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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竞争手段的不断变化，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由产品的竞

争过渡到管理的竞争、文化的竞争。文化是企业竞争中最基础、

最核心、最长效的竞争力，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

作用。其融入、渗透到企业的生命体内，成为企业生生不息的内

生动力，就像浩瀚的大海一样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引领企业不断

向前发展。

玉柴经过六十年的发展，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以

“绿色发展，和谐共赢”为核心理念，以“让合作者与公众的信赖

更具价值”为使命，以“打造世界知名品牌，成就大型跨国企业集

团”为愿景，以“卓越品质，国际玉柴”为经营思想等一整套独具

特色的优秀企业文化理念体系。自强不息、敢于担当、以人为本等

精神，犹如文化血脉跳动于一代又一代的玉柴建设者身上，成为玉

柴生命的灵魂和无穷能量。“十一五”以来，在“绿色发展，和谐

共赢”的核心理念指引下，玉柴集团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以年均超

过30%的速度增长。2010年，玉柴集团首次跨入300亿元企业的行

列，创出历史新高。2011年，“十二五”开局之年销售收入跨越400

亿元大关，取得了开门红。

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启动，玉柴集团开启了千亿目标的征

程，朝着“打造世界知名品牌，成就大型跨国企业集团”的愿景不

前　言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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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迈进。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升企业文化建设，大力弘扬优秀的

玉柴文化，并努力向文化导向管理、向文化竞争转型，这样玉柴才

能更好地实现千亿之梦，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广西玉柴机器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晏平一直强调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出

要大力提升企业文化建设水平，着力打造玉柴文化核心竞争力。

为了贯彻落实董事局主席晏平的要求，更好地弘扬优秀的玉

柴文化，广西玉柴机器集团企业文化部编写了这本《玉柴文化手

册》。这本手册对整个玉柴文化的构成及其发展脉落、文化特点等

进行了扼要的概述，对玉柴的核心理念、愿景和使命等重要文化理

念进行了系统解读，并对制度行为层和物质层文化建设作了简要的

介绍等。这有助于广大员工准确掌握和理解玉柴文化的理念内涵，

以便于在日常的经营管理工作中予以充分实践。

“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经受时间考验的文

化，浸淬着血与火的熔炼必定焕发出无穷的力量与夺目的光芒。玉

柴文化历经风霜与磨砺，愈发成熟，更富魅力，我们应该大力传承

与弘扬。尤其是在玉柴高速发展的今天，目标宏伟，任务艰巨，更

需要全体员工认真学习和领悟玉柴的文化精髓，统一思想，凝聚力

量，积极弘扬，自觉实践，为实现玉柴千亿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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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玉柴简介
The  Br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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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玉柴机器集团前身“玉林泉塘工业社”于1951年成立，坐

落在素有“岭南都会”美称的广西玉林市，现拥有30多家全资、控

股、参股子公司，员工20000余人。玉柴被誉为“中国绿色动力之

都”，是国内产品型谱最全的内燃机制造基地、国内挖掘机产品型

谱最完备的制造商。2011年，玉柴位列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第215

位，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第108位，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第107

位，中国机械500强企业第19位。

近几年来，玉柴以年均超过30%的速度增长。2010年，玉柴集团

首次跨入300亿元企业的行列，创出历史新高，2011年，“十二五”

开局之年销售收入跨越400亿元大关，为“十二五”打造“千亿元玉

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证。

经过60年的经营发展和积淀，玉柴集团在“绿色发展，和谐

共赢”核心理念的引领下，实现了由广西拓展至广东珠海、湖北武

穴、福建厦门、安徽芜湖、山东济宁、浙江天台、江苏常州和苏

州、四川资阳和泸州、辽宁大连、天津、重庆等地的产业布局，打

造了发动机产品链和工程机械产品链“两条产品链”的优势，构筑

了发动机、工程机械、物流汽贸、零部件、能源化工、专用汽车等

六大优质板块。

玉柴的发动机产品有车用、船用、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发电

设备柴油动力等6大类27大系列2000多个品种的微、轻、中、重型多

缸柴油机，功率覆盖6～25000kW，形成了国内最丰富、最完整的柴油

发动机谱系，全系列产品以大功率、大扭矩、高可靠、低油耗、低

6 76



Yuchai Culture Manual

排放、低噪声、适配性强的特点和完善便捷的服务，成为国内主要

汽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的首选动力。工程机械产品以土方机

械与桩工机械为主导，其中液压挖掘机拥有0.8～220吨51个系列144

个品种组合，以结构精巧、质量可靠、高效节能著称，产品的各项

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余板块快速发展，均占领行业绝

对优势：能源化工板块占据国内高档柴油机用油半壁江山；物流汽

贸板块位居中国道路运输企业前三甲；零部件板块旗下9家子公司，

产品从滤清器到油底壳，涵盖发动机主要零部件；专用汽车板块环

卫产品市场保有量和占有率行业最高。

玉柴凭借强大的产品链和优势产业板块，全力构建雄厚的科研

实力。2007年成立了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玉柴工程研究院，拥有南

宁、玉林两个科研基地，通过与英国布鲁奈尔大学、清华大学、美

国西南研究院、德国的FEV、奥地利的AVL等名校、科研机构合作，

共同建立了10余个国内外产品技术研发中心。2008年，玉柴通过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2009年全国575家企业技术中心评

价中，玉柴技术中心名列第27位，位列发动机行业第一，并被授予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成就奖”；2010年，玉柴成为广西千亿元

产业内燃机研发中心唯一依托建设单位。2011年，代表我国内燃机

行业最高水平的高效节能环保内燃机国家工程实验室落户玉柴，由

玉柴全力承担建设重任。多年来，玉柴与博世、卡特彼勒、瓦锡兰

等国际技术及服务供应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形成以自主研发技术

为核心、对接世界前沿技术、借力外部、服务内部的产品技术研发

平台。玉柴先后承担了重型商用车柴油机技术开发、大型公交用CNG

发动机开发、轿车柴油发动机开发技术、客车混合动力专用柴油机

研发等7项国家“863”课题；参与25项国家行业标准制订；是我国

第一家率先实现排放达到国Ⅲ、国Ⅳ、国Ⅴ标准柴油机并批量生产

和投放市场的企业，在技术上始终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同步。2011

年，玉柴研发成功国内首台排放达标欧Ⅵ柴油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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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柴以做“中国最大活动污染源的控制者”为己任，积极推

