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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玻璃获纳入MSCI香港指数

（天津建玻 张晋）

信義玻璃参加2020年中国国际门窗幕墙博览会

　　2020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中国国际门
窗幕墙博览会（FBC）在北京顺义新国展中心
举办。本次展会是今年中国北方举办最大的亚洲
区玻璃门窗幕墙行业展会，由天津工业园负责人
陈孝明总经理领队，代表集团参加了此次博览
会。中国国际门窗幕墙博览会是亚洲第一、世界
第二大门窗幕墙专业展会，在今年受国内外疫情
影响的大环境下，本届盛会依然成功地为观众打
造了一场以“创新”为主基调的行业盛宴，“超



（深圳办公室 程虎）

（营口办公室 杜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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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理工学院师生一行莅临营口工业园参观学习

　  根据《关于在广东省开展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试点工作的通知》（粤人社函【2019】1727号

文件）要求，信義汽车玻璃（深圳）有限公司，于

11月2日开展企业员工职业技能认定工作。共分五

个工种，每个工种包括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

技师、高级技师。此次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是信

義汽车玻璃（深圳）有限公司在获得首批企业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单位后，开展的第二次企业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工作。首批的16位玻璃热加工工已经

认定成功，可在国家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系

统中查询，并享受国家同等级别职业待遇。此次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生产各部门均按对应工种及

职业要求进行申报认定。认定人员、考评人员、督

导人员均提前在深圳人社系统中备案后开展。所有

备案计划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将具体到分钟，深圳

市人社局将派专人到现场进行监查并详细记录全过

程。 

    此次公司共有1000多人参与到此次技能认定工

作中，为了提高认定效率，减少对生产的影响。深

圳办公室将认定计划按工段分时间，分批次进行安

排。保证生产工作与技能认定两不误。截止11月9日，

已经认定玻璃复合工初级工，高级工124人，按照计划

全部工种认定将在2021年初完成。 

     本次认定工作得到了董群焕副总和徐志顺总助以及

各部门管理人员的大力支持。在五个工种的认定中，夹

层三部负责复合加工工的认定场地。夹层五部负责玻璃

冷加工、热加工、釉印工、装饰工的场地安排。另外品

管部、工艺组、产品开发部及生产各部门管理人员也亲

自担任认定工种的考评人员及现场督导人员，他们的支

持确保了本次认定工作的顺利开展。 

   11月12日，营口理工学院材料及无机非金属

专业大二学生一行人到营口工业园参观学习。首

先，在办公楼一楼展厅，由办公室培训老师为同

学们详细介绍了集团简况、产品性能、营口工业

园的发展等情况。紧接着，培训老师带领同学们

到建玻生产车间进行参观学习，在参观过程中，

建玻车间安全员邵海生为同学们讲解了玻璃生产

流程，介绍各种玻璃的性能及主要应用方面。最

后大家进入光伏蔬菜大棚，了解光伏发电原理以

及 蔬 菜 大 棚 运 作 流 程 ， 参 观 的 同 学 们 都 惊 叹 不

已。 

 　  此次营口理工学院同学来我司参观学习，目的

是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技能操作相结合，加深对专业

课知识的了解，同时了解营口工业园相关岗位专业，

为同学们择业提供了更好的选择。

深圳工业园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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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办公室 姚丽丽）

（德阳办公室 王雁）

（德阳办公室 荣欣）

　　经前期绵阳职业技术学院材料系老师与我司接

洽，绵阳职业技术学院材料工程系（玻璃、陶瓷专

业方向）近百名大三学生于11月5日在两位老师的

带领下莅临我司参观学习，此次参观的目的主要是

为毕业生在走出校园前增加对玻璃生产行业的了

解，同时加深对专业基础知识的认识。 

      首先，办公室负责人周盼盼对到来的师生表示

欢迎，并对进入厂区的安全相关注意事项进行了讲

解。随后，在人力资源组及安保组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师生们分批次、有序进入德阳工业园厂区生产

