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K-TEST助
韩企中国员工走向国际化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李晓东） 近日， 中铁建工上海分
公司工会对基层项目经理部的18
名专兼职工会主席进行了履职能
力培训， 提高他们的服务能力和
创新能力， 以此推动工会工作上
台阶、 上水平、 上档次。

针对新提拔基层项目经理部
工会主席较多、 熟悉业务程度不
强等情况 ， 公司工会在 公 司 召
开 “两 会 ” 期 间 ， 巧 借 各 项
目 经 理 部 职 工 代 表 云 集 公 司
的 时 机 ， 见 缝 插 针 举 办 了 工
会 干 部 培 训 班 ， 让 他 们 尽 快

掌握工会工作内容， 提高他们
的工作水平。

培训班向基层项目经理部专
兼职工会主席讲授了基层工会组
织建设、 职工之家建设、 工会经
费管理、 工会财产管理、 劳动竞
赛活动、 民主管理、 权益保障、
劳动保护、 公文写作等方面的基
本知识 ， 以及如何与上下级沟
通， 如何为广大员工维权等方面
知识。

培训结束后， 公司工会还对
参加培训的基层项目专兼职工会
主席进行了业务知识考试。

中铁建工上海分公司培训工会干部

□本报记者 胡志强 文/摄

■新闻简讯

头茬西湖龙井价格15年来首跌
2015年头茬明前 （清明节前采制的茶叶称 “明前茶”） 西湖龙井

茶 “打飞的” 从杭州飞到北京。 明前西湖龙井茶素有 “早一天是宝”
的说法。 该茶叶明前茶的采摘量少， 决定了其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素来有高档茶叶风向标的称号。 今年头茬西湖龙井有两个价格的茶
叶同一天上市， 分别是8800元/斤和8200元/斤， 今年头茬茶到京售价
是近15年首次出现下跌。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3月上旬 ， 本报记者专程到
位于江苏无锡的韩国SK海力士
半导体 （中国） 有限公司采访，
了解 “OK-TEST” 项目在这里
的推广情况。

“OK-TEST” 是 “职业韩国
语能力考试” （Occupation Ko鄄
rean Test） 的简称， 为韩国针对
中国的职业韩国语能力考试认证
体系 ， 2010年 1月 20日 ， OK-
TEST正式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注册批
准。 记者注意到， 该体系获中韩
两国政府批准5年后， 或被驻华
韩国企业用作 “现地化” （本土
化） 的发展推手， 帮助中国员工
在国内实现 “自身国际化”。

韩方管理人员：
“OK-TEST” 有助

企业在华发展
SK海力士半导体 （中国） 有

限公司韩方管理人员企划部总监
廉铁雄说 ， 在员工中大力推广
“OK-TEST” 教育和考核韩语教
育， 是该公司在华本地化进程的
主要手段之一。

目前，该公司仍有超过90%的
中国员工韩语能力不足，为此，三
年前他们开始推出 “韩国语学院
计划”，采用“OK-TEST”教学考
试体系，以半年为期，培训员工的
韩语能力，现在已经有220名员工
通过了四级考试。

廉铁雄介绍 ， 通过 “OK-
TEST” 考核后的优秀员工 ， 会
被公司派到韩国总部去担任要
职， 得到和韩国本土管理人员同
样的待遇； 新入职员工， 将在培
训通过考试后， 让他们自己决定
在哪个国家工作。 公司晋职政策
规定———必须为韩语水平达到
“OK-TEST” 四级以上， 否则不
能晋职。

该公司员工接受这种高强度
语言培训是免费的 ， 每月大约
300人参与学习， 职工通过考核
后， 根据相应级别会给予一次性
现金奖励。 “我们每年还会给职
工提供考试费用。” 廉铁雄说。

该公司中方员工高级经理车
光介绍， 公司正在逐步减少总部

派遣人员， 改由中方人员替代，
推进企业 “在华本地化”。

韩国海力士 （SK Hynix） 公
司成立于1983年， 主要产品是数
字设备固定内存与闪存芯片， 为
全球第二大芯片生产商， 美国苹
果、 IBM、 中国小米、 酷派手机
以及联想公司等都是其用户。

中国员工：
职工“本土国际化”

是方向
姚磐 ， SK海力士公司制造

技术部门经理， 工程师。
姚磐到公司后于2009年开始

学习韩语， 当时基础为 “0”， 现
在已经通过四级考试， 相当于大
学英语的六级水平， 还在续读高
级班。

姚磐的体会是， 韩语学习能
帮助自己和韩方工作人员做必要
的沟通， “学会一种语言， 就会
为自己打开一扇了解新事物的大
门。” 现在他已经能看简单的韩
剧。 “学韩语对企业文化的理解
只是起辅助作用， 有了语言基础
后， 还要进行更社会化的接触和
了解 ， 这当然更需要会韩语 。”
他告诉记者。

姚磐的韩语学习具有示范效
应。 他说， 中国的同事已经看到
他和韩方管理人员交流时， 少了
很多麻烦。 他讲了一件事： 一次
韩方管理人员告诉操作人员调整

一个参数， 说 “加”， 但中方人
员听成了 “减”， 结果造成了一
批产品报废 ， 给企业造成了损
失。 他说， 语言不仅具有沟通的
意义， 它还直接影响到行为的正
确。 另外公司对职工学习韩语进
行补贴的意义在于， 让员工看到
企业的诚意和对人的尊重。

现 在 ， SK 海 力 士 半 导 体
（中国） 有限公司中， 韩方管理
人员数量总数已经减少到了9%
以下， 本地化效果明显。

“OK-TEST”中国官员：
中韩正合力推广
肖建平 ， “OK-TEST” 中

国执行局主管官员。 他说， 中韩
双方正在大力推进这个项目的在
华开展。 “我们正在和中、 韩两
国相关高校一起， 逐步完善培训
教材， 项目网站上公众也可以自
由报名参与了。”

关于韩语授课教师及教材问
题， 肖建平介绍， 韩国方面正在
组织有意赴华任教人员进行专门
培训 ， 并为其争取在华工作签
证 ， 以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问
题。 他说， 一位获得清华大学博
士学位的韩国教授正在主持编纂
相关教材， 相信完全可以满足项
目需求。 他说， 数以万计的在华
韩企大多需要提高其中国员工的
韩语能力， 这是两国经济交往及
发展的迫切需求。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窦玉东） “项目农民工安全督察
队代表项目行使监督检查职能，
对项目施工安全工作进行监督管
理。” 昨天， 中建二局一公司汉
国城市商业中心农民工安全督察
队有了新责任， 项目部与全体农
民工安全督察队员签订了 《安全
生产责任书》， 明确了农民工安
全督察队员的权利和义务。

当天， 项目组织农民工代表
再次学习了新 《安全生产法 》，
项目经理张海军亲自讲解施工安
全法律法规， 并结合安全事故实
例讲述安全的重要性以及施工过
程中注意事项。 项目安全总监郑

满前与农民工督察员签订 《安全
生产责任书》， 并对责任书内每
条内容对工人进行了详细讲解，
让他们知晓身上所担负的责任，
和日常工作范围以及他们所拥有
的权利。

“刚才视频里那个事故明明
是外架搭设存在安全隐患”， 在
走出会议室时候， 督察队员们既
兴奋又认真地议论着， 视频中的
工地问题出在了哪里， 那个事故
是因为哪项工作没有做到位才导
致今天的惨状。 农民工安全督察
队员肩负的责任不仅仅是自己的
安全 ， 更是所有工友的生命安
全。

农民工督察队签《安全生产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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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学习韩语会话的中国员工

工作中的SK海力士中国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