进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享有较高的社会美誉度和公众诚信度。2008

年，玉柴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行业首家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成为行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典范。与此同时，玉柴全力打造优质

产品和技术服务，服务网络遍布内地32个省份，经营业务延伸到

亚、欧、美、非、大洋洲，设立有45个海内外办事处，2500多家服

务站，柴油机配件专卖29家子（分）公司、旗舰店28家、专卖店194

家、授权经销点232家，实施主动跟踪服务，实现40公里服务半径，

配件专卖网络保证24小时到位，向海内外用户提供最专业、最快

捷、最满意的销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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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述
Summary

玉柴文化定义
Yuchai's Culture Definition

玉柴文化形成渊源
Yuchai's Culture Origin

玉柴文化发展演变历程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Culture 

玉柴文化构成和特点
Cultur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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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广西玉柴机器集团在60年的发展

进程中，紧跟时代发展要求，系统推进企业文化建设，通过多年的

积淀与实践，形成了以“绿色发展，和谐共赢”为核心的一套独具

特色的文化理念体系，并有效渗透贯彻到各项经营管理行为当中，

化为了企业和员工的行为习惯，引领玉柴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了行

业学习的标杆。

● 玉柴文化定义
Yuchai's Culture Definition

玉柴文化指玉柴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所积淀和形成的并为

全体员工所认同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

则、经营特色、管理风格等传统和习俗的总和。

从广义上而言，玉柴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

和物质文化四个层面。

从狭义上而言，玉柴文化特指玉柴的精神文化，即以“绿色发

展，和谐共赢”为核心构成的玉柴理念体系，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识

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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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柴文化形成渊源
Yuchai's Culture Origin

玉柴文化是随着玉柴的创建、发展，历经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

而产生形成的。它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

的关系。从文化属性来说，玉柴文化是一种企业文化，是中华文化

的一种亚文化，也体现着广西、玉林地域文化的特点。

玉柴作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植根于中华大地这片沃

土，浸润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秉承着优秀的民族文化

精神。玉柴的“绿色”责任观，体现了“天人合一”、“道法自

然”的文化精神，“发展”卓越观与“和谐”人文观，体现了“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传统文

化精神。“共赢”价值观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兼爱”、“非攻”等

思想。

玉柴所处的广西玉林市，属于西部偏远地区，但素有“岭南都

会”之称，小商品经济发达。由于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玉柴没有

任何的天时地利，养成了玉柴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勤劳

朴实的性格，由此也使玉柴人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意识、责任意识，

还有强烈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文化意识。

从周边地区的影响来看，玉林毗邻广东等发达地区，属于泛珠

三角地区，泛北部湾地区，有着强烈的学习先进、追赶先进的自觉

性，从而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文化，具有海洋般宽广的胸怀和开放性

的视野，形成了包容、开放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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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玉柴文化（1951—
1984年）

这个时期玉柴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玉柴文化建设完全没有自觉

意识、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更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理念。但在34

年的发展中积淀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主要有：一是形成争上游

的风气；二是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三是走自主研发的道路；四

是强调“能者为师”。

● 玉柴文化发展演变历程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Culture 

1951-1984年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玉柴文化

1985—2004年
转型时期的

玉柴文化

2005年至今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阶段的

玉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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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型时期的玉柴文化（1985—2004
年）

1985年是玉柴发展史上的转折年，玉柴开始实施一系列符合时代

要求的改革，企业展露生机。从那一年开始，玉柴陆续提出了一系列

指导企业改革、发展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丰富的，但又是分散的、不

系统的，没有进行系统的总结提炼。直到1993年6月，玉柴以成立企

业文化部为标志，组织力量进行专门的总结提炼，构建了以十五个理

念为主要内容的玉柴文化框架，玉柴企业文化体系开始形成。

1985—1993年：产生玉柴厂风、奋斗目标、服务宗旨等玉柴理

念。 

1994—2004年：形成企业哲学、四大信用等新理念。确定了新

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干部十字要求的低端要求和高端要求；对服务

理念和质量理念进行了调整等等。

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的玉
柴文化建设提升（2005年至今）

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玉柴新一轮文化建设启动，2007年玉柴确

立了“绿色发展，和谐共赢”的核心理念，并明确提出了“理念创

新提升企业文化”的方针，成立了集团企业文化部，开始有目的、

有组织地系统建设提升企业文化。

这个时期，玉柴提出了企业使命、愿景、三年发展目标、十年

发展战略，提出了玉柴干部队伍建设理念、员工队伍建设理念，并

开始着手构建人文文化、责任文化等。

这一时期文化建设提升是理性的系统建设，是适应时代需要的

主动建设，而且文化主体初现，使命、愿景和核心价值观都已经确

立，助推了玉柴事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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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柴文化构成和特点
Cultur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

玉柴文化构成　
Yuchai's Culture Structure

玉柴文化由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等四个

方面构成。具体而言，它主要是由一套以“绿色发展，和谐共赢”

为核心统领的较为完备的理念文化及制度、流程、行为规范、典礼

仪式、产品品牌、企业形象标识、厂房建筑等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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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柴文化特点
YuChai's Culture Characteristic

绿色玉柴   Green Yuchai

玉柴以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和建设生态文明造福人类社会为己

任，从建设良性产业链的目标出发，确立了“绿色发展，和谐共

赢”的核心理念，并以此为统领形成了完善的文化体系。玉柴在核

心理念的统领下，坚持走绿色工业发展之路，造绿色动力和绿色机

器，做中国绿色动力的引领者，做中国“最大活动污染源”的控制

者，做中国轿车柴油化的领跑者，做中国节材节能的贡献者。这体

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与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一脉相承，符合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

