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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一线凸显
2020年上海市重大建设项目——上汽大众新能源汽车工厂投产在即

MEBMEB工厂在进一步提工厂在进一步提

升自动化效率的基础上升自动化效率的基础上，，

在智能化方面也做了很多在智能化方面也做了很多

探索探索，，为上汽大众的智能为上汽大众的智能

化转型打下了基础化转型打下了基础。。

从从MEBMEB工厂项目准备工厂项目准备

阶段开始阶段开始，，身为党员的整身为党员的整

车技术经理董寅泉就牵头车技术经理董寅泉就牵头

成立了成立了 MEBMEB 智能制造战智能制造战

队队，，与其他党员一起发挥与其他党员一起发挥

““火车头火车头””作用作用，，带领团队带领团队

攻坚克难攻坚克难，，开发能辅助工开发能辅助工

厂进行管理决策的智能制厂进行管理决策的智能制

造系统造系统。。

为确保新系统在产品为确保新系统在产品

批量投产前顺利上线批量投产前顺利上线，，智智

能制造战队建立了设备智能制造战队建立了设备智

能管理系统需求确认每周能管理系统需求确认每周

例会制度例会制度。。第一次例会就第一次例会就

遇到了难题遇到了难题：：系统要实现系统要实现

无纸化功能无纸化功能，，并非将原定并非将原定

的纸质流程依葫芦画瓢般的纸质流程依葫芦画瓢般

放进手机放进手机 APPAPP 这么简单这么简单，，

而且在手机端实际操作中而且在手机端实际操作中，，

很多步骤需要重新定义很多步骤需要重新定义。。

董寅泉于第一时间带董寅泉于第一时间带

领团队成员深入一线领团队成员深入一线，，与与

操作工操作工、、维修工进行沟通维修工进行沟通

交流交流。。他借助他借助 MEBMEB 工厂工厂

““KK22 高 级 顾 问 团高 级 顾 问 团 ”” 的 力的 力

量量，，积极探索新流程积极探索新流程、、新新

方式方式，，将各车间的需求统将各车间的需求统

一汇总后得到了及时响应一汇总后得到了及时响应

和加速处理和加速处理，，大大缩短了大大缩短了

项目的进程项目的进程。。

““相比上汽大众其他标相比上汽大众其他标

准化工厂准化工厂，，MEBMEB工厂在土工厂在土

建和设备安装过程中建和设备安装过程中，，就就

前瞻性预留了很多接口前瞻性预留了很多接口，，

搭建好智能基础架构搭建好智能基础架构，，并并

在此基础上推进智能设备在此基础上推进智能设备

管理系统管理系统、、智能生产管理智能生产管理

系统系统、、智能能源管理系统智能能源管理系统

的建设的建设，，它们都是首次在它们都是首次在

MEBMEB 工厂得到应用工厂得到应用。”。”董董

寅泉告诉记者寅泉告诉记者。。

他指了指办公室的一他指了指办公室的一

角角，“，“很快很快，，我们会在这里我们会在这里

安装一个大屏安装一个大屏，，与各车间与各车间

实时关联实时关联，，实时了解运营实时了解运营

生产状况生产状况，，覆盖各个不同覆盖各个不同

条线的信息条线的信息，，并且第一时并且第一时

间做出响应间做出响应，，提升信息传提升信息传

递效率递效率，，进而提升生产效进而提升生产效

率率。。以前以前，，我们在生产线我们在生产线

的某个模块做过智能化尝的某个模块做过智能化尝

试试，，这次比较大的挑战是这次比较大的挑战是

要打造跨工厂级的智能系要打造跨工厂级的智能系

统统。”。”