线进行了参观。通过现场参观学习，同学们对浮法

玻璃、建筑玻璃的生产工艺流程、原料和产品质量

检验等方面有了初步的认识，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

习奠定了基础。 

     参观学习结束后，办公室人力资源专员王雁对全

　　为帮助基层管理干部学习精益生产方面的知

识，有利于生产一线实现降本增效的管理，营造

良好、和谐的团队氛围，根据德阳工业园2020 

年培训计划、同时结合基层管理者实际工作需

要，德阳办公室于11月9日至11月14日期间组

织开展“德阳工业园基层管理干部训练营《精益

生产（基础篇）》”培训项目。 

      为了提前做好面授课程内容的知识链接，德

阳公室得到集团办公室的支持、协调了线上课程

　　11月5日，北海工业园组织职工在多媒体教室参加防电信网络诈骗安全知识专题讲座，北海市铁

山港区兴港镇石头埠派出所陈警官应邀主讲。北海工业园约80余人参加了本次防电信网络诈骗知识

讲座。 

　　陈警官从电信诈骗的概念、起源与现状、常见的电信诈骗手段及如何防止电信诈骗四个各方面做

了专业、详细的讲解。通过剖析与日常生活电信诈骗相关的案例，总结出现在普遍存在的个人信息保

护意识薄弱、社会经验不足、网购需求旺盛、防骗教育缺失等问题，并提醒广大职工在面对网上超低

价折扣、付费招聘、电话要求转账等情况时，务必提高警惕，注意核实信息、不贪图小便宜，切实保

障自身财产不受侵害。

  　此次讲座，宣传了网络防范诈骗的常识，使北海工业园广大职工对电信诈骗的种类和常见手法有

了更清晰的认识，提高了自身识别各类网络诈骗犯罪伎俩的能力，增强了自我防骗意识和抵制各类网

络诈骗犯罪的能力，使大家认识到落实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必须性。

绵阳职业学院师生一行莅临德阳工业园参观学习

德阳工业园举行基层管理干部《精益生产》培训

北海工业园组织开展《防电信网络诈骗》知识讲座

体学生进行了2021届信義玻璃校园招聘宣讲，主

要从集团简介、企业文化、薪酬福利、晋升发展、

集团储备大学生招聘需求等方面进行了讲解。长期

与对口专业学校建立校企合作，不仅能了解如今学

校对大学生的培养方式，而且为我司今后的人才招

聘工作也奠定了重要基础。 

资源，本次培训项目

采取线上和面授相结

合的学习方式，以加

强学习效果。精益生

产课题是第一次在德

阳工业园开展，本次

培 训 对 象 主 要 以 浮

法、建玻、汽玻各公

司生产一线的班长、值班主任、工程师、2020年 

B、C级人才为主，共70余名学员参训。参训学

员需按进度完成各阶段的学习，培训结束后在指

定时间内完成线上笔试题目，合格者颁发电子结

业证书。11月14日上午，为期半天的面授课程在

德阳工业园大食堂3楼互动培训室进行，由在精益

生产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石宇老师担任本次外聘

讲师，以小组为单位开展积分排名竞争制，学员

参与积极，收获颇多。 
  德阳办希望通过本次

《精益生产》基础课程

内容的引入，一方面提

升综合专业知识，另一

方面为一线基层管理者

提供新的工作思路、有

利于降本增效方面的应

用。 



（深圳汽玻 任士东）

（芜湖办公室　刘嫣蓉）

（东莞办公室　陈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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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工业园参加