和谐玉柴  Harmonious Yuchai

玉柴的文化传统主要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和谐”人文观

的基本内涵包括“忠诚、博爱、协同、安康”，体现了玉柴的包容

博大的人文胸怀和对人才的尊重爱护、培养、激励以及对员工浓浓

的关爱之情。这使玉柴形成了“人企合一”的文化境界，即把企业

以人为本与员工以企为家统一起来，企业与员工共同努力构建命运

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实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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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理念
Culture Concept 

玉柴集团文化理念
Culture Concept of Yuchai Group

子公司文化理念
Culture Concept of Subsidi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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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柴文化理念体系
 Yuchai's Culture System

核心理念：绿色发展，和谐共赢

　使　　命：让合作者与公众的的信赖更具价值

　　愿　　景：打造世界知名品牌，成就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经营思想：卓越品质，国际玉柴

经营理念（营销、合作、服务、研发等理念） 

　管理理念（人才观、质量、安全、责任等理念）

战略层

策略层

执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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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核心理念
　　Our Core Concept

●责任观

●人文观 ●价值观

绿色

和谐

发展

共赢

●卓越观

绿色发展　和谐共赢
Green Development   Harmony Win-win

21世纪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主题是绿色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

的中国而言，其经济模式正在从传统经济转向绿色发展，从生态开

发转向生态建设，从生态赤字转向生态盈余。绿色经济或者绿色发

展已经是一种趋势。

（一）玉柴集团文化理念
Culture Concept of  Yuchai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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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国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倡导发

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要求

每一个相关企业要优化资源，实现自身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与

自然的和谐发展。玉柴作为一个民族工业企业和柴油发动机行业的

领军者，有责任为实现行业、区域经济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贡

献，应当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基于此，玉柴在2006年提出了“绿色

发展，和谐共赢”的战略思想，2007年6月将其确立为核心理念。

玉柴核心理念是玉柴新时期的历史定位，是玉柴文化建设的

思想基础，是玉柴发展进步的行为指南，是玉柴经营活动的战略总

纲。

绿　色：玉柴责任观。走绿色工业发展之路，以提供高性价比

绿色动力和绿色机器为己任，展现健康、环保玉柴形象，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发　展：玉柴卓越观。做强做大核心业务，崛起潜力板块，

拓展相关产业链，完成玉柴系全球布局，打造玉柴世界知名品

牌，成就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和　谐：玉柴人文观。构建和谐玉柴基本要素，培育忠诚、博

爱、协同、安康的玉柴文化，企业和员工共同达到最佳状态。

共　赢：玉柴价值观。玉柴生存发展的经营哲学和经营战略，

贯穿玉柴发展全过程，与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共享企业成果，实现长

期最大化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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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使命  Our Mission

使命告知我们为何而存在，告知我们往哪走，告知我们的

职责是什么，这是企业安身立命之所在。“贤者以其昭昭，使

人昭昭”。

让合作者与公众的信赖更具价值
Lead our partner and the public's trust much more 

valuable
集团使命是在“绿色发展，和谐共赢”核心理念指引下确立

的，是对集团愿景的强力支撑，具有更强的包容力，更丰富的内

涵，更高远的视野。这是集团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定位，是集团

对合作者、公众、社会的庄严承诺，是集团存在的意义和追求，是

集团争当民族骄傲的决心。

——“合作者”包含了血脉相连的集团全体成员、同舟共济的

合作伙伴、息息相关的自然界。

——“公众”既包括了那些直接或间接地选择玉柴的产品或服

务的用户，他们是玉柴的信任者，也包括了那些直接或间接地支持

玉柴发展的广大社会公众，他们是玉柴的认可者。

——“信赖”是玉柴文化和战略共同指向的靶心，得到合作者

和公众的“信赖”是玉柴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同时也是玉柴对用户

的庄严承诺。

——“更具价值”是玉柴使命的终点，玉柴的存在和发展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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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好地回报“信赖”，体现在：对全体员工，玉柴将提供空间无

限的事业平台，让员工在此攀上事业的高峰；对合作伙伴，玉柴充

分激发产业潜能，创造出更大的产业价值，并注重分享，使合作伙

伴受益；对大自然，玉柴不断提升资源的投入产出比，让大自然的

赐予效益最大化，并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为维护美好的自然环境

不遗余力；对用户，玉柴创新不倦，持续更新行业标准，不仅满足

用户需求，更致力于创造用户需求，让用户对玉柴永怀期待。对广

大公众，玉柴产业报国，做民族骄傲，同时，积极回馈社会，并带

动更多企业公民参与，惠泽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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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愿景 Our Vision

愿景告诉人们“我们（企业）将成为什么”，它对玉柴的全部

经营活动和文化行为具有导向作用，并不断激励全体玉柴人为之奋

斗不息。企业要做强做大，就必须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积极参与

国际竞争，走国际化道路。玉柴将“世界知名品牌”、“大型跨国

企业集团”作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共同愿景，彰显了玉柴追求

卓越、问鼎国际的自强精神和豪迈气概。

打造世界知名品牌　成就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To build a world famous brand and larg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group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企业面临

的大环境，企业要做强做大，就必须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积极参

与国际竞争，走国际化道路。玉柴提出并把它作为玉柴人在未来相

当长一段时间的共同愿景，抓住了玉柴发展的方向，准确表达了玉

柴人的核心思想，并与玉柴的未来发展战略相一致。为了实现这一

愿景，所有玉柴建设者都责无旁贷，都需竭尽所能。实施玉柴国际

化战略是玉柴生存发展、做强做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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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经营思想
　　Our Business Philosophy