在 董 寅 泉 看 来在 董 寅 泉 看 来 ，， 以以

MEBMEB工厂为载体工厂为载体，，上汽大上汽大

众将从产品开发到市场众将从产品开发到市场，，

打通智能制造供应链打通智能制造供应链。“。“传传

统的汽车工厂根据生产计统的汽车工厂根据生产计

划来排产划来排产，，往往与市场情往往与市场情

况并不契合况并不契合。。MEBMEB工厂以工厂以

后将变成后将变成‘‘以销带产以销带产’，’，以以

销售来拉动生产销售来拉动生产，，这会涉这会涉

及智能制造的数字化需及智能制造的数字化需

求求。。我们首先要把生产端我们首先要把生产端

做好做好、、做稳做稳、、做扎实做扎实，，然然

后再进行拓展后再进行拓展，，这是整个这是整个

公司转型的目标和方向公司转型的目标和方向。”。”

本报记者 邹勇

本报通讯员 孙幼峰 张飚

““战场在哪里战场在哪里，，党员党员

就冲锋到哪里就冲锋到哪里。”。”今年今年 1010

月月，，20202020年上海市重大建年上海市重大建

设项目设项目———上汽大众新能—上汽大众新能

源汽车源汽车 （（MEBMEB）） 工厂即将工厂即将

建成并批量投产建成并批量投产。。建设过建设过

程中程中，，MEBMEB工厂的党员干工厂的党员干

部们带头上一线部们带头上一线，，在阵地在阵地

最前沿最前沿，，处处凸显着党员处处凸显着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先锋模范作用。。

习总书记在上汽集团习总书记在上汽集团

考察时强调考察时强调，，发展新能源发展新能源

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

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

而而 MEBMEB 项目的建成及投项目的建成及投

产产，，将对我国新能源汽车将对我国新能源汽车

的发展产生重大推动作的发展产生重大推动作

用用。。MEBMEB工厂广大党员纷工厂广大党员纷

纷表示纷表示，，作为一名投身于作为一名投身于

工厂建设一线的党员工厂建设一线的党员，，大大

家都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家都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

党员冲锋在前
当天的问题必须当天处理

突如其来新冠肺炎疫突如其来新冠肺炎疫

情使本已紧张的项目进度情使本已紧张的项目进度

雪上加霜雪上加霜。。对于对于MEBMEB工厂工厂

的建设者来说的建设者来说，，时间是最时间是最

大的挑战之一大的挑战之一。。面对挑面对挑

战战，，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堡垒作用，，党员骨干冲锋党员骨干冲锋

在前在前，，带领全员众志成带领全员众志成

城城、、克难奋进克难奋进，，把疫情对把疫情对

项目的影响降到了最低项目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受疫情影响受疫情影响，，车间确车间确

实出现过零部件供应跟不实出现过零部件供应跟不

上的情况上的情况，，我们就临时调我们就临时调

整生产作息时间整生产作息时间，，配合零配合零

部件到位情况来排班部件到位情况来排班。。有有

时碰到突然换班时碰到突然换班，，党员骨党员骨

干就主动顶上干就主动顶上。。因为新项因为新项

目中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目中有诸多不确定因素，，

返工量特别多返工量特别多，，项目团队项目团队

的工作量非常大的工作量非常大，，因此紧因此紧

急性任务往往变成了常规急性任务往往变成了常规

性任务性任务。”。”MEBMEB 总装车间总装车间

生 产 经 理 周 建 军 表 示生 产 经 理 周 建 军 表 示 ，，

““MEBMEB 工厂把效率放在第工厂把效率放在第

一位一位，，当天的问题必须当当天的问题必须当

天处理天处理。。上午出现流程上上午出现流程上

的问题的问题，，下午必须要有初下午必须要有初

步的分析结果步的分析结果，，明确到具明确到具

体负责人和解决时间点体负责人和解决时间点。”。”

