门同事一起帮他在朋召部门同事一起帮他在朋

友圈推广橙子友圈推广橙子。“。“那两天就那两天就

卖了卖了40004000斤斤，，太感动了太感动了。”。”

脐橙是重庆奉节的特脐橙是重庆奉节的特

产产。。李小平家住奉节县的李小平家住奉节县的

长江边上长江边上，，海拔较低海拔较低，，果果

子大小和口感都不错子大小和口感都不错。“。“奉奉

节甜橙品质高节甜橙品质高，，我卖得也我卖得也

便宜便宜，，主要还是想着父母主要还是想着父母

辛苦一年的成果不能让它辛苦一年的成果不能让它

就这样废了就这样废了。。而且我们都而且我们都

是现场采摘是现场采摘，，果园直发果园直发，，

都是把优质的果给大家快都是把优质的果给大家快

递邮寄递邮寄。”。”李小平说李小平说。。

华域视觉烟台、武汉基地更名

日前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国家发展改革

委委、、科技部科技部、、财政部财政部、、海海

关总署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国家税务总局联

合发布第合发布第2626批国家企业技批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名单术中心名单，，联合电子获联合电子获

得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资格得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资格。。

联合电子自联合电子自19981998年成年成

立技术中心以来立技术中心以来，，建立了建立了

面向传统能源和新能源汽面向传统能源和新能源汽

车的动力总成系统级车的动力总成系统级、、零零

部件级部件级、、子零件级的全面子零件级的全面

完整的开发能力完整的开发能力、、测试能测试能

力力、、匹配能力和制造能匹配能力和制造能

力力，，并培养了一批经验丰并培养了一批经验丰

富的技术人员富的技术人员。。2020 多年多年

来来，，团队配合各整车企业团队配合各整车企业

成功完成了多项标志性的成功完成了多项标志性的

新车型开发与批量生产项新车型开发与批量生产项

目目，，获得获得 500500 多项专利授多项专利授

权权，，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

同时完成研发成果转化同时完成研发成果转化。。

目前目前，，联合电子在上联合电子在上

海海、、重庆重庆、、芜湖芜湖、、柳州和柳州和

苏州设有技术中心苏州设有技术中心，，拥有拥有

近近20002000名研发人员名研发人员。。提供提供

汽油发动机管理系统汽油发动机管理系统、、变变

速箱控制系统速箱控制系统、、车身电子车身电子

和电力驱动控制系统的整和电力驱动控制系统的整

体解决方案体解决方案。。 （卢万成）

联合电子荣获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资格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职能部门助生产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培训助新人快速上手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无人车间”布局中

总装生产线组装车辆底盘

总装车间内的上汽红岩重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