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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记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制造工程规划1部总经理张建波
助北京奔驰走上智能制造之路

3D打印机正在打印奔驰星
徽标志 ， 无人驾驶的AGV小车
（自动导引运输车） 正在往来穿
梭 …… 这 梦 幻 般 的 高 科 技 场
景 ， 来自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
司CI车间。 “智能灵敏型机器人
可模仿人工操作路径自动涂胶，
机器人还可以替代车辆运送各种
零部件， 实现无缝衔接。” 一谈
到这些，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制造工程规划1部总经理张建波
难掩激动的心情。

作为CI改善项目的带头人，
这些成果的实现都渗透着他的心
血。 在刚刚举行的北汽股份职工
经济技术创新论坛2017年第一季
上， 他被授予 “职工创新工作带
头人 ” 称号 。 随着 “互联网+”
时代到来， 他也是北汽股份公司
在汽车产业前沿领域开展研究和
实践中， 大力推进职工创新的新
一代思想进步、 技术精湛的北汽
工匠代表。

感恩公司录用坚守至今

“能进公司也是缘分， 坚守
就是感恩。” 张建波说。 2003年
11月， 张建波还在上大学时， 北
京吉普 （北京奔驰前身） 就决定
录用张建波， 但因为张建波是外
地户口， 要有留京指标才行。 加
上走手续耗费时间， 北京吉普从
头年11月一直等到了第二年5月。

“很感动公司为了录用我一
直虚位以待。当时我就说，如果不
是公司辞我， 我在这里要干一辈
子。 ”张建波说。 随着业务能力的
提升， 不断有其他大汽车公司出
高薪挖他， 但张建波的想法从未
改变，他已把这里当成了家。

13年来， 张建波先后从事并
负责冲压 、装焊 、喷漆 、输送 、电
器、 机器人等多个专业的规划工
作。 除了做好新项目规划和系列
化生产改造等繁重任务外， 他一
直致力于公司工艺技术的积淀和
积累， 在负责了MRA1、MRA2、
NGCC、MFA2等重大项目后 ，始
终在思考， 从一名工程师一步步
走到管理岗位， 自己在项目完结

之后，能为公司留下什么？在责任
心的驱使下， 他扛起了公司加强
工艺技术基础管理工作的旗帜。

从零开始完善工艺
技术基础管理

提及公司工艺技术基础管理
工作， 张建波说， 一切是从零开
始。 公司综合项目档案室筹建之
初，人员编制、档案库房、专业人
才、经费预算、制度流程一切都没
有， 有的只是一个明确的节点和
巨大的压力。 4个月后，国家档案
局局长要带领来自全国各地的巡
查组来巡查， 同期北京市档案局
要进行MRA1、 发动机一期等档
案验收，验收如果不通过，就将直
接影响项目投产。

工程涉及公司30多个部门 ，
上千名员工。 之前的工艺技术档

案都归每名技术员工分散管理，
摆在张建波面前的只有400多个
档案袋中寥寥几页图纸。 加之员
工不理解， 困难大， 任务艰巨。

在困境面前， 张建波没有丝
毫退缩和半句怨言。 他深知， 重
大项目的技术档案， 对一个企业
的长久发展、 技术储备以及工艺
进步意味着什么 。 想通了这一
点， 张建波开始了连续4个月无
休息的攻坚战。

攻坚就要挑硬骨头啃， 他组
织创建了北京奔驰综合项目管理
档案室 。 从库房建设到硬件购
置， 从体系建立到人员培训， 从
档案收集到国标市标统一， 既当
领导 ， 也为小兵 ， 他都亲自上
阵。 4个月， 他对内构筑档案管
理体系、 协调档案收集整理， 对
外协调北京市和国家档案局， 积
极应审。 他组织14名兼职档案人

员， 培训学习国家、 北京市档案
相关标准、 制度和要求， 充分调
动公司事务 、 PMO、 冲压 、 装
焊、 喷漆、 总装、 质量、 物流、
IT、 研发、 发动机等多个部门，
在档案室全天候集中办公， 终于
解决了北京奔驰项目档案分散管
理的状况， 各种施工、 技术、 商
务资料首次实现了集中统一管
理， 并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的标准
进行了系统的规范整理， 收集整
理项目档案文件7000多卷。 与此
同时， 他还建立起了北京奔驰项
目档案管理各项规章制度和流
程， 梳理了档案管理体系， 全面
提高公司项目档案的管理水平。

2014年3月25日 ， 国家档案
局以及北京 、 山西 、 安徽 、 辽
宁、 天津等各地的档案局领导20
多人组成检查组， 对北京奔驰的
项目档案室进行专题巡查， 给予
了高度认可。 同年6月，北京市档
案局正式验收北京奔驰MRA1项
目及发动机一期项目档案， 保障
项目的顺利投产。截至目前，档案
室馆藏档案已经达到20278卷，北
京奔驰的重大项目的档案管理迈
入一个新台阶。

张建波是个务实的人， 北京
奔驰的工艺技术标准一直都是他
的一块心病。 工艺标准的不完善
和缺失， 给公司的项目规划和系
列化改造带来了许多问题， 更直
接的就是会带来不精益规划， 从
而造成额外的成本投入。 为此，
他 肩 负 起 了 北 京 奔 驰 工 艺 技
术标准和工艺流程制定的责任，
三年内完成了71项技术标准和40
项工艺流程的制定， 总计超过74
万字，为公司积累了技术财富。

