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我国历史最长袁 层次最
高袁规模最大袁商品种类最全的国际贸易盛会袁飞
神袁作为广交会的常客袁已有十多年的参展经历袁
我们的产品曾经收获过很多精彩与惊喜遥 今年 4
月的春交会上袁我们两次赴展渊4月 15日-19日的
一期展和 4月 23日-27日的二期展冤袁 再次收获
了飞神的光荣和自信遥

下面我们随镜头来领略一下广交会上飞神产

品的风采遥
一期展位图院公司旗下 ATV品牌-TROXSUS

以其独有的品牌风格展现袁简洁袁高端袁大气袁上档
次袁成为此次广交会最为瞩目的焦点遥

展出的 DUNE 900 以其全新的设计吸引国
内外客商驻足观看袁拍照留影袁恨不得打包带走袁
并饶有兴趣的了解产品情况袁 我们的市场销售策
略院

同 DUNE900 展出的还有公司自主开发的
900 发动机袁也成为客户和同行的关注焦点遥

当然其他展品也毫不示弱袁特别我们二期展袁
整个展位设计采用亮黄色主色调袁 并结合我们展
品的特点进行搭配设计袁美翻了遥

把我们公司的 ICTI / CT-PAT证书也搬到
了墙上袁彰显公司实力遥

我们的系列新品平衡车-A8 A9 A10 外观新
颖独特袁 良好的骑行体验引得一拨又一拨的客人
试验感受袁 改良后的 A3 也受到了更多客户的青
睐袁 设计简洁大气的电动滑板车 J1/K1也引来很
多客户驻足观看袁 唯一遗憾因为是手板样品不能

满足客户亲身体验袁 只能等我秋季再来一显身手
啦遥

在与客户推荐产品过程中袁 我们外贸人员也
不忘亮出我们的金表院具有大公司的完善的生产尧
制造尧 品质管控体系袁 具有大客户合作的丰富经
验袁具有丰富的研发经验和成熟的研发体系袁客户
在了解产品过程中也对公司实力充分认可遥

展会的第三天袁 我们永康市领导在朱市长的
带领下还专门来我们摊位视察袁 参观了我们展品
和参展情况袁对我们公司的产品不断点赞袁对我们
公司不断致力于产品的创新的精神非常赞赏袁并
与外贸小伙伴们亲切交谈袁鼓励大家多接订单袁创
更多业绩袁大家备受鼓舞院

通过此次展会袁共收到近 400来张名片袁目前
意向性客户有 50来个袁国贸各个团队人员都在和
客户的不断沟通和进一步洽谈中袁 目前已有客户
开始下样单采购袁特别是大排量 ATV袁有很多客
户对于我们的品牌标志袁颜色反响普遍很好袁对于
品牌及产品袁 客户认可度非常高遥 许多客人看到
DUNE900的设计就明确表示想做代理袁对于我们
自主研发制造发动机也感到惊讶袁 深度认可我们
的公司实力遥 我们通过这些反馈也增强了团队的
信心袁另外袁对于我们公司主打的另一类产品-平

衡车和滑板车袁客户普遍反映外观新颖时尚袁骑行
感觉非常好袁但同时对专利问题也提出一些疑虑袁
而且对我们的报价普遍感觉偏高袁 因此我们在满
怀信心同时也深感压力袁需要内外兼修袁不断深化
产品袁提高产品性价比袁完善产品质量袁做好售后
服务袁扩大产品线 袁 也相信只要我们稳扎稳打袁一
定会创造更多的佳绩遥 渊胡佩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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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承担责任

公司全地形车品牌创建和产品研发获重大突破

笔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袁 我司大排量全地
形车品牌创建和产品研发获重大突破袁目前
已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遥