经营思想也称为企业经营哲学,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对发生的各

种关系的认识和态度的总和，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指导

思想。

卓越品质　国际玉柴
Outstanding Quality  Global Yuchai
玉柴以卓越的团队品质、卓越的文化品质、卓越的产品品质和

卓越的服务品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中国制造”的高品质

快速开拓国际市场，加快国际化建设进程，争取早日成就大型跨国

企业集团。

卓越的团队品质：要建设具有“高境界、大胸怀、有文化、重

修养”的创造性劳动群体，通过完善激励机制等多种途径和方法引

进、培养高端人才，构建人才辈出的小高地，实现人才国际化、团

队国际化。

卓越的文化品质：要深挖“绿色发展，和谐共赢”核心理念的

内涵，创新并提升企业文化，使之更有效地指导玉柴的发展，更加

深入人心，成为玉柴迈向国际化的指针。

卓越的产品品质：要坚持自主创新，以产品技术领先、质量领

先、性价比领先来满足公众的动力需求。

卓越的服务品质：要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誓与国际品牌并肩。

国际玉柴：玉柴要从国际化逐步向国际级进发，从产品国际化

向生产基地国际化再向品牌国际化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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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人才理念
　　Our Talent Concept

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推进集团公司持续健

康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我们的人才理念包括团队建设理念、团队精

神和人才发展目标等。

玉柴团队建设理念
Yuchai's Team Building Perspective

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高绩效的管理团队  创造
性的劳动群体

High-qua l i t y  cadre  team,  h igh-per fo rmance 
management team, creative workforce

玉柴事业的发展必须要注重团队的建设，只有积极构建一支执

行力强、素质高、绩效高，具有创造性的坚强团队，并充分发挥团

队的合力作用，才能成就玉柴伟业。

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指玉柴干部队伍作为中坚力量和中流砥

柱，事关玉柴事业成败，必须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和较强的成事

创业能力，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功底、良好的专业技术素养和人文

修养、较强的实践能力。

高绩效的管理团队：指玉柴的管理团队必须要具有较强的执行

力和工作效率，善于将目标转化为成果，创造高质量、高效率、高

效益，成就卓越业绩，推动玉柴高效运营。

创造性的劳动群体：有狭义和广义两层概念，狭义指的是玉柴

从事生产制造、维修的技术工人群体要具有高技能、高创造性，勇

于创新创效，生产出高品质的玉柴产品；广义指的是在生产制造、

技术研发、销售、供应等不同岗位的所有玉柴建设者，要具有高技

术、高技能、高素质和勇于创新、敢于开拓的精神，形成创造性的

劳动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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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柴团队精神　Yuchai's�Team�Spirit

高境界  大胸怀  有文化   重修养
High state, wide mind, good education, great 

accomplishment
高境界：指玉柴的团队在做人、做事时要具有高远的目标和宏

大的全局观，做人要有大格局，做事要有全局观，要具有无私利他

的精神，一切从玉柴事业大局出发，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计较局部

利益的得失，做到清明无私、品格高远、淡泊明志。一个人境界的

高低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他做事的态度。只有高境界的

人才能做大事，成大业。

大胸怀：指具有厚德载物般的包容、博大的胸怀，要仿效天地

广阔、容纳万物的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能容人容事，善

于听取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在用人问题上，要公平、公正、公

开，要善于发挥别人的优势。作为领导一定要有特别开阔的眼光，

特别开阔的胸怀。开阔的眼光使得你高瞻远瞩，开阔的胸怀使你坦

率、真诚。一个人的胸怀有多宽，事业就有多大。

有文化：指玉柴的团队要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扎实的专业理

论知识、良好的文化修养，善于学习，善于实践，善于提高自己的

综合素质，文化气质超凡。

重修养：指的是玉柴团队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修养和人文修

养，要注重个人情商的修为。善于培养自己高雅的兴趣与爱好，善

于从人文历史、哲学艺术、文学典籍中吸取营养，陶冶情操，塑

造高尚人格。善于在工作中反省自己的不足，具有“吾日三省吾

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精神，不断完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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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发展目标
The Goal of Talent Development

团队化  立体化  职业化  国际化
Team-spirit, versatile, professional, international
人才发展目标是指通过塑造培育团队化、立体化、职业化、国

际化的人才团队，为实现“打造世界知名品牌，成就大型跨国企业

集团”的愿景储备充足的高端人才，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团队化：指人才的培育与发展必须着眼于形成高素质、高技

术、高技能的人才团队，个人强不代表团队强，个人优秀不代表团

队优秀，只有通过优秀卓越人才的传帮带，带动整个团队人才素质

的整体提升，才能成就团队的强大与优秀。

立体化：指玉柴事业的发展需要多层次、多领域、多专业的复

合型高素质人才，人才的培养与发展、引进必须着眼于各个管理领

域、各个专业的人才需求。仅个人能力而言，则指要做一专多能、

复合型人才。

职业化：指在各个岗位的人才必须具有扎实的专业技能知识

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对所从事的工作领域有较深的研究和造诣，做

精、做专、做强，成长为专家、职业化人才。

国际化：指为成就国际玉柴的宏伟目标，必须要大力培养与发

展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经营规则、精通专业，懂外语，

对异域文化、民族习俗、价值标准、思维方式以及世界发展的规

律、潮流有充分的了解和准确把握能力的国际化人才。如培养国际

营销、国际高端技术、国际企业管理、国际服务维修、国际贸易、

外语等方面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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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责任理念
　　Our Responsibility Concept

责任如山   机制循环   敢于担当   诚信至善
Heavy duty, mechanism cycling, full responsibility, high 

integrity
责任如山：意即视责任重如泰山，表达我们对待责任的基本态

度——尽责。

机制循环：要求我们建立责任机制，不断循环调整完善，也就

是要明责、问责、追责。

敢于担当：敢于是指在各种利益、声誉、业绩的诱惑下是否能

否定自身，战胜自我；担当是指责任心和责任能力，有心无力或有

力无心，都不能很好地担当起责任。

诚信至善：诚信是品行，是资源，是责任，守责的关键就是守

信；善是责任的道德体现，善的第一原则是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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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合作理念
　　Our Cooperate Concept

坦诚　信任　公平　公正
Frank and honest, trust,impartial,fair
玉柴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广大合作伙伴的支持和帮助。彼此

