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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优秀员工、优秀团队



田生文

• 田生文，男，汉族，2011年6月20日进

入公司，至今已在公司服务4.8年。

• 他一直以来肩负多责，一方面把公司的

电工维护工作做好，保障生产的正常运

行；另一方面又能做好钢化班的各项工

作任务。在工作中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在团队中起到很

好的带头作用。

钢化班班长

点评：能够身兼多职已是值得让人尊敬的，并能够把多项工作都做好更是让人敬佩。
肩负多职意味着压力更大，但你挺身而出，知难而上，让我们敬仰！



朱立桥

• 朱立桥，男，汉族，2008年6月17日进入公司，

至今已在公司服务7.8年。

• 他在工作中积极主动，勤奋好学。中空班的

所有设备都能独立操作，对自己的工作职责

十分了解，对上级安排的工作总能够按时按

量去完成。主动配合合片前后工序的工作，

在本小组里面起到带头的作用。

点评：在工作中，他本应该是被保护的，但在实际中，他却比大多数人要努力。同
样的事情，他需要付出更多，才能取到跟别人相同的成绩。他从来都是默默无闻的，
却那么地受人尊敬！

中空班大线合片师傅



唐爱贤
• 唐爱贤，女，瑶族，2011年7月5日进入

公司，至今已在公司服务4.7年。

• 她在工作中任劳任怨，服从领导的工作安

排，认真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用心工作，

发现问题总能够及时上报，主动去了解本

小组各环节的进度及完成情况。如：铝框、

玻璃有没有脱节，是否到位，订单中的玻

璃有没有齐全等等，在本小组中起到协调

的作用。

点评：很多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很开朗、很好相处的同事，整天乐呵呵，好心情影响
着周围的同事们。同时，她更是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相信好人一定会有后福！

中空班小线打胶师傅



赵雪勤

• 赵雪勤，女，壮族，2009年11月
26日进入公司，至今已在公司服务

6.4年。

• 她在工作中非常积极，每天上班总

能提前到岗，把准备工作做好。为

了提高工作效率，努力去学习各种

技能。在本职的工作完成后，主动

支援其他环节。

点评：瘦小的身躯里蕴藏着不屈的志气，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虽小但贵在坚持，
敬岗才能爱岗，爱岗才会努力去追求技能、追求完美。

中空班小线合片师傅



黄彩花

• 黄彩花，女，壮族，2013年8月26日进

入公司，至今已在公司服务2.6年。

• 她在工作中尽心尽力，不怕脏不怕累，

积极主动，勤奋好学，进步快。在工作

中敢说、敢做、敢担当，在自动打胶方

面，一开始连螺丝都不会拧的，现在已

经能自卸自装，打胶技术越来越好，已

经是中空班的骨干精英。

中空班大线打胶师傅

点评：她是一个行事光明之人，坚定自己的信念，在工作中追求卓越，虽是
女子却不比男儿差，以身作则树标杆！



甘存明

• 甘存明，男，壮族，2011年8月1日进入

公司，至今已在公司服务4.6年。

• 他工作勤奋，对领导安排的工作都能认

真去执行并完成。在工作中积极主动，

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发货班叉车行吊师傅

点评：在平凡的岗位上行坚守着自己的初衷，在细微之处坚持自己的使命，他用
朴实、善良的行动告诉我们工作不分大小，做好才是本职！



黄仁亮

• 黄仁亮，男，汉族，2014年7
月2日进入公司，至今已在公

司服务1.8年。

• 他自进入公司以来一直都在努

力的提升自己的操作技能，很

快就熟悉自己的工作岗位，在

工作中不断的充实自己，不甘

于平庸！

点评：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只有不断学习、不断上进的人生才是充
实的人生、无悔的人生。

钢化班北玻炉带班师傅



黄培高

• 黄培高，男，壮族，2012年6月1

日进入公司，至今已在公司服务

3.8年。

• 他在工作中勤奋好学，任劳任怨，

具备很好的工作承受能力，能够

及时完成上级领导安排的工作任

务。在生产中能熟练操作机器，

并且能及时判断和排除机器故障，

使损耗降至最低。

钢化班兰迪炉带班师傅

点评：有压力才有动力，同样，责任心强大的人会自觉地在把自己本职的工作做熟、
做透之后，渴望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韦太英

• 韦太英，女，壮族，2008年5
月7日进入公司，至今已在公司

服务7.9年。

• 她在工作中积极主动，认真热

心。能够及时完成上级领导安

排的工作任务，在生产中能熟

练的装炉、卸炉，及时调整风

栅控制好玻璃平整度。

钢化班兰迪炉师傅

点评：努力肯定会有结果，但是不努力就一定不会有结果



黄秋林

• 黄秋林，男，壮族，2012年2
月18日进入公司，至今已在

公司服务4.1年。

• 他在工作中积极勤奋，不怕

辛苦能熟练完成本职工作，

听从上级领导安排；在生产

较繁忙时期能独立完成平时

两人的工作。

钢化班兰迪炉师傅

点评：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决定自己生活的样子！



黄金柔

• 黄金柔，男，壮族，2012年8月14日
进入公司，至今已在公司服务3.6年。

• 他在工作中努力、勤奋、对工作中能

够按时完成工作任务，认真检查工作

质量，对领导安排的工作，没有怨言，

积极配合，对班组的工作任务内容熟

知，遵守公司的每项安全管理知识。

机加工班厚片开机师傅

点评：工作起来细心专一，一丝不苟。即使是拍照短短的一瞬也不会把头转过来，避免了操
作失误。



韦臣强

• 韦臣强，男，壮族，2008年7月10日

进入公司，至今已在公司服务7.7年。

• 他工作勤奋，能够熟练操作单边机，

对机器出现小故障小问题时能够很好

的协助机修人员进行排查维修，教习

新人时比较细心、耐心，乐于助人，

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不抱怨不推卸。

机加工班薄片开机师傅

点评：把我们的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也许就少了一份躁动的心思，多了一份沉
淀！



