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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关键岗位与幸福生活平衡驾驭

穆稳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采购与供应商管理执行副总裁

穆稳， 今年52岁， 清华大学工程
硕士， 高级工程师， 现任北京奔驰汽
车有限公司采购与供应商管理执行副
总裁， 负责生产零部件、 非生产采购
业务、 除整车销售外的销售业务以
及奔驰品牌的零部件国产化和供应
商管理。

2007年8月至今， 穆稳在北京奔驰
先后从事了供应商质量管理、 非生产
采购、 国产化项目管理、 零部件采购、
成本控制等多项工作。 采购的工作,使
她掌握了作为管理者的思维与经验 ：
头脑开放、 战略思维、 团队沟通。

作为国产化项目经理， 穆稳全面
主持零部件本地化工作，凭借其成功实
施C级车本地化的经验，以优化组织架
构为抓手，实施了流程明晰、专业高效
的项目管理。 在此基础上，建立零件准
备状态及工装管理、成本控制、供应商
开发、合同管理等项目控制部门，承担
了项目进度控制、 成本优化与预算监
控、供应商质量能力提升、询价包准备
和合同审查等职能。 通过合理分工，使
业务部门和专业部门各司其职，各展所
长，使实际工作事半功倍，显著提供了
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在她以及她领
导的团队的努力下，生产零部件采购引
入纯本土供应商62家，各个车型的国产
化率都有很大提高，海纳川企业配套额
达10.46亿人民币。

2011年初， 为优化物流成本， 穆
稳牵头负责了北京奔驰的零部件产业
园的项目， 在开发区汽车办的大力协
助和配合下， 鼓励和引进国际国内的
优秀供应商到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
厂。 经过努力， 该项目于2012年1月30
日正式启动， 已有18家国际知名的汽
车零部件企业， 如李尔汽车座椅， 江
森汽车零部件公司等与开发区签订了
入园协议。 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400亿
以上， 为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和经济发
展做了突出的贡献。

2018年5月， 穆稳领导的商务中心
团队牵头联合制造工程处置公司资
产 4项， 大大提高了企业资金利用效
率。 仅2018年上半年商务中心负责的
零件出口业务、 试验车样件、 样车等

销售业务就为公司带来了7个多亿的销
售额。

在担任采购执行副总裁的同时 ，
穆稳践行一岗双责， 担任采购党总支
党支部书记 。 设立党员和积极分子
KPI考核机制 ， 建立外方约谈制度等
创新性党建， 始终以党建促进业务
的思想开展党建活动 。 她带领的党
总支多次获得 “北汽股份标杆党总
支”、 “北京奔驰先进基层党总支” 等
荣誉称号。

穆稳在汽车制造工艺、 汽车零部
件采购等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经
验和专业造诣， 多年国际一流企业的
管理工作也使其逐步积累了作为国际
企业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与业务经验。

在同事的眼里， 穆稳每天晚上八

九点回家是常态， 她的家人非常支持
她的工作。 北京奔驰是中德合资， 由
于时差， 德方上班， 中方则夜里， 即
便如此， 夜里穆稳一旦收到德方发来
的邮件， 也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夜里一两点， 我们也能收到穆
总发来的邮件， 这让我们很感动。” 一
位年轻的员工说。

去年， 让穆稳最难忘的是儿子领
结婚证。 当天， 穆稳儿子约了晚上6点
的小范围聚餐庆祝。 由于一件紧急的
事情需要处理， 穆稳忙到晚上8点才赶
过去 。 “虽然迟到了 ， 但也赶上了 ，
这么重大的日子不能错过。” 穆稳说。

穆稳获2016年北京市三八红旗奖
章， 今年她又荣获了 “全国五一巾帼
标兵” 的称号。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繁重的工作与和谐的生活彼此支撑

温莹莹
北京环卫集团天安门环境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温莹莹说自己家是三代环卫人 ，
爷爷是老环卫， 姑姑接了爷爷的班儿，
而自己， 大学一毕业就进了北京环卫
集团， 成为一名基层员工。