2016年 10月袁经过近两年秘密研发袁飞
神新晋全地形车品牌 TROXUS- DUNE900
横空出世遥 11月进军米兰国际摩托车展袁一
经亮相就深受国外媒体和专业杂志的青睐袁
并在业界引起轰动遥 这标志着飞神自主品牌
创新取得阶段性丰硕成果遥

TROXUS-DUNE900是飞神自主研发
设计的全球首款智能运动型全地形车袁 有极
具野性尧战斗的造型和饱满的流线型设计风

格袁 搭载 74匹马力的劲擎袁 最大扭矩 80N窑
m袁最高速度达 118Km/h遥超大行程设计的悬
架袁 差速锁结构的前后桥袁 四轮轮边液压碟
刹袁气囊减震尧28升大容量油箱袁LED灯具等
极富运动气质袁 让您自信征服任何地形从容
面对任何艰难险阻遥
强劲发动机系统
自主研发尧 量身定制的对标国际技术的

74匹马力渊900CC)澎湃动力水冷式发动机袁
采用 V型双缸八气门顶置式凸轮轴袁国际领
先的电子燃油喷射系统袁CVT有级变档轴传
动袁提供高达 55KW 强大功率袁征服任何地
形袁从容面对任何艰难险阻遥

卓越整车系统
采用超大行程设计的悬架袁 差速锁结构

的前后桥袁四轮轮边液压碟刹袁气囊减震袁无
声链条传动 袁超高进气系统设计袁电子助力
转向系统袁LED灯具等极富运动气质袁 四轮
和两轮驱动随意转换袁 胜任各种情况下的野
外作业和休闲运动遥
智能互联系统
采用自主研发专业 APP袁与智能手机全

方位相连接袁运动数据记录尧地图标记尧远程

诊断等智能互联操控遥

TROXUS系列产品现已完成 900CC研
发试产袁450尧550尧750尧1000CC正在研发进行
中袁将开拓 ATV尧UTV尧SSV制造新领域遥

随着大排量全地形车新品研发成功袁公
司乘势发力袁一方面加大市场运作力度袁积极
寻求国际业内知名品牌经销商合作袁 抢占市
场份额袁 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遥 另一
方面则是夯基础尧强内功袁加大投入袁扎实推
进项目发展遥 目前袁 价值近千万的全自动激
光割管流水线尧1000W 激光平板切割机尧十
轴全数控电动弯管机等系列高精制造加工设
备已先后到厂曰 工业园 200亩新增工业用地
已在快速建设之中袁将于今年 8-9月间建成
一期工程袁届时大排量车项目将移驻新厂袁进
入大批量生产袁成为飞神新的经济增长点遥

通过创新产品核心技术袁 形成具有飞神
自主品牌的高端产品袁促进企业健康尧持续尧
稳定发展袁 是我司坚定不移的目标和追求袁
可以相信袁只要我们孜孜以求尧锲而不舍袁我
们一定能在创新的路上有所作为遥 渊汤敏冤

要闻简编

2017年 3月 23日袁飞神房车在第 14届中国(北京)国
际房车露营展览会上举行了新车发布会遥 此次飞神发布
的自行式 C型房车袁是基于大通新一代 V80为底盘打造
的加高加宽的 C型专用自动挡房车袁 其新颖独特的设计
给人以全新的野家冶的感觉袁受到参观者的好评袁并收获现
场订单遥 渊房车旅游网冤

4 月 13日袁阳光高照袁春光明媚袁2017全国车辆模型
公开赛筹备会在浙江永康飞神集团隆重召开浴来自广东袁
江西袁湖北袁江苏袁上海袁北京袁浙江等申办单位代表袁相聚
永康飞神袁共商车辆模型公开赛各项事宜遥
本次筹备会由中国车辆模型协会 2017全国车辆模