目前目前，，MEBMEB总装车间总装车间

有三款新车项目在同时推有三款新车项目在同时推

进进，，既要确保第一款车型既要确保第一款车型

的投产进度的投产进度，，又要兼顾另又要兼顾另

外两款车型的项目进度外两款车型的项目进度。。

总装车间特别成立了总装车间特别成立了EEEE电电

子电器联合小组子电器联合小组，，集合了集合了

MEBMEB各部门和公司其他部各部门和公司其他部

门的党员骨干门的党员骨干。。在小组成在小组成

员的紧密配合下员的紧密配合下，，有关电有关电

子电器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子电器的问题都可以通过

这个平台得到快速解决这个平台得到快速解决。。

MEBMEB总装车间有不少总装车间有不少

从其他工厂调过来的员从其他工厂调过来的员

工工，，即使对很多工作了十即使对很多工作了十

几年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师甚至几十年的老师

傅来说傅来说，，电动车也是新兴电动车也是新兴

事物事物。。这些老员工不仅自这些老员工不仅自

己 学己 学 ，， 同 时 还 扮 演 着同 时 还 扮 演 着

““传传、、帮帮、、带带””的角色的角色，，帮帮

助新员工一起不断前进助新员工一起不断前进。。

即将退休的老党员许即将退休的老党员许

福龙福龙，，为了攻克为了攻克MEBMEB总装总装

车间车间 4444 个返修工位的难个返修工位的难

关关，，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

车间的返修工位车间的返修工位，，用自己用自己

的双手绘就最精益的返修的双手绘就最精益的返修

布局图纸布局图纸。。

今年年初今年年初，，当当2020多辆多辆

项目车生产受疫情影响停项目车生产受疫情影响停

滞时滞时，，许师傅冲在了第一许师傅冲在了第一

线线，，从他神奇的从他神奇的““百宝百宝

袋袋””中拿出一样又一样自中拿出一样又一样自

制的小巧工具制的小巧工具。。在他的带在他的带

领下领下，，2020 多辆车全部按多辆车全部按

照项目组要求的计划节点照项目组要求的计划节点

完成了交付完成了交付。。

““面对多款项目车密面对多款项目车密

集轰炸集轰炸、、返修场地紧凑返修场地紧凑、、

精益生产的挑战精益生产的挑战，，我们一我们一

定要走通定要走通‘‘机电一体化机电一体化’’

这条路子这条路子。。虽然还有三年虽然还有三年

时间就要退休了时间就要退休了，，但我还但我还

要 和 年 轻 人 一 起 继 续要 和 年 轻 人 一 起 继 续

拼拼。”。”许师傅教会总装车许师傅教会总装车

间年轻返修工的不仅仅是间年轻返修工的不仅仅是

手上的技术手上的技术，，更是一名党更是一名党

员的责任担当员的责任担当：：无论走到无论走到

哪里哪里，，都要有奉献精神和都要有奉献精神和

奋斗精神奋斗精神。。

强化团队战斗力
机器人多了25%，维修工少了25%

MEBMEB 工厂车身车间工厂车身车间

是上汽大众自动化率最高是上汽大众自动化率最高

的车身车间的车身车间，，拥有拥有946946台台

机器人机器人。。车间维修团队则车间维修团队则

是一支平均年龄不满是一支平均年龄不满 2525

岁的年轻队伍岁的年轻队伍，，其中有其中有

7070%%是刚入职的新员工是刚入职的新员工。。

““新员工没有任何工新员工没有任何工

作经验作经验，，需要从头开始培需要从头开始培

训训。。我们安排新员工参与我们安排新员工参与

设备搭建设备搭建，，在搭建过程中在搭建过程中

锻炼实际操作能力锻炼实际操作能力，，对设对设

备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备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只只

有对设备了如指掌有对设备了如指掌，，出现出现

问题时才能快速处理问题时才能快速处理。”。”