同时， 他建立并推行部门平
衡矩阵式管理模式， 健全了公司
系列化规划职能， 优化工艺人员
配置，提高沟通效率的同时，在负
责各大重点项目的过程中， 为公
司培养了一批技术过硬的专业人
才，冲压、装焊、喷漆、输送、电器
等方面的人才， 逐步承担起年度
系列化规划工作， 并替代了很多
原来由外专负责的工作， 先后为
公司节省了TE/TA超过20人/年，

节省费用3000多万元。

创新和智能制造的
带头人

作为一名充满创新激情的管
理者， 他五年如一日地推动公司
的经济技术创新和技改技革活
动 ， 累积为公司节约费用超亿
元。 2016年以来， 在工会的支持
推动下， 他对传统的技改技革活
动进行全面升级改造， 创建北京
奔驰全员改善平台 ， 建成CI车
间， 成立全员改善办公室， 设立
专项基金， 以 “平台+车间， 软
硬结合” 的全新模式推进公司创
新， 化被动创新为主动创新。

张建波还牵头开发出手机
APP系统 ， 面向公司10000多名
员工收集整理改善建议和提案，
使得员工可以随时随地为公司的
持续改进出谋划策。 截至目前，
共收集整理评审提案 13420条 ，
其中9000条得到实施， 预期经济
效益超过10.1亿元， 全员改善已
成为北京奔驰不可或缺的企业文
化。 同时， 张建波积极推进专利
申请、 流程改善等活动， 建立起
CI车间， 助推公司的精益生产尽
快落地实施。 CI车间既可以承接
员工改善提案的实施， 也负责公
司精益生产工装工具的制作， 使
得精益生产实施速度大大提高，
减少成本投入超过220万元。

2017年起， 他与IT部门协同
牵头负责北京奔驰的创新和智能
制造项目， 积极探索北京奔驰的
智能制造之路， 成功自主开发了
北京奔驰标准的AGV， 并开始研
究测试智能灵敏型机器人在总装
车间的应用； 启动冲压智能工厂
项目， 以CI车间为基础承担公司
所有精益配餐车的设计制造。 他
同时组织进行国际对标， 引入了
无纸化生产系统 、 Karakuri工装
等一系列国际先进的精益思想和
设计理念， 使得北京奔驰在智能
制造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

当下， 张建波正带领着他的
团队在坚守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创
造着企业发展的新未来。

在朝阳区劲松街道磨房北里
社区， 人们总能看到一位戴着红
袖标的瘦高老人， 来来回回地穿
梭在社区巡查。 这位老人叫高义
之， 坚持义务巡逻19年。

1998年， 59岁的高义之从北
京化工试验场退休。 这一年， 长
江流域发洪水， 坐不住的他写信
给单位党组织， 申请奔赴前线抗
灾救灾。 但考虑到他的年龄， 党
组织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没能奔赴一线抗灾的高义之
并没闲着。 他每天蹬着一辆三轮
车， 每车运8包近400斤衣服， 来
回往返劲松捐助站与社区4公里。
高义之来到社区居委会， 成为一
名社区志愿者。 征得社区党委同
意， 他成为治安巡逻员， 开始了
19年的治安巡逻志愿服务。

高义之的治安巡逻不同于别
人。 每天七八点出来巡逻， 到晚
上七八点睡觉 。 睡到凌晨两三
点， 再出来接着巡逻。 到四五点
回家再补觉。 在常人看来这是个
没法理解的作息时间， 有人可能
会问， 治安巡逻又不给钱也没有
利， 至于这么拼命吗？ 但高义之
把这当作最重要的事情： “我的
工作虽然不起眼， 但能让大家心
里踏实， 日子过得安宁。 我心甘
情愿！ ” 19年来，他每天至少绕着
社区走4圈，一圈6公里。

无论刮风下雨， 高义之坚持
数年如一日， 白天值班， 晚上巡
逻，从未间断过。在每天的义务巡
逻中， 检查消防设施是高义之必
做的工作，逐楼逐层从不遗漏。社
区内小商小贩较多， 高义之每次

途经商摊时， 都要细心地察看询
问买卖是否公平、食品是否卫生、
防火是否到位，做到心中有底。

这期间， 也有不少惊心动魄
的场面。 面对盗窃的小偷， 或者
冒充公安人员的诈骗犯， 甚至面
对三名持刀抢劫犯， 高义之都毫
无惧色， 奋勇上前。 2004年的一
天晚上凌晨两点， 他听到楼下有
人喊救命， 赶忙跑到窗户前， 只
见昏暗的灯光下， 一名歹徒正捂
着一位姑娘的嘴， 将她往树丛里
拖。 高义之住的是10层， 跑到下
面肯定来不及了， 他灵机一动，
在窗前大喊 ： “逮住他 ！ 逮住
他！” 歹徒一听立刻慌了神。 他
随手拿了件 “武器” 跑到事发现
场， 歹徒撒腿逃跑了。

高义之家的阳台从没封过，

因为那是他的 “瞭望塔”， 阳台
正对着小区院门， 来来往往的人
尽收眼底。 他每天两顿饭， 早上
六点半， 下午四五点， 错开人们
正常的吃饭时间， 防止小偷在人
们大意时出没。 有人曾开玩笑地
说：“别人都有个双休日， 您什么
时候歇呀？ ”高义之此时总是乐呵
呵地回答：“我休息了， 坏人就有
可能上岗，不能让他们钻空子。”

说起高老， 没有人不竖起大
拇指 。 多年的义务付出 ， 让社
区居民们对高义之的认可度越来
越高。 他先后获得了全国草根榜
样、 北京市 “我身边的共产党员
感动之星”、 “中国青年志愿者
服务金奖奖章” 等荣誉。 令人感
动的是， 他获得的每一笔奖金都
无偿捐给贫困地区或爱心机构。

□本报记者 盛丽

高义之：义务巡逻19年守护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