型公开赛总裁判长谭鈞龙老师主持遥 会议落实各站承办
2017全国车辆模型公开赛具体时间和比赛项目袁及在承
办比赛前的准备事项遥

14日袁 会议在全国科技体育车辆模型训练活动基
地--飞神赛车场进行袁参观飞神赛车场场地后袁在科技
培训中心会议室继续商讨公开赛的细则遥 渊飞神科技体

育车辆模型训练基地冤

2017全国车辆模型公开赛
筹备会在飞神集团隆重召开

4月 6日下午 袁金华市公安局在
飞神集团总部举行隆重的交车仪式遥
金华市公安局江栋副局长袁公司领导
陈斌尧汤敏尧金旭升尧倪高斌等参加交
车仪式遥

此款野移动警务特种车冶是按照
公安系统的特殊要求而改制的袁该车
具备信息交流和存储尧移动指挥及应
对突发事件等功能袁金华公安野移动
办公特种车冶的交付袁为公司开展警
民融合提供了合作遥 渊金旭升冤

飞神集团举行“移动警务特种车”交车仪式

飞神，你是我们的光荣和自信
要要要广交会参展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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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核心院诚信 务实 活力 高效

代步车部进行办公服务及安全设施改造
在总部基建科的帮助下袁近期袁代

步车事业部对采购科办公室尧 办公楼
一楼洗手间进行翻新改造遥 翻新后的
采购科宽敞明亮袁整洁清爽曰洗手间高
端大气上档次袁赏心悦目袁得到员工赞

赏遥 事业部入口保卫室也更新了窗帘袁
遮阳效果更佳遥
此外袁 为适应海关高级认证的需

要袁 事业部还对厂区重点区域安装红
外线监控袁对原材料仓库进行改造袁安

门上锁袁对成品发货仓进行隔离袁禁止
闲杂人员入内袁 对厂区内围墙照明及
相关基础设施进行检修袁 确保符合要
求遥

渊杨丽冤

公司组织 5S和安全检查
2017年 4月 19日袁公司总经办检

查组对各事业部 5S 及安全生产情况
进行今年以来的第二次检查遥 从检查
情况来看袁各部门 5S及安全工作比上

次有较大改善遥 具体表现为院渊1冤外部
环境干净整洁袁 花草树木生机盎然曰
渊2冤员工精神面貌不错曰渊3冤设备维护
有所提升曰渊4冤消防箱尧配电箱完好无

损遥 本次检查童车事业部表现略优袁奕
宝保持尚好遥 总经办对检查情况予以
通报遥

渊应杰冤

Razor团队参观考察童车事业部

2017年 3月 29日袁美国 Razor公
司首席运营官 Danny尧 研发总监 Ian尧
副总经理 Bryan会同中国区上海办公
室总经理 Terry尧 台湾办公室总经理
Joey等一行参观考察了飞神集团童车
事业部遥

参观过程中袁 美国客人对公司新
投入使用的多种全自动化机器设备给

予了高度的评价袁特别是在看完 耘系
列专线后袁表达出对飞神产能尧品质等
方面强烈的信心遥

双方检讨了 2016 年度工作中存
在的不足袁并明确了下一步改进方向袁
在友好的氛围中袁 客人当场明确了
2017年飞神的订单将会有所增长遥

陈向阳总经理在会上发表讲话袁
他代表公司对 Razor团队的到访表示
热烈欢迎袁 并希望客人多到公司指导
工作袁 最后他要求童车事业部对总结
的不足加以改进袁 对客人提出的要求
无条件的落实遥

渊付胜刚冤

4 月 15 日尧18 日袁由
代步车事业部总经理周杰

亮袁 亲自给本事业部中基
层管理干部 23名人员袁进
行在岗军训曰 不仅提升管
理干部精神面貌袁 而且还
增强团队服从意识袁 从而
打造一支技能强尧 高效率
的管理团队遥 渊杨丽冤