之间唇齿相依，血脉相连，形成了互惠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玉柴

要真正能健康发展，就要敢于正视存在问题，公平、公正地对待合

作伙伴，实现与所有合作伙伴的和谐、共赢。

坦诚：指对待合作伙伴必须要以诚相待，胸怀坦荡，真诚以

对，这是合作所持的基本态度和应有的操守。只有做到“坦诚”，

才能开启真正的合作之门。

信任：指双方合作要讲诚信，要相互信任，不猜忌不怀疑，构

建融洽的合作关系，这是合作取得成功的基础保证。

公平：指在合作过程中，对合作方要力求做到客观、一视同

仁，公开透明，不厚此薄彼，不允许暗箱操作。

公正：指在合作过程中，对待合作方要保持公正的态度和立

场，不弄虚作假，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合法经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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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安全理念
　　Our Safe Concept

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
Life foremost, safety first
玉柴集团的安全生产工作方针是：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纠违

除患，预防为主，综合治理，齐抓共管，把玉柴建设成为安全、环

保的绿色家园。安全责任要求我们要“警钟常鸣保安康，居安思危

促和谐。”

生命至上：生命是发展之冀、财富之源、幸福之本。任何时候

都把人放在第一位，表达了玉柴以人为本的思想和对员工的尊重。

安全第一：安全是企业立身之本，因此，安全既是企业的目

标，也是各项工作的基础。在思想认识上安全高于其他工作；在组

织机构上安全权威大于其他组织和部门；在资金安排上安全优先；

在知识更新上，安全规章的学习和培训优先；在检查考评上优先；

当安全与生产、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安全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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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政工理念
　　Our Political Work Concept 

融入　协调　保障　服务
Integration, coordination,assurance,service
这是玉柴政工系统的基本理念，是玉柴政工管理的根本指针，

是玉柴政工队伍的行为准则。

融入：指政工工作要融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各个环节，在达成

企业生产经营目标和企业发展战略进程中实现政工工作价值。

具体包括文化融入、战略融入、管理融入三个实践要求，即通

过企业文化传播，把企业文化融入员工头脑和企业经营活动，成为

员工的自觉行为和企业经营管理行为；通过企业战略传导，达成员

工战略共识，促使员工队伍为实现企业发展战略而共同努力；通过

实践活动，把政工工作融入到生产、销售、技术、质量、预算、成

本等生产管理各项具体工作中去。

协调：就是指政工工作要保持员工队伍思想、行动、目标与企

业文化、经营、发展协调一致。

具体包括思想协调、行动协调、目标协调三个实践要求，即通

过思想传播与观念引导，保持员工队伍观念意识与企业文化导向同

步协调；通过组织发动与条件支持，保持员工队伍生产工作行为与

企业经营管理要求同步协调；通过目标沟通与过程监控，保持员工

队伍生产工作指标完成与企业生产经营绩效目标实现同步协调。

保障：就是指政工工作要以政治保障、组织保障、人才保障，

确保员工正确行事和企业规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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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包括政治保障、组织保障、人才保障三个实践要求，即通

过学习宣传，增强企业政策意识和法律观念，确保企业贯彻党和国

家的方针政策，诚信规范从事生产经营；通过教育约束，增强员工

自律意识和守纪观念，确保员工队伍廉洁自律和遵章守规；通过培

训锻炼，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高智慧的科技队伍和高智能的劳

动队伍，确保企业发展对人才队伍的需要。

服务：就是指政工工作要服务员工、服务企业、服务社会，为

企业发展营造和谐内外环境。

具体包括服务员工、服务企业、服务社会三个实践要求，即通

过关注和解决员工的困难与要求，积极为员工解难事、做好事、办

实事，提高员工队伍满意度；通过关注和处理企业与相关方的问题

与矛盾，主动为企业挡烦、分忧、解惑，提高企业行政方满意度；

通过关心公益事业和参与公益活动，积极服务社会大众，提升玉柴

企业形象和美誉度。

●  我们的廉洁理念　
     Our Clean Concept 

守法、规范、廉洁、自律
Legality, etiquette,clean,self-discipline
守法：守法经营，懂法、用法、守法。

规范：规范管理，立规、循规、护规。

廉洁：廉洁从业，不贪占、不贿赂、不损公、不肥私。

自律：自律行为，戒骄奢、戒淫逸、戒放纵、戒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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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公司文化理念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Yuchai Machinery Co.,Ltd.

● 我们的使命　Our Mission

用卓越和领先满足公众的动力需求
To meet the public demand for power by excellence 

and leadership
卓越：指卓越的经营管理质量、产品质量和企业文化；

领先：指玉柴在产品、技术、管理理念、企业文化全面领先行业；

公众的动力需求：指玉柴不局限于目前，更着眼于将来，以不

断发展为己任。

Culture Concept of  Subsidi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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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愿景
　　Our Ultimate Aim

打造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专业动力供应商
Strive to be the most competitive and professional 

power solution provider
1．面向“全球”的定位

明确了股份公司的高起点定位，在技术、制造、管理水平上、

坚定走全球国际化道路。

2．为客户提供“最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秉承了股份公司的“领先适用”、“快速反应”等核心竞

争力，体现差异化的追求。

——股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不仅是要做整体的优秀，而且在每

个细分市场都追求在“最具竞争力”，满足不同市场的客户需求。

3．“专业动力”卓越追求

——发动机产品要不断进取、追求卓越的意识，成为国际标杆

企业的经济行为方向与决心；

——股份公司作为实体企业的基本社会责任，是通过提供专

业化优秀的产品与服务，让公众受益，让合作者与公众的信赖更

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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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营销理念
　　Our Marketing Concept

