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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战略合作伙伴德国利勃海

尔高层来方之际，恰逢我们 STON	

World 全新改版，金石公司掀开了新

的篇章！

自公司 2010 年成立，2011 年研

发成功国内首台吨位级重型桁架机械

手，2012 年获得“国内最具投资价值

企业 50 强称号”，2013 年公司搬迁

至武进高新区后研制成功抓取能力为

2 吨的巨型桁架机器人，并成为江苏

省首台（套）重大设备；2014 年通过

省级科技成果鉴定，2016 年新三板上

市。2017 年牵头起草国家标准 ......

金石有声，不动不鸣，一鸣惊人。

利勃海尔家族继承人潘西亚瑞夫女士

访问金石机器人，确认金石机器人是

利勃海尔中国唯一的自动化系统集成

商，金石公司迎来了历史上发展的最

好机遇，金石人紧抓当下，凝聚力量，

开拓创新。

正是“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在桁架机器人制造行业“千

帆竟发，一舸争流”。

卷
Prelude

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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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勃海尔家族继承人
潘西亚瑞夫女士访问金石机器人
确认金石机器人是利勃海尔中国唯一的自动化系统集成商

2017 年 12 月 4-5 日， 欧

洲顶级桁架机器人制造商利勃

海尔公司高层代表 Frau. Rüf，

利 勃 海 尔 全 球 自 动 化 总 裁 Dr. 

Lang，利勃海尔机械服务（上海）

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海，莅临中国

桁架机器人行业的领导者金石

机器人常州股份有限公司考察，

金石公司董事长钱少芳、总经

理刘金石亲自接待并全程陪同。

双方共同回顾了自 2016 年 8 月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在技术交

流、项目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成

果。本次考察后，双方共同确认

金石机器人常州股份有限公司

从左往右：刘金石   Dr. Lang    Frau. Rüf  钱少芳  韩海

金石与利勃海尔高层就深入合作展开友好会谈

将作为利勃海尔在中国唯一的桁架机器人系统集成商，

今后将在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加大力度，精诚合作，

实现双赢，把金石机器人打造成世界领先的、中国智能

无人工厂整体解决方案集成商。

刘金石总经理带领利勃海尔高层参观公司电装车间

利勃海尔高层对金石公司自行研发的
AGV 小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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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看金石
STON IN EYES

常州电视台采访刘金石纪实

金石有声，不动不鸣

谈 到 对 目 前 制 造

业的现状，刘金石有

自己的理解。中国制

造 2025 目标是我们政

府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

领，纲领指出国民经

济的主体是制造业，

而制造业是立国之本，

兴国之器，强国之基。

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

中国智能制造业仍有

大片空白，中国制造

业仍然是大而不强，

在自主创新能力、资

源利用效率、产业结

构水平、信息化程度

和质量效益等方面差

距明显，转型升级和

跨越式发展的任务紧

迫而艰巨。金石机器

人立足中国国情，肩

负研发新技术的历史

使命，致力于填补中

国智能制造业桁架机

器人的空白，金石机

器人整合国内外技术、

产品和服务资源，就

是为改变当下工厂“人

管人”的生产模式提

供强有力的资源储备。

    今年年初，由

金石机器人牵头，联

合国家级科研机构、

业内同行，为桁架机

器人拟写了国家首版

标准。金石机器人将

发挥自身生产制造、

安装调试及售后服务

的工程优势，同德国

顶级制造水平代表之

一的利勃海尔合作，

致力于打造符合中国

特色的无人工厂。

    当被问及我国

制造业的发展前景时，

刘金石掷地有声：“将

来的制造一定属于中

国，我们一定会走到

制造强国的行列，对

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编者按：
2017 年 11 月，作为常州十大产业
链的“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代表，
金石机器人常州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金石接受了常州电视台的专访，
以下是采访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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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讯
COMPANY NEWSLETTER

金石公司受邀参加武进高新区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
总经理刘金石作为创新创业杰出代表接受采访