代步车事业部组织中基层干部军训

为了普及发票业务知识袁 掌握工作中遇到票据问题的解决
方法袁3月 10日下午袁财务中心涉税科对公司全体销售人员进行
发票业务知识培训遥

经过此次培训袁 寄希望公司销售人员对票据知识有更深地
了解袁在票据处理上更加规范尧合理遥 渊王霞冤

财务中心举行
票据知识培训

3月 22日袁 公司总
经办主任汤敏参加永康

市人民政府尧 科技局尧经
信局组织的 野2017中国
渊重庆冤 汽车技术及材料
展冶考察参观活动遥
考察参观过程中袁

重庆大学科技架桥袁从
智能制造技术展 野悬浮
式提升吊臂机器人冶袁众
泰汽车重庆基地的智能化自动冲压生产线尧机器人焊接机组尧涂
装自动化生产线尧汽车总装流水线袁都给人留下深刻映象袁感受
良多遥

笔者认为袁 智能化生产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袁 对提升生产效
率尧产品质量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袁企业要将智能化生产转化为
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遥 渊汤敏冤

汤敏参观重庆汽车技术及材料展
春节以后袁代步车订单增多袁生产

迎来开门红袁3尧4月份需出货 6000多台
车遥

为纾解给生产压力袁代步车事业部
迎难而上袁多管齐下遥 一方面千方百计

招聘新员工袁 及时补充了 60名生产线
岗位人员遥 同时采取岗前培训尧以老带
新的形式抓紧对新员工的培训袁使之较
快掌握生产技能遥 另一方面定目标袁赶
进度袁每天加班加点袁保质保量完成生

产任务遥
目前事业部员工热情高涨袁干劲十

足袁决心确保每个订单能按期交付到客
户手中遥

渊杨丽冤

代步车多管齐下忙出货

经过各方面的协同努力袁2017开年
以来袁代步车新品开发呈现良好发展势
头遥

据悉袁该事业部目前已有 4款新品
已处开模阶段遥 其中 Apex?3wh (33款)

预计在 2017-5-20 小批量试产曰ZTR
(34款冤预计在 2017-6-25小批量试产曰
NewQ6 Edge HD(03款轮椅改型)?预计
在 2017-4-25 小批量试产曰Q6EDGE?
2.0(05款轮椅) 预计在 2017-6-10小批

量试产遥
此外 袁Jazzy?Select?6? (06 款轮椅 冤尧

Revo?(35款冤两个新款正在与客户商谈
价格遥

渊杨丽冤

代步车新品开发趋势好

3月 4日-7日袁集团公司组织为期
4 天的 2015 版 ISO9001/14001 管理体
系转版培训遥

国际标准化 组织 渊渊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袁 简称
ISO冤冤 于 2015年 9月分别发布了新版
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袁
为了让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及内审员及
时了解新版标准修订内容及要求尧深刻
理解新版标准的核心变化思想袁进一步
深化管理体系在公司各个层次的运行袁

飞神集团总经办未雨绸缪袁 提前布局袁
举行本次培训遥
培训授课由国家高级注册审核员

任锋老师主讲遥

公司童车事业部尧 车航模事业部尧
代步车事业部尧ATV事业部尧 房车事业
部尧奕宝科技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及内审
员 50多人齐聚公司总部会所袁 参加新
版质量/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的培训教
育曰 任老师结合其丰富的审核经验袁结
合案例尧图表尧图片尧打比方举例等通俗
易懂的方式袁 深入浅出的进行讲解袁取
得了良好的培训效果袁并受到参训人员
的一致好评遥 渊刘文根冤

培训结束后袁对参训人员组织了一
次新版的质量/环境管理体系知识的考
核袁大家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袁为公司
体系换版和后续的新版体系运行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遥