专业铸就品牌   服务创造价值
Forging brand by professionalism, creating value by 

quality services
专业铸就品牌：以职业化人才、现代化管理、专业化制造铸就

世界发动机知名品牌。指玉柴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专业技能、专

业骨干、专业市场、专业营销、专业服务六大专业能力优势，使产

品、合作、服务实现更专、更强、更大、更好，把玉柴机器打造成

世界知名品牌，发动机行业的佼佼者。

服务创造价值：优质高效、客户满意、助推市场、增值企业。

服务是需求，服务是责任，服务是产业，服务是境界，玉柴通过向

客户提供平台最优、半径最小、到位最及时、满意度最高的服务，

来提升企业价值、升华价值，达到引领标准、升级行业、和谐用

户、报效社会的目的。

●　我们的经营理念
　　Our Business Concept

卓越动力　国际玉柴
Superior Power   Global Yuc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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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服务理念
　　Our Service Concept

1．服务宗旨：倾我所有，尽我所能，竭诚用户，诚信天下。

2．标志用语：玉柴服务，主动至真，竭力至诚。

3．服务理念：机器在您手中，服务刻我心中。

　　　　　    说到必做，做则必优。

　　　　　    服务站是主机厂的根系，经销商的战友，

　　　　　    最终用户的贴心人。

　　　　　    每次服务，始于主动，寓于真诚，终于满意。

4．服务工作准则

　　          首先尽责制：不问责任，首先服务。

　　          首问负责制：谁受理，谁落实。

　　          维修负责制：谁服务，谁跟踪。

●　我们的质量理念
　　Our Quality Concept

质量方针是大质量观的体现，它不仅仅是指产品的质量，而且

是技术、制造、管理、销售各个环节全方位的质量要求。

1．质量方针：专业  精益  创新  领航

——专业：客户导向，细分市场，细分产品，第一时间推出最

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精益：精益经营，致力于全价值链能力的提升，打造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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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品牌。

——创新：博采众长，持续改进，高效协同，基业长青。

——领航：高标准，高起点，行业标杆，国际玉柴。

2．质量理念：零缺陷  零容忍

“零缺陷”是玉柴质量工作追求的终极目标，体现出玉柴人追

求卓越品质的信心与执着。

“零容忍”，有两层含义：

——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要求在市场调研、产品规划、产品

开发、工艺开发、制造过程、售后服务这个质量环上，每个员工第

一次就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不接受、不制造、不传递缺陷。要求我们每个岗位的员工

坚持做到不接受、不制造、不传递质量缺陷。

●　工程研究院宗旨及院训
　  Aim and Motto of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宗旨：动力之源   大家摇篮

 致力于出成果、出人才，成为培养专家、名家、大家的摇篮，

达到“引领行业，造就人才”的目标。    

        院训：勤勉  创造  敏行  无为

          勤勉：态度要求，指对待工作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创造：责任要求，指努力打造创造性劳动群体。

         敏行：行为要求，指讷于言，敏于行，注重实干。

         无为：境界要求，指摆脱平庸，实现主动、豁达、清明的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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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使命
     Our Mission

     为客户提供一流的工程机械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成套化的施

工设备解决方案

●  我们的愿景
     Our Ultimate Aim

     打造工程机械世界知名品牌

●  我们的经营理念
     Our Business Concept

     做专业的工程机械供应商，实现产业链的价值共享

●  我们的企业精神
     Our Enterprise Spirit

    用进攻式的变革精神迎接永不休止的挑战

●  我们的品牌宣言
     Our Brand Declaration

    品无疆 质无限

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
Guangxi Yuchai Heavy Industr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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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规范
Regulation and standard

《玉柴集团企业文化建设考评管理办法》
《Yuchai Group ECC Administration Method 
for  Appraisal 》

企业行为规范
Enterprise Behavior Standard

干部行为规范
Cadre's Behaviour Standard

员工行为规范
Worker Behavior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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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柴集团企业文化建设考评
管理办法》 
《 Yuchai Group ECC Administration 

Method for Appraisal 》
   

1．目的   Intention

规范企业文化考核评价管理工作，促进企业文化管理走向标准

化、规范化、程序化、系统化、科学化，进一步提高企业文化管理

水平。

2． 适用范围   The Suitable Scope

玉柴集团属各单位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

3． 机构职责    Functions and Duties

3.1　集团企业文化考评领导小组（由集团公司分管领导、宣传部负
责人、集团各单位负责人组成）

3.1.1　负责指导、审批企业文化考评制度、方案计划及考核指标设
定。

3.1.2　负责指导和监督企业文化考评工作。
3.2　宣传部
3.2.1　负责集团范围内各单位、部门企业文化考核工作的组织与实

施。
3.2.2　负责建立企业文化指标体系和制度体系，明确管理职责和权

限、评价程序和内容。
3.2.3　负责指导各单位、部门按期开展内部企业文化考核。
3.2.4　负责编制公司企业文化考核报告。
3.2.5　负责开展企业文化考核培训活动，提升企业文化管理人员素

质。
3.2.6　负责指导、监督各单位、部门利用企业文化考核成果，有针

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改善工作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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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重点突出的原则
紧密结合玉柴集团的特点，以文化管理为核心，科学设定评价指

标。
5.2　体系严密的原则
根据企业文化关键层面，从维度、要素、硬性指标、加减分指标等

几个方面进行评价，使整个体系从内容到过程都严密而全面。
5.3　便于操作的原则
评价体系在操作方式上简便易行，将最常用的标准化量表以集成化

的方式纳入体系中，能够快捷有效地得出评价结果。

6.1　月度考评标准
每月由宣传部根据年度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方案或计划要求，分配当

月的工作任务。该任务纳入基层党组织月度绩效考评体系。
6.2　年度考评标准
年度考评标准由诊断评价指标（定性）、检查考核标准（定量）两

部分构成。
6.2.1　诊断评价指标（定性）
主要诊断评价被评价对象的企业文化建设现状，诊断出现存的问

题。该指标以问卷调查指标为主，从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
物质文化等四个方面进行诊断。

6.2.2 检查考核标准（定量）
主要检查考核被考评对象实施企业文化管理的落实执行等情况。该

标准包括建立企业文化建设支撑保障体系、发挥理念文化的统领作用、
发挥行为文化的引导作用、发挥制度文化的规范作用、发挥物质文化的
传导作用等五个方面的量化评分标准。