工作十年来， 从新中国成立60周
年庆典到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从“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中非合作论坛等
重大活动保障工作；从一名文文静静的
大学生到一名环卫一线的 “女汉子”；
从默默无闻的基层员工， 成长为天安
门环境服务中心的党支部书记……

作为天安门环境服务中心的党支
部书记 ， 温莹莹十年扎根环卫一线 ，
奉献坚守着 “天安门因我更美丽” 的
初心。

让她印象最深的， 还是2017年她
在天安门广场过的第一个十一黄金周。

“从9月29日就开始留守天安门，
因为30日一早有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
的仪式， 留给我们清理纪念碑红毯的
时间又特别有限， 所以30日凌晨三四
点钟我们就上班了。” 温莹莹说： “当
时大家都是半跪着在清理红毯， 一个
线头、 一个风刮来的小树枝、 一个特
别细小的纸片， 都非常认真地清除干
净。 当时的心情， 既有点自豪， 又有
点沉重， 我想， 我们环卫工人， 是在
用自己的方式， 纪念先烈。”

纪念仪式进行时， 坐在等候区等

候的她， 坐在台阶上睡觉了。
就这样， 那个国庆黄金周在忙碌

中度过， 每半小时一次的巡视， 几乎
没有睡觉的可能。 但是， 当看到来自
全国各地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参加
升旗仪式的时候， 她说： “感觉自己
从事的是一份很神圣的工作 ， 很累 ，
但也很兴奋。”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 每到节假日，
温莹莹都要坚守在岗位上， 爱人只能
一个人带着孩子回老家。 去年国庆期
间， 温莹莹接到爱人电话， 说骑电动
车时摔伤， 胳膊骨折了。 爱人想等黄
金周结束回北京再看， 父母也劝不住
他。 温莹莹立刻 “命令” 爱人立即在
老家做手术 。 同时 ， 她安排好工作 ，
买了4日晚上的车票， 赶到医院， 看着
麻药劲儿过去的爱人疼得龇牙咧嘴 ，

但是依然说 “你回去吧”， 温莹莹心里
特别不是滋味： “作为他最亲的人不
能陪在身边， 还是有点愧疚的吧。”

但是5日下午， 她还是买了回京的
火车票， 直接回到工作岗位： “不是
没我不可， 也没有人要求我回来， 但
这是一个环卫人的自觉。”

“工作十年， 啥也没耽误， 恋爱、
结婚、 有了我闺女。” 摸黑出门， 摸黑
回家， 温莹莹总说自己能一直坚持岗
位， 靠得是家人的全力支持。 自己没
时间带孩子， 爱人和公公婆婆全力以
赴。 一旦有时间， 她也会给家人做做
饭， 多陪孩子玩儿。 每年婆婆过生日，
温莹莹都会给婆婆买件金首饰作为礼
物， 从项链到戒指到手链。

最让温莹莹骄傲的还是女儿， 对
女儿教育最多的， 不是才艺， 而是做

人的规矩和道理 ， 对长辈 、 对朋友 ，
而女儿最喜欢的， 就是跟温莹莹到天
安门广场值班。 看见垃圾， 孩子会说：
“妈妈你看这是谁扔的 ， 真不文明 。”
然后把垃圾捡起来丢进垃圾桶。 这时
候温莹莹就会想： “真是我闺女。”

为了女儿， 她和先生咬牙在北京
买了房子， 虽然还着房贷， 依然很甜
蜜 ： “要不说环卫工人待遇提高了 ，
刚开始的时候觉得那么多房贷怎么还
啊， 但是这几年随着工资的增长， 压
力小多了。”

“我闺女马上五岁了， 我最自豪
的事儿， 是我闺女看见天安门的图案，
都会说 ‘妈妈你看你的天安门’， 有几
个孩子能说那是她妈妈的天安门啊 ？
这是我和我闺女， 对天安门的一种特
殊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