渊刘文根冤

集团公司成功举办
2015版 ISO9001/14001管理体系转版培训

2017 年 4 月
18日袁童车事业部
顺利通过 GSV 全
球安全验证渊Global
Security
Verification冤袁GSV
是一项国际领先的

商业服务体系袁为
全球供应链安全策

略的开发和实施提
供支持袁 涉及到工
厂的保安尧仓库尧包
装尧 装货和出货等
环节遥 GSV体系的
使命是与全球的供

应商和进口商合

作袁 促进全球安全
认证体系的开发袁
帮助所有成员加强

安全保障和风险控

制尧 提升供应链效
率袁并降低成本遥

渊付胜刚冤

童车事业部 GSV认证获通过

2017年 4月 07日,经过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浙江飞神车业有限公司顺利通
过了 ICTI认证. ICTI是国际玩具行业最具权威的认证, 通过认证后将获得沃尔
玛,迪斯尼,Toys R Us, Argos, Top-Toy等全球超市及玩具行业巨头的广泛认可,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只有 1100余家企业拥有证书.飞神此次的成功通过不仅反应
出整个团队的凝聚力越来越强,也预示着未来风云变幻的市场上必将会有更大的
一番作为遥 渊付胜刚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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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房车尧睇美女浴
直击太原房车展

2017年 4月 7日袁由山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尧
太原市旅游局主办的中国渊山西冤国际房车博览会袁
在中国渊太原冤煤炭交易中心举行遥此次飞神房车携
2017款依维柯房车尧大通 C型房车尧小水滴房车助
力太原房车展遥

2017中国渊山西冤国际房车博览会开幕式
飞神房车恭候您的大驾渊展位号院B9冤

展会首日袁飞神房车便吸引了很多房车爱好者
的眼球袁飞神小水滴拖挂房车以其小巧尧新颖的外
观及齐全的功能成为了展会一大亮点遥

飞神 2017款依维柯房车自上市以来便受到广
大车友尧媒体的关注袁本次太原展依然是一大亮点遥
宽阔的空间布局尧时尚的车身外观尧优越的底盘性
能以及功能齐全的内饰袁 配上我们的美女模特袁这
不正是房车生活的美好写照么钥

飞神房车为你呈现现代生活盛宴遥 渊飞神房车冤

2017 年 4
月 2日袁 辛勤工
作在一线的员工

领到了 2016 年
度的员工工龄

奖 袁 做为公司
的一项福利袁童
车事业部此次共

有 232人享受到
了长期为公司服

务而得到的回

馈遥 领到钱的工
人们一个个眉开

眼笑袁他们都说院
野汗水没有白流袁
公司总是这么关

心我们这些老

员工冶遥
看看装配线上 源 名普普通

通的老员工 袁她们真心尧朴实的
笑容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

正的野企业为员工袁员工爱企业冶
遥 渊付胜刚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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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价值体系院客户至上 持续发展 以人为本 创新图强

总经理仁心挥手笔 老食堂旧貌变新颜

职工食堂，家的感觉 ！

2017丁酉春节后袁 飞神童车事业部忽然出
现一道靓丽的风景遥每当就餐时间一到袁职工食
堂前霎时就会人头涌动尧 热烈闹猛起来袁700-
800名来自不同事业部袁不同工作岗位的员工纷
至沓来袁络绎而至袁秩序整然地排队尧刷卡尧持
盘尧自点菜肴袁然后就座用餐尧自助清洗归位餐
具袁然后心满意足袁鼓腹而去噎噎颇有点钟鼓鼎
食尧兴旺温馨的大家庭气象遥
飞神职工食堂的人气爆棚袁 源自食堂的强

大吸引力遥 正象有美丽姑娘的地方总不缺年轻
小伙一样遥 你看袁那装潢一新的食堂建筑袁窗明
几净的就餐环境袁整洁簇新的炊具餐具袁还有物
美价廉的可口饭菜袁丰俭由人的主食副食袁刷卡
就餐的自在潇洒袁 以及就餐时工友间那种笑语
晏晏的和谐氛围遥 这种种诱惑袁你不想进去野爽
一把冶尧野搓一顿冶都难遥
然而袁此前的飞神职工食堂并非如此兴旺哟浴