6．评价标准   Evaluation Criterion

评价标准分为月度考评标准与年度考评标准。

4．考评内容  Evaluation Contents

企业文化建设现状及企业文化管理落实执行情况。

5．评价原则   Evaluation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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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考评方式    Evaluation Method

结合月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问卷指标及检查考核表，对各单

位、各部门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价。

7.1　采用现场检查、听取汇报、资料审定和问卷调查、专题调研等评
价方式。

7.2　考评频率：实行月度和年度考评。

8．考评结果    Evaluation Result

8.1　月度评价以分数计。
8.2　诊断评价作为定性评价，分为“优秀、良好、合格、需改进”四

种评语。
8.3　检查考核作为定量评价，以分数计。评价公式：
全年考核得分=∑月度得分/12×25%+年终考核得分×75%+加减分
8.4　年度等级评定：根据定性与定量考评的结果，分为A、B、C、D四

个档次。
8.5 考核结果的应用：
8.5.1 月度评价结果直接与月度支部书记工作绩效挂钩。
8.5.2 考核结果纳入基层党组织年度绩效指标，作为年度宣传文化

先进单位和“玉柴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的评选依据。年终的考
核结果为“A”级者，优先入选年度宣传文化先进候选单位，直接授予
“玉柴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称号；年终考核为“D”级者，在
集团内予以通报批评。

等级 等级说明

A级
1．定性评语为“优秀”； 
2．得分：90～105。完成工作要求，部分工
作超水准完成，绩效明显或有创新。

B级
1．定性评语为“良好”； 
2．得分：80～90。按质按量按时完成工作要
求，绩效明显或工作中有创新。

C级
1．定性评语为“合格”； 
2．得分：60～80。基本完成工作要求，绩效
一般。

D级
1．定性评语为“需改进”； 
2．得分：0～59。不能达到工作要求，绩效
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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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行为规范
Enterprise Behavior Standard

合法经营    规范管理    廉洁从业    自律行为
合法经营：遵章、守纪、依法、依规。

规范管理：纪律管人、制度管事、流程管行为。

廉洁从业：崇廉、敬廉、学廉、守廉。

自律行为：慎言、慎行、慎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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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行为规范
　　Cadre's Behaviour Standard 

干部十五字要求：重实践    勤学习    严要求  
                             善提高    爱员工
      重实践 ： 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勤学习 ： 学理论、学技能、学经验，提高素质和修养。

       严要求 ： 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考核、

　　           严格执行。

      善提高 ：  追求无止境、改进无尽头、发展无穷期。

      爱员工 ：  想员工所想、知员工所求、做员工所盼、

　             成员工所愿。

干部品德标准：责任  民主  团结  忠诚  廉洁
      责任 ：勤于履责、勇于负责、敢于承责、严于追责。

      民主 ：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包容个性、协合共进。

      团结 ：顾全大局、坚持原则、求同存异、精诚合作。

       忠诚 ：诚实守信、表里如一、奉献事业、扎根企业。

      廉洁 ：廉洁从业，不贪占、不贿赂、不损公、不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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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行为规范
　　Worker Behavior Standard

顽强进取    恪尽职守    豁达开朗    精诚协作  
集思广益    敢于负责    日事日清    日清日高  
自我更新    和谐文明
顽强进取：不要先说不行，先承诺，然后立即行动。

恪尽职守：你的本职工作没做好是任何理由都无法解释的。

豁达开朗 ：出了问题，不要先指责别人，先看看自己做得怎样。

精诚协作：不推诿扯皮，每人做多一点，共建团结奋进的玉柴

家园。 

集思广益：遇事多商量，多请教，要记住“三人行，必有我师”。 

敢于负责：勇于承担责任，你的上级不会因此责备你。 

日事日清：今天的事情今天完成，别找理由拖到明天。 

日清日高：不要满足你昨天完成的工作，只有今天做得更好。 

自我更新：勤于学习，善于从上次的错误中找出这次的教训。    

和谐文明：自律规范，与人为善，讲文明语，做文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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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物质文化
Material  Culture

企业标识及品牌内涵
Enterprise Identification and Brand Connotation

“蓝图”雕塑
Blueprint Sculpture

厂旗
Yuchai's Flag

玉柴创作歌曲
Yuchai's Songs

4646



企业标识及品牌内涵
Corporate Identity and Brand 

Connotation

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标识

集团标识以公司英文简称“YC”为设计元素。

“YC”字标——“玉柴”拼音的首写字母，也是“玉林·中国”

的英文缩写，寓意玉柴代表中国民族品牌，打造国际知名品牌的坚定信

心。“Y”蓬勃向上，有力传达出玉柴机器追求卓越的战略目标。“C”

是地球划过宇宙天际的运动轨迹，蕴含着玉柴集团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成就全球大型跨国企业的宏伟愿景。

标识造型饱满，沉稳中富有变化，平实中蕴含激情，体现出玉柴集

团作为中国最大的内燃机生产制造企业、最大的中小型工程机械生产

和出口基地，不断自我超越的意识和“绿色发展，和谐共赢”的执着追

求，突出玉柴集团“卓越品质，国际玉柴”的全球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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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标识

“玉柴机器”中英文新标识是由“YC”红底LOGO和“玉柴机器”

蓝底中英文字标两部分组成的一个长方形图案。整个标识造型饱满，沉

稳中富有变化，平实中蕴含激惰，体现出玉柴作为中国最大内燃机生产

制造企业，不断自我超越的意识和绿色环保的执着追求，突出玉柴“卓

越动力，国际玉柴”的全球品牌形象。

红色代表激情、中国，蓝色代表科技、世界。中国红和世界蓝的色

彩组合，寓义玉柴机器立足中国走向世界，自主创新，致力环保，参与

国际竞争，激情拓展市场空间的国际化战略。

“YC”图标——“C”是地球划过字宙天际的运动轨迹，蕴含着玉

柴机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成就全球大型跨国企业的宏伟愿景。“Y”