“创业路，创新梦”！在庆祝武进高新区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金石机器人常州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刘金石作为高新区创新创业的杰出代表之一，现场接受了采访。刘总深情回忆了公

司近几年的发展历程。

创业路，创新梦

 最 后， 刘 总 代 表

金石机器人希望更多的

有志之士创业武进，造

梦未来，从武进高新区

走向世界！

金石机器人是 2013 年石
旭涌书记从浙江动员搬迁过来
的，从谈跨省搬迁协议到落地
生产只用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是业界内不可思议的速度。

1

2

金石公司在 2017 年牵头拟写
了桁架机器人行业的国家标准，未
来三年金石将向着世界前列挺进，
这就是高新区的高新速度！这些都
得益于高新区对人才的重视和对企
业的大力扶持。

3

在高新区大力的支
持和竭诚的服务下，金
石又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成为中国桁架机器人领
域的领军企业。

公司简讯
COMPANY NEWSLETTER

江苏省办公厅副主任邹宁华莅临
金石机器人常州股份有限公司考察

热烈祝贺：
金石机器人常州股份有限公司成为
江苏省第一批拟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武进国家高新区慈善分会成立 ,
金石机器人积极参与，伸出援助之手 

新区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
为创新创业杰出代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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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之家
STON FAMILY

公司简讯
COMPANY NEWSLETTER

制造业一直是常州发展的

根基。改革开放以来，常州作

为“工业明星城市”享誉全国，

是国内轨道交通、输变电、农

机、工程机械的重要生产基地。

近年来，常州依托强大的工业

制造基础，对接国内外先进的

工业设计理念、招引全球产业

精英创业创新，锻造智能制造

这张“新名片”。

经过几年的集聚，常州多

个产业集群在国内知名度和影

响力不断增强。比如，在太阳

能光伏方面，常州已成为国内

外 最 大 的 生 产 基 地， 太 阳 能

电 池 组 件 出 货 量 约 占 全 国 的 

1/5，天合光能位列全球第一；

在智能电网方面，常州是全国

最大的特高压输变电设备制造

基地，上上电缆已成为全国第

一、世界第九的专业电缆生产

企业；在碳材料方面，石墨烯

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西太湖

集聚企业 87 家，其中上市、

挂牌企业 6 家，中简科技成为

高性能碳纤维行业领军企业；

在工业机器人方面，世界机器

人第一品牌安川机器人落户常

州，铭赛机器人是目前国内最

重要的电子电声和制造业自动

化解决方案企业之一，金石机

器人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桁架机

器人制造工厂之一。

“智能制造是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的方向，常州还要在科

技创新中不断创新体制机制，

紧扣建设智能制造名城这一中

心，大力推动产业发展。”常

州市委书记费高云表示。

（来源：经济参考报）

工业明星城市锻造智能制造“新名片”
金石机器人常州股份有限公司名列其中

金石公司迎来陕西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11 位新同事

新员工宣言：

宋双森 ——“品为众人之口，质乃斤斤计较！”

贺新奇 ——“不懂就问，虚心请教，认真学习！”

朱含奇 ——“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高度！”

郑增强 ——“不论生产多忙，安全不忘，不论产量多少，品质不忘！”

樊兴泰 ——“成功源于不懈努力！”

张 环 ——“每天改善，改善每天！”

马 豪 ——“第一个青春是上帝给的，第二个青春是靠自己努力获得的！”

李 宁 ——“抱最大的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

王 拓 ——“时刻准备着！”

彭 伟 ——“质量意识在我心中，产品质量在我手中！”

张 伟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新
员
工

  
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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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之家
STON FAMILY

入职感想

我们是一群来自陕西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的实习生，从在学校学术会堂
的招聘，我们就看到了公司的发展前
景，无人工厂——是一个从人到机器
转变的过程，这是工业发展的一大里
程。它是一个很大的舞台，有我们的
发展空间，因此，我们背井离乡的来
到公司，为了工业的发展以及我们个
人的理想。