坐落在童车事业部内的飞神职工食堂创建

已有十多年历史袁 主要担负飞神集团工业园童
车尧老年代步车尧车航模等事业部近千名职工就
餐配套服务职责遥 但是袁十多年来袁该食堂一直
实行传统的外包经营袁自负盈亏的服务模式袁由
于利益驱动袁承包方往往克扣盘剥袁损害职工利
益袁致使管理失控袁服务质量每况愈下袁职工多
有怨言遥公司也曾采取措施袁多次变更承包人和
承包方式袁但收效不大遥 由于饭菜质量尧卫生条
件较差袁 就餐费用高袁 职工大多不愿到食堂用
餐袁以致食堂门庭冷落袁气息奄奄袁可供几百人
同时用膳的大食堂袁 有时竟卖不出 20份饭菜遥
由于食堂保障不力袁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职工
的生产工作积极性遥

职工食堂的不景气尧不得力袁牵动了公司掌
门人的心遥陈向阳总经理认为袁吃和住是职工的
基本生活需求袁 食堂办得好不好袁 关系民心士
气袁 关系企业凝聚力和生产力袁 必须下决心改
变遥 2016年下半年袁陈总多次调研食堂情况袁在

听取了一线职工和有关职能管理部门的意见

后袁陈总果断拍板袁决定改变食堂运作模式袁变
承包经营为自主打理袁并责成有关部门袁快速推
进食堂硬件改造和自主经营筹备工作遥

当家人一声令下袁各方面立马行动遥公司总
经办尧后勤科尧基建科尧童车事业部等有关部门
和领导袁从 2017年元月起袁紧锣密鼓地投入了
食堂改扩建及筹备工作遥

于是袁 价值 39袁000 元的新餐桌到位了袁
3袁500元的新窗帘拉上了袁投入 150袁000元的食
堂装修基建工程完成了袁90袁000元的天然气管
道安上了袁 价值 40,000余元的炊具尧 餐具到位
了袁20,000多元的网络及打卡系统开通了噎噎

于是袁2名高新聘请的专业厨师到位了袁9名
厨工尧杂工招来了渊他们可都是有职业资格证及
身体健康证明的哦冤袁粮尧油尧果尧蔬尧肉尧蛋尧禽尧鱼
供应渠道建立了袁一日三餐主食尧副食尧菜单尧饮
品公示上牌了袁食堂管理机制尧账目监管办法出
台了噎噎

至 3月底袁 飞神职工食堂改造工程基本完
成袁计净投入 35万余元遥加上厨师尧厨工及杂工
等人员的工资费用及相关后续配套费用袁 预计
全年将投入 100多万元遥 再加上童车尧代步车尧
车航模三个事业部职工人均 5元/天的就餐补
贴袁以 800人计袁公司则每日拿出 4000元袁全年
以 300个工作日计袁一年即是 120万元曰两项合
计支出则达 220万元以上遥 经过硬件改造和经营模式的变革袁 飞神职

工食堂的面貌焕然一新遥饭菜质量上去了袁就餐
费用降低了袁食堂人气爆棚济济一堂了袁职工兴
高采烈好评如潮了院

野这个菜的味道袁不比酒店宾馆的差哦浴 冶
野起码实惠尧 方便袁 我是一日三餐都在这

吃遥 冶
野有点家的感觉遥 冶
野飞神还是不错的袁呵呵噎噎冶
野我老乡都眼热了袁 说要辞工到飞神来做

噎噎
哦袁职工食堂袁家的感觉真好浴

渊钟成 一芳 应杰冤

2017年 3月 25至 3月 26日袁 由浙江省模型无线
电运动协会主办尧永康市飞神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渊第
三期冤ASFC轻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渊无人机冤飞行员执
照培训尧考核在永康市体育中心飞神赛车场举行遥本次
报名参加考核的人员 30多名遥 其中来自北京尧上海的
遥控模型发烧友袁也不辞辛苦远途赶来参加考核浴