横岗街道消防月启动仪式

芜湖工业园开展
“廉洁自律，安全同行”知识竞赛

     深圳工业园应横岗街道办邀请，在11月13日

参加消防月启动仪式。由工业园安全办张扩军组

长带领以安全员为主相关人等参加了此次的消防

安全月活动启动仪式。整齐的队伍在信義旗帜的

带领下有序入场前排安静就坐，动作整齐划一，

受到了主办方工作人员和其它与会人员投来的赞

赏的目光和肯定的眼神。横岗街道2020消防安全

月启动仪式上午准时开始，仪式分三个议程，第

一项由特邀代表重点单位华侨新村社区书记作表

态发言。第二项议程有横岗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

街道办胡国光主任做主旨讲话。胡主任在讲话中

首先对各界消防安全人员表示了慰问和各个战线

在工作中做出的努力付出的辛苦表示了感谢，讲

话中一个“真”字贯穿始终，强调要真检查不要

走过场，要真处罚不要徇情面，要真整改不要搞

形式，要真落实责任制，要把党中央国务院对消

防安全的指示全面落实的实际工作中，提高全民

安全意识，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是最终目

的。第三项议程由出席仪式的领导共同启动按

钮，胡主任宣布2020横岗消防安全月活动正式启

动。这次活动增长我司员工的消防安全知识。深

圳工业园的队伍，在整个仪式中表现出了非常高

素质，展现了信義集团的精神状态和企业面貌。

  　为积极响应集团人才培养的管理办法，

进一步推动一线生产员工人才队伍的培养

和建设，强化行车标准作业操作规程，促

进作业人员操作技能水平的提高。11月21

日下午，东莞浮法公司第一届行车技能竞

赛在工业园F线仓库如期举行，来自生产部

和设备部的13名员工参加了此次竞赛。浮

法公司负责人吴茂芳副总经理出席了此次

竞赛，并在现场观摩指导。

　　竞赛开展前，浮法公司安全员穆峰对

竞赛规则和有关安全注意事项进行了详细

说明。本次竞赛分两个部分组成，其中理

论知识提问占10分，主要是考核员工安全

操作知识的掌握状况；现场实操占90分，

主要考察行员工的在吊运中运行速度、稳

定性、平衡性、定位等方面的能力、技

巧。

　　在行车实操比赛现场，参赛选手开着

行车将水桶从指定地点的挂钩中吊离，在

离地面1—1.5米的高度作曲线运行，绕中

心杆回转吊运，绕出中心杆后将水桶依次

停放到指定的区域，比赛任务即为结束。

选手们规范运行、平稳起吊、精准停放，

一招一式展现出精湛的操作技能和良好的

职业素养，经过紧张的角逐，13名员工依

次完成了比赛任务。

　　在裁判组公平、公正、细致的裁决

下，经过综合评定，最终来自生产镀膜部

的韦雪技高一筹，夺得第一名，李昭棋、

刘孝明夺得第二名，郭海清、倪亚军、王

兴福夺得第三名。

　　通过本次竞赛的开展，展现了信義人

高超的操作技术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对调动员工学习主动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

东莞浮法公司举办
第一届行车技能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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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建玻 龚路芳）

（德阳办公室　荣欣）

（北海办公室　陈婷婷）

（芜湖办公室　杨俊）

德阳工业园“第三届企业开放日活动”圆满举行

2020年东莞工业园
“快乐工作、健康生活”员工家属联谊活动圆满结束

第十二届体育节（铁山港区分会场）
暨2020年铁山港区“信義杯”篮球赛圆满闭幕

芜湖工业园举办第七届拔河比赛活动

　　11月7日上午，在信義玻璃（广西）有限公司

篮球场内，随着决赛的终场哨声响起，第十二届广

西体育节（铁山港区分场）暨2020年铁山港区

“信義杯”篮球赛顺利完成所有赛事，圆满闭幕。

     本次比赛共有14只队伍参加比赛。决赛在兴港

镇队和区公安系统队中进行。首节比赛一开始，兴

　　为丰富在职员工的业余生活，芜湖工业园于

11月18日举办了第七届拔河比赛，本次比赛设男

子组和女子组两个组别，共16支队伍参与竞赛。

     比赛现场大家摩拳擦掌力争取得好的名次，当

比赛的哨声响起，只见参赛的队员们紧握长绳，铆

足了劲拼命往后拉，未参赛的员工自发组成啦啦队

为比赛队员呐喊加油，哨子声、呐喊声此起彼伏，

现场激烈的比赛场面将整个活动的气氛推到了高

潮！最终通过初赛、半决赛和决赛三轮的激烈角

逐，光伏一队斩获男子组冠军，光伏二队和建玻队

分获二、三名，女子组上届冠军汽玻队成功卫冕，

光伏二队和金三氏队分获二、三名。

　　11月21日是世界问候日，

德阳工业园于11月21日下午组

织开展了“第三届企业开放日

‘世界问候日，说出你的问候’

主题活动”，一句简单的问候，

一声甜甜的祝福，都能给人们带

来温暖和感动。

     本届企业开放日活动于当天

下午在德阳工业园综合楼会所三

楼互动培训室正式开始，一支由

德阳品管部6名女员工带来的充
满 青 春 和 活 力 的 舞 蹈

《Yes，OK！》迅速将现场

的气氛点燃，随后，主持人

邀请德阳工业园负责人汤炎

成总经理为活动致辞。汤总

对各位员工及家属们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对家属们给

予员工的支持和理解表示真挚

感谢。德阳办公室为了本次企

业开放日活动提前拍摄照片、视

频并制作了《说出你的问候》主

题宣传片。接着，现场20余组

家庭、50余人共同观看了两组

短视频，家属们在视频中看到来

自家人亲切的问候和祝福，说不

出的感动和惊喜溢于言表。小朋

友们看到视频里的爸妈，格外地

兴奋。随后，趣味亲子活动拉

开帷幕，德阳工业园负责人汤

炎成总经理和德阳办公室负责

人周盼盼主任共同参与其中，

“羽”众不同、套圈圈、你画

我猜、踩气球四个游戏让大朋

友和小朋友们共同找到了属于

他们的“童年”快乐。

     晚间在德阳办公室的安排

下，现场家属“兵分两路”，

其中一队人员乘坐观光车前往厂

区参观，另一队人员步行前往光
伏生态大棚参观。参观结束

后，办公室为当天到场的18名

小朋友发放了多肉盆栽作为纪

念。

   　在欢声笑语中，“德阳工

业园第三届企业开放日活动”

圆满结束！ 

   　通过此次拔河比赛，展现了大家良好的团队合

作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尤其是在胜负难分的时刻，

大家毫不退却，紧咬牙关，坚持到底，赛场上的队

员个个斗志昂扬，用他们的努力为我们展示了团结

的力量。

。

开，比赛逐渐失去悬念，最终，兴港镇队以101:55

大比分优势获得本次篮球赛的冠军，区公安系统队

获得亚军，营盘镇队获得季军。

   　本次比赛是我司首次与政府联合举办全区性篮球

赛事，既增进我司和地方政府的交流与合作，又进

一步推动篮球运动的开展、活跃干部职工文化生

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