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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效团队
奋力攀登技能高峰

富泰京精密电子 (北京) 有限公司失效分析部组长

吴伟

□本报记者 高铭 文/摄

回顾过去5年， “团队创新、 工业互联、 高技
能” 是我们工作的关键词。

2016年， 我部门负责的某产品手机产能大增 ，
部门用于测试产品的手机屏幕组件遇到很大问题，
此款产品由于组装手法严格， 我们在测试组装不良
品时每人测试不到20个产品， 屏幕就要报废， 按照
当时产能计算， 每月的报废金额巨大。 “不允许再
出这样的损耗”， 是我的第一个念头， 于是我立刻成
立临时攻关小组， 针对此问题商讨出2套解决对策，
一种是采购专业测试治具， 另一种是我提出用现有
材料自制， 这套方案的难点是对焊接技术要求特别
高， 但是好处是成本低廉， 最终我团队采用第二套
方案， 在达到预期要求的同时每月节省金额近28万
元， 得到公司上下的认可与肯定。

5年来， 我团队顺利量产了数十个手机配套产
品，处理的异常情况上千个。现在，我们团队的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工作特长，个个都是技能能手。 团队真的
做到了高自治、高和谐、高绩效，这是我们最骄傲的。

在带团队的同时， 我也十分注重学习， 2020年9
月， 我参加了全国首届班组长大赛。 复赛时， 正处
生产旺季， 而且当时我正在准备经济师考试， 所以
时间非常紧张。 为了有序安排工作和复习计划， 我
做了时间规划， 每日下班后， 我用2个小时学习经济
师的培训， 再利用1个小时温习消化班组长培训的内
容。 同时， 我要感谢经开区总工会和园区工会的大
力支持， 我参加了工会组织的线上和线下培训， 通
过培训对大赛的内容有了整体了解， 做到了心中有
数。 经过努力， 最终在经历了决赛的理论考核和面
试实操考核后， 我获得了全国特等奖。

在新年伊始的日子里， 我想用一句 “凝练创新，
不负韶华” 来展望未来。 未来五年， 我会进一步将
团队打造成学习型、 技能型、 和谐型、 创新型、 高
效型团队。 将数据可视化、 员工高技能化、 设备高
自动化等等， 结合国家创新发展作出本部门创新型
方案。 结合公司的业务发展方向， 拓展团队业务。
目前我们公司已经取得北京市首张医疗器械注册人
制度试点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未来将大力开拓
发展车载电子和医疗器械领域， 为未来的智能交通
和人民健康做贡献。

上海海华永泰 （北京） 律师事务所律师

彭李

□本报记者 博雅

2021年已经到来了， 回首过去， 感慨万千， 展望
未来， 激情澎湃。 2016年至2020年， 既是国家高速发
展的黄金时期， 也是我职业生涯的重要阶段。 这五年
间， 我在劳动法领域深耕细作， 成长为一名专注劳动
争议的知名法律工作者。 5年间， 我处理了大大小小
600余件劳动法领域非诉及诉讼案件， 见到过千奇百
怪的案情。 在处理这些纠纷的过程中， 我深感劳动关
系之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 同时也认识
到劳动关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疫情期间我为H公司提供
的法律服务案件。 2020年初， 疫情突来， H公司面临
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H公司是从事跨国业务的商贸
公司， 疫情期间， 在国内无法开展业务， 且受全球疫
情影响亦无法完成进出口业务， 所有业务处于停滞状
态。 2020年3月底， H公司召开股东会， 决定裁减人
员， 以规避破产的风险。 当该公司委托我出具方案时
我非常纠结， 因为此刻员工也很困难， 应当考虑员工
的权益； 而同时， 又要维护公司的利益。 经过深思熟
虑， 我向H公司提出方案， 给员工两个选择： 第一，
按照疫情期间政策安排待岗， 发放待岗生活费， 缴纳
社会保险 （该方案稳定， 适合没有车贷、 房贷要还款
的员工）。 第二， 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按照
国家规定支付员工经济补偿金 （该方案能够拿到一大
笔费用， 适合有车贷、 房贷还款的员工）。 员工可以
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 方案执行后， 妥善处理了
100余名员工劳动关系问题， 公司和员工都满意， 无
一起劳动仲裁案件发生。

作为一名劳动争议律师， 我认为自己的职责不仅
是定纷止争， 更应该是运用专业的知识去促成劳资关
系的合理建立、 合法解除、 健康发展。 一方面， 免除
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用人方面的后顾之忧， 使得它
们能够做大做强， 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另一
方面， 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 引导他们理性
维权， 体谅企业经营的艰难。

展望未来五年， 依旧任重而道远。 受疫情影响，
全球经济形势或将进入漫长的寒冬， 各国经济发展面
临严峻挑战。 在此情形之下， 我仍愿恪守法律人的职
责，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为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法律
服务， 为广大劳动者维护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做一个敬业敬客的
轨道运营人

轨道运营公司燕房线供电维修工程师

刘海鹰

□本报记者 白莹

我是最早一批加入轨道运营公司的职工， 从燕房
线的筹备， 到现在燕房线自动化优质运营和大兴机场
线的顺利开通和运营， 可以说我是和公司共同成长起
来的。

作为一名基层管理人员， 我的运营服务意识也在
与时俱进。 工作中， 我一直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
求自己， 围绕工作中心， 认真完成各项工作， 最终获
得了领导和同事的肯定。

日常工作中， 我主要从事工区班组管理、 班组人
员安全技能培训、 应急演练计划制定实施及组织人员
进行设备维护、 故障抢修等工作。 工作中， 我始终保
持端正的工作态度， 严守工作纪律， 树立了不骄不
躁、 扎实肯干的工作作风。

2019年， 我在核算燕房线电量时发现， 实际电量
与供电局出具电量有较大偏差， 通过与供电局沟通和
协调， 为公司挽回经济损失660余万元。 此外 ， 我还
主动参加公司组织的无偿献血活动 ， 积极参加了
社区和村里的垃圾分类桶前执勤和宣传工作 ， 贡
献自己的一份爱心 。

我深知作为一名党员， 在党和组织需要我的时
候， 就应该挺身而出， 在思想与行动上与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持续一致， 工作和生活中时刻以为人
民服务为宗旨。

2020年是 “十三五” 和 “十四五” 交接的重要节
点， 也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2020年年初， 我们遭遇了
隐形杀手 “新型冠状病毒” 突袭。

面对疫情的严峻形势， 公司第一时间发出倡议，
号召全体共产党员积极投身疫情防控的阻击战， 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 我主动申请参加了公司组织的下
沉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 在防疫期间， 我展现了一名
轨道运营公司基层党员的政治本色、 初心使命。 最终
历经六个月的时间圆满完成了公司交予的下沉防
疫任务 。

波澜壮阔的 “十四五” 规划即将全面起航， 站在
这个重要时间节点， 我作为轨道运营公司的一名基层
党员， 更要担当勇为， 苦练 “内功”， 立足岗位开出
新局面。 在今后工作中， 我将继续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 做好本职工作， 为 “两线运营一线筹备”
阶段做出自己的贡献！

用专业知识继续为
劳动者维护权益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