MEBMEB 车身车间维修经理车身车间维修经理

耿勇告诉记者耿勇告诉记者。。

为了在项目前期快速为了在项目前期快速

做好新进维修工的业务能做好新进维修工的业务能

力提升工作力提升工作，，MEBMEB 车身车身

车间组建了以党员骨干为车间组建了以党员骨干为

核心的导师团核心的导师团，，通过通过““玩玩

转一部机器人转一部机器人，，卡牢一台卡牢一台

计时器计时器，，走烂一双工作走烂一双工作

鞋鞋””的的““三一三一””培训模式培训模式

带教新进维修工带教新进维修工：：在培训在培训

过程中过程中，，党员导师依托车党员导师依托车

间间““机器人实训中心机器人实训中心””资资

源源，，通过导师出题通过导师出题、、学员学员

答题答题、、导师解析的培训方导师解析的培训方

法教导学员法教导学员““玩转一部机玩转一部机

器人器人”；”；机工导师通过对机工导师通过对

各类设备拆装维修时间的各类设备拆装维修时间的

硬性规定硬性规定，，手把手地培养手把手地培养

学员的抢修实战能力学员的抢修实战能力，，做做

到设备抢修人人都能到设备抢修人人都能““卡卡

牢一台计时器牢一台计时器”；”；车间通车间通

过过““导师带着走导师带着走，，现场仔现场仔

细查细查””的现场教学形式的现场教学形式，，

帮助学员深入一线帮助学员深入一线认识设认识设

备备，，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

做到了做到了““走烂一双工作鞋走烂一双工作鞋，，

走出一批生力军走出一批生力军”。”。据计据计

算算，，每天每人行走几乎都每天每人行走几乎都

要超过要超过22万步万步。。

““针对维修工遇到的针对维修工遇到的

各种基础操作各种基础操作，，我们列出我们列出

了了264264条清单条清单，，每一项都每一项都

做专项培训做专项培训，，可以快速解可以快速解

决日常工作中频发的问决日常工作中频发的问

题题。‘。‘机器人实训中心机器人实训中心’’

可以模拟机器人出现的所可以模拟机器人出现的所

有故障有故障，，将问题逐个处将问题逐个处

理理，，最后总结出文档最后总结出文档，，输输

出给新进员工出给新进员工，，让新员工让新员工

快速获得技能快速获得技能，，更快上手更快上手

操作操作。”。”耿勇表示耿勇表示，“，“虽然虽然

MEBMEB 车身车间的机器人车身车间的机器人

比其他工厂多了比其他工厂多了2525%%，，但但

维修工却少了维修工却少了2525%%。”。”

为了尽早发现和解决为了尽早发现和解决

问题问题，，快速提升人员能快速提升人员能

级级，，车身车间党支部开展车身车间党支部开展

了名为了名为““啄木鸟行动啄木鸟行动””的的

党组织活动党组织活动。。

李晓波是李晓波是 20192019 年入年入

职的新员工职的新员工，，他通过参加他通过参加

““啄木鸟行动啄木鸟行动”，”，在党员骨在党员骨

干的带领下干的带领下，，逐步成长为逐步成长为

一名专业技能过硬一名专业技能过硬、、能够能够

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技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技

术人员术人员。。在一次机器人姿在一次机器人姿

态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态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供供

应商计划采用较为简单的应商计划采用较为简单的

程序措施程序措施，，但通过对程序但通过对程序

数据的导出分析数据的导出分析，，李晓波李晓波

发现了该措施实行后存在发现了该措施实行后存在

的诸多故障隐患的诸多故障隐患。。最终最终，，

做攻坚克难的“火车头”
把生产端做好、做稳、做扎实

他和供应商共同制订了更他和供应商共同制订了更

为合理为合理、、安全的程序措施安全的程序措施。。

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啄木鸟行啄木鸟行

动动””已累计发现问题已累计发现问题17461746

项项。。同时同时，，还通过对问题还通过对问题

的整改的整改，，提升员工的技术提升员工的技术

水平水平，，团队的战斗力得到团队的战斗力得到

了快速提升了快速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