陆俊星

• 陆俊星，男，壮族，2010年8月

27日进入公司，至今已在公司

服务5.6年。

• 他能够熟练操作本职机器设备

进行画图、钻孔等工作，在工

作中注重团队合作，积极参与

公司的各项活动，与同事相处

融洽。

机加工班钻孔师傅

点评：开心生活，开心工作！



苏小英

• 苏小英，女，壮族，2009年11月23日

进入公司，至今已在公司服务6.4年。

• 她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工作

中积极主动，总是按时按量按质完成

上级交代的工作任务。不拈轻怕重，

不投机取巧，坚守自己的岗位，把工

作做好。

机加工班薄片开机师傅



梁新芳

• 梁新芳，女，壮族，2014年4月8日进入

公司，至今已在公司服务1.9年。

• 她认真服从领导的调岗、调班安排，努

力提升自己的操作技能，悉心向前辈们

学习，并能够快速掌握技巧，在班组人

手紧缺的情况下能够快速的调整自己的

工作状态，使班组的生产进度跟上步伐。

机加工班薄片开机师傅



王代碧

• 王代碧，女，汉族，2011年10月10日
进入公司，至今已在公司服务4.5年。

• 她作为一个老员工坚守在这个岗位上，

不管是技能还是技巧都没有输给年轻

人，在繁忙的工作任务面前，总能够

出色的完成工作任务，在工作上表现

出比较好的工作承受能力。

机加工班薄片师傅



陆志福

• 陆志福，男，汉族，2009年12月7

日进入公司，至今已在公司服务

6.3年。

• 他工作积极主动，认真履行自己

的工作职责，遵守公司的各项安

全管理的规章制度。工作效率较

高，能够按时完成领导安排的工

作任务。

夹胶班师傅



甘迎光

• 甘迎光，男，壮族，2008年8月
9日进入公司，至今已在公司服

务7.6年。

• 他在平时工作中能将自我的潜能

充分发挥出来，不仅工作效率高，

而且纪律感也很强，在班组里面

起到榜样的作用。为人善良，乐

于助人。

裁割班带班师傅



李乾华

• 李乾华，男，汉族，2010年7月
7日进入公司，至今已在公司服

务5.7年。

• 他在工作中认真负责，爱岗敬

业，服从班组的安排，对本职

工作兢兢业业。在平时中关心

同事，乐于助人，善于合作。

裁割班带班师傅



李文继

• 李文继，男，汉族，2012年7月
17日进入公司，至今已在公司服

务3.7年。

• 他在工作中积极主动，勤奋用心，

领悟能力比较强，有较好的工作

承受能力。爱岗敬业，按时按质

按量的完成工作任务。

裁割班带班师傅



韦江瑶

• 韦江瑶，女，壮族，2013年1月21

日进入公司，至今已在公司服务

3.2年。

• 她用严谨的作风来把好公司财务

关，不允许工作上有任何漏洞与

偏差，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

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与

同事们相处融洽。

财务会计

点评：与数字打交道考验着一个人的耐心与细心，每天都在推敲着我们的收支是否合
理，这是一个枯燥的工作，但是越平凡也就越伟大！



牟世文

• 牟世文，男，汉族，2012年11月7日
进入公司，至今已在公司服务3.4年。

• 他认真学习业务知识，努力使自己

的业务水平更上一层楼。在过去的

一年多时间里，他为公司争取来更

多的订单，积极做好公司内部和与

客户的桥梁作用，主动配合各项管

理工作。

业务主管

点评：做销售的个个都是强人，因为他们要忍受更大的压力和挑战，能把销售做好
的更是牛人，因为他们不但承受住了压力，并且在压力中逆流而上！



李付芬

• 李付芬，女，哈尼族，2002年6月25日

进入公司，至今已在公司服务13.8年。

• 她作为公司元老级别的一员，十几年如

一日的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每天

都按时提供饭食给公司员工们，她默默

的付出，却不被大多数人看到，这一切

都是她努力得来的结果，希望她在未来

能够再接再厉。

后勤

点评：民以食为天！是她们在背后默默的为我们提供充足的食物，保障了生产。





钢化班：
积极配合生
产方针，在
任务突击或
人手紧缺时
能团结一心，
克服困难。
任务空闲时
也能积极配
合调度，支
援其他班组，
不躲闲偷懒。



中空班：
在工作中积极
奋战，特别是
在2015年下半
年生产任务紧
迫时，能够团
结起来，加班
加点完成任务，
在生产任务比
较空闲的时候
能够自发自觉
地支援其他班
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