蓬勃向上，有力传达出玉柴机器追求卓越的战略目标。

“YC”字标——“玉柴”拼音的首写字母，也是“玉林·中国”的

英文缩写，寓意着玉柴代表中国民族动力品牌，打造国际知名品牌的坚

定信心。

Diesel——代表“玉柴机器”发扬狄赛尔发明首台柴油机的创新精

神，以柴油机般的永恒动力传承激情、驱动卓越。其六个字母同时体现

玉柴致力于国际化道路、跻身世界一流行列，创造环保、科技、卓越动

力，成为市场领先者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其中；D代表devotion（致力

于贡献），I代表internationalization（国际化），E代表environment（环

保），S代表science（科技）；E代表excellence（卓越）；L代表leader

（领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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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标识

1．运动的C形态——象征地球划过宇宙天际的运动轨迹，寓意玉柴

重工放眼国际。

2． C 有强大的运动感——象征玉柴重工生产强劲动力产品的企业属

性。

3．C周而复始——象征生生不息。

4．Y 蓬勃向上，雄壮有力——寓意拥有一流人才和管理，追求卓越。

5．C环绕Y而运动的完美形态——寓意顽强进取，竭诚服务。

6．文字中的星形笔划——寓意玉柴重工是行业中最完美的星星，同

时又与标志中的“C”形的地球划过宇宙天际轨迹的概念相呼应。

7．星形图的概念来源于浩瀚的宇宙、苍穹的天际、闪耀的星星，其

寓意玉柴重工广阔的国际视野，博大的包容胸怀，以为客户提供一流的

工程机械产品和服务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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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图”雕塑源自柴油机的剖面图，上半部分表现了参与柴油

机换气和燃烧的主要部件，下半部分表现了将直线运动转换成圆周

运动的曲轴连杆机构。寓意“经济”是原动的活塞，“文化”是圆

曲多变的曲轴，玉柴是顺应时势的连杆，连接经济和文化，带动社

会发展不断向前，实现社会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蓝图”雕塑寄托了玉柴人以社会责任感和专业造诣推动社会

绿色进步，“为天空添蓝”的抱负，成为了“中国绿色动力之都”

一道亮丽的风景。

“蓝图”雕塑
Blueprint Scul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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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旗　Yuchai's F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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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柴创作歌曲　Yuchai's Songs

玉柴建设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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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中国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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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中国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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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的辉煌
（领唱　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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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五”文化战略
The Twelfth Five-Year
Guideline Cultur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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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柴集团企业文化战略力求做到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弘

扬时代精神，并坚持“由对内型文化向开放型文化转变、由基因驱

动型文化向战略主导型文化转变、由管理控制型文化向人本管理型

文化转变”的企业文化建设创新方向。

达成三个目标 ：打造包容性、开放性、先进性的企业文化。

坚定一个核心：以“绿色发展，和谐共赢”为核心。

围绕六个导向：围绕技术质量导向、市场导向、价值导向、协

同性导向、人才导向和国际化导向进行文化建设。

建设五个体系：构建企业文化内容体系、组织体系、传播体

系、培训体系、考核体系。

玉柴集团企业文化战略简称为“3165”企业文化战略。

价值

技术
质量
导向

化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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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化活动
Cultural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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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层领导干部研讨会

玉柴集团秉持打造“高素质的干部队伍，高绩效的管理团队，

创造性的劳动群体”的团队建设理念，自2007年以来，每年坚持召

开高中层领导干部研讨会，共同探讨玉柴集团发展战略、系统建

设、管控模式、企业改革、团队建设等，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

要求、作风要求，为玉柴集团健康快速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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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军事化管理 

为了增强企业员工队伍的凝聚力、纪律性，活跃员工氛围，打

造高素质、执行力强的“铁军”队伍，玉柴向军队学管理、从军队

借鉴管理经验。自2008年以来，工厂开始导入准军事化管理，以班

组为单位，每天坚持利用班前（后）时间进行全员军事化训练，传

达指令，训练作风，总结经验，成为班组管理的有效载体和传播文

化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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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大合唱

2006年以来，每逢“七一”，玉柴集团都举办大型合唱晚

会。玉柴高管团队带头以深情的合唱祝福党的生日，集团属各单

位积极参加大合唱，用最嘹亮的歌声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唱

出了玉柴人的雄心壮志和豪迈气概。气氛热烈的晚会充分展现了

玉柴团队的精神风貌，凝聚了团队力量，成为了团队文化建设的

有效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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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论坛

为了丰富广大员工的精神生活，激发大家的学习热情，营造

全员学习的浓厚氛围，2010年以来，玉柴集团每年都举办读书

论坛，所选书籍包括《盛世狼烟》《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简

史》《中国动力》等。嘉宾、读者结合岗位工作实际，谈论读书

感受，抒发在工作中得到的启迪，极大地鼓舞了干部员工读书学

习、力争向上的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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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文化艺术节

文化艺术节

文化艺术节是玉柴为振奋

员工精神、展现员工风貌、丰富

员工文化生活而定期举办的各类

文化艺术活动的总称，包括青年

文化艺术节、家庭文化艺术节、

老年文化艺术节。其中，青年文

化艺术节举办的项目有青年辩论

赛、青年形象展示大赛、十大青

年歌手大赛、新进大学毕业生联

欢晚会等。这些文化艺术活动丰

富多彩，展示着玉柴文化的丰富

内涵。老年文化艺术节

青年文化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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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厂50周年庆典

建厂六十周年纪念大会

大型庆祝活动

2001年，玉柴集团隆重举

行建厂五十周年庆祝大会，鼓舞

了员工斗志。创造了中国汽车工

业发展奇迹的玉柴建设者们信心

百倍，憧憬未来。

2011年，玉柴集团隆重举

行建厂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和建厂

六十周年文艺晚会，玉柴建设

者们同庆玉柴60岁生日，回顾历

史，总结经验，分享成就，展望

未来。玉柴集团发布新使命：让

合作者与公众的信赖更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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