本次无人机驾照考核年龄最小的学员是来自永康

市外国语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应琪琛袁 在理论与实践飞
行中一次性通过袁受到监考老师一致表扬袁这与他坚持
训练分不开的遥 刷新了永康市无人机驾驶执照持有者
最小年龄的记录浴

渊飞神科技体育车辆模型训练基地冤

第三期遥控航空模型飞行员执照考核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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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永康时令铱

最近天气蜜汁舒服

最近的天气真是让人觉得蜜汁舒服浴
像夏天打开了空调袁

可以露着胳膊不觉得冷袁
披着外套也不觉得热袁
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样子浴
刚刚过去周末袁

朋友圈被红色刷屏了耶浴
杜鹃红

现在袁不管是在城区还是农村袁
都已经开满了杜鹃花遥

小伙伴们也可组队上山看花哦浴
樱桃红

永康人有句话院
枇杷花袁开过年袁
还要樱桃争上前浴

过年前就开了花的枇杷袁
现在还是青咣咣的袁

反倒是三四月份开花的樱桃袁
现在能吃了袁吃了袁了噎噎

保守的人还在等五一袁
机智的人已经摘摘吃过了遥

妈妈我要吃野哎桔冶~~~
野红柚冶红

对于永康人来说袁
最激动人心的还是野红柚冶红

这不是野果袁是回忆袁是情怀啊
错过了上个周末的朋友

不要急得掀桌子浴
据小编经验袁这个周末才是采摘的黄金时机浴
这个周末去采摘的时候记得避开田埂菜地袁

以免误食喷洒过农药的野果遥

童车事业部举办“五一”趣味运动会

2017年 4月 29日袁风和日丽袁阳光明媚袁童车事业部举办了活动
主题为野凝聚产生力量袁拼搏创造精彩冶的五一趣味运动会袁旨在帮助
员工调节身心状态袁激励员工在即将到来的生产旺季投入更高昂的热
忱袁同时达到促进团队沟通袁增进团队协作袁提升团队凝聚力袁从而打
造一支勇于进取尧富有激情的优秀团队遥

首先进行的吹气球比赛袁每个部门派出的 3男 2女 5名选手袁用噼
里啪啦的气球爆破声告诉着大家他们的底气有多足袁 虽然个别女同
事袁赛前有恐惧心理袁但是在看到其他同事的表现后袁她们忘记了一
切袁因为她们知道要想赢的比赛团队中少了任何一个人都不行浴

穿越呼拉圈袁考验的是团队的协作能力袁每名参赛者选手除了保
持自己的快速准确外袁还要协助下一名队友袁从比赛过程中我们看到袁
每队都是全力以赴袁尽量把失误降到最低袁这也从侧面反应出童车团
队的一种态度院野要做我们就要做到最好袁最细致冶遥

当拔河比赛的开始哨声响起袁参赛的队员们紧握长绳袁卯足了劲拼
命往后拉袁未参赛的员工自发组成啦啦队为比赛队员呐喊加油袁哨子
声尧呐喊声此起彼伏遥

通过此次拔河比赛袁提高了团队合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遥尤其是在
胜负难分的时刻袁大家毫不退却袁咬紧牙关袁坚持到底遥 赛场上的队员
个个斗志昂扬袁用他们的汗水为我们讲述了团结的含义袁他们顽强的
毅力与拼搏的精神让每一个人感动浴

趣味运动赛结束后袁公司对 ICTI验厂员工访谈过程中袁能按照要
求回答问题的员工以及在 16年生产旺季介绍新人入职的员工袁 给予
了现金奖励遥 童车事业部总经理祝富利在颁完奖后袁 勉励全体同事院
野后续验厂工作仍要继续袁即将面对的生产旺季也会有压力袁但是袁只
要大家上下一心袁同心协力袁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一定能克服冶遥

渊付胜刚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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