2017 年 11 月 6 日， 我 们 怀 着
对未来的憧憬，办理了离校手续。

2017 年 11 月 8 日， 我 们 坐 上
了从西安到无锡的火车，那天我们既
高兴又迷茫。

2017 年 11 月 9 日， 上 午， 我
们到达了常州，在陌生的地方我们没
有一点失落感，因为在我们到来之前，
学校和公司为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老师的提前考察，公司安排了我们的
一切，吃穿住行，他们考虑的很全。
我们很高兴，也很激动。刚下动车，
就有公司派来的司机接我们先去住的
地方放行李，然后接我们去了公司吃
员工餐。晚上，我们和老师还有公司
的领导一起吃了顿饭，让学校，让老
师放心，公司很好，很关心我们。老
师就好像我们的父母，领导就像我们
的老师。

2017 年 11 月 10 日，这天我们

参观了公司。
2017 年 11 月 11 日，我们签订

了保密协议，领了劳保用品。
2017 年 11 月 12 日，我们休息，

买些自己的生活用品，熟悉熟悉周边。
2017 年 11 月 13 日 到 2017 年

11 月 19 日， 我 们 早 上 8:00~8：
20 早 操，8:30~12：00 培 训， 下 午
13：00~17:30 军训。我们过得很充实。
13、15 号两天是公司级培训，培训
内容：常州介绍，公司介绍，基本礼
仪，素养。16、17 号两天是部门级
培训，培训内容：安全教育。18 号
9:00~10::30 是财务部的培训，我们
了解了财务管理的基本知识及如何报
销差旅费等问题，10:40~12：00 是
质量管理培训。19 号上午考试，下
午分班。

一周的培训，是从学生转变到员
工的过程，我们都很适应，也很感激
公司的体贴。我们陕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的学生，3 个分在了部装班，1
个分在了分装班，1 个分在了龙门班，
2 个分在了龙门班，1 个分在了总装
班，1 个分在了 A 线班，1 个分在了
电装班，1 个分在了人事行政部。这
样的分班公司也是根据考核以及所学
的专业分的，都是适合我们，让我们
发挥最大的潜能的。虽然整个培训的

时间并不长，但在这短短的几天经历
中，我们的知识得到了更新、团队精
神得到了提高、情操得到了陶冶，使
我们受益非浅、深有体会。

从分班到现在，我们都学会了很
多。所有人的感受都是很好，还不错。
我们公司是一个发展中的公司，很多
事情都需要分工明确，公司需广招人
才，注入新鲜的血液，这些公司正在
一步步完善，我们陕工院来的实习生
祝我们公司越来越好，我们一起奋斗，
早日实现无人工厂的普及，解放人类
劳动力。

十一月不知觉间就和我们遇见了，我遇到了比风景

更美好的事，不再是我对准镜头去记录，因为，这一次，

我在镜头中。今天，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千年龙

城也有属于它自己的冻手气温，但今天的我并不觉得有

冷意，若每个漂泊中的人儿都是在为自己的心找寻彼岸，

我很荣幸，我有得到那比一米阳光更和煦的温暖，此刻，

依旧能熟悉的记得人事部蒋部长在递过来的生日卡时那

句“祝你生日快乐”，我轻声说“谢谢”。

那一个瞬间，我在金石之家找到了如家般的温暖，

不再单单只有一种感谢金石给我就业机会的感激之情，

更是一种归属感吧，台上，人事张玉，我初到异地，帮

我许多，她的生日是十一月二十五号，我提前向她道声

“生日快乐”；我们的钱董事长生日在十一月六号，谨

带全体成员祝“生日快乐”。

纵时如水，愿同金石之家同舟。

春天，我把镜头对准河岸边上柳树的新枝，

那一刻，我相信“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夏天，我把镜头对准湖塘中的色彩，

那一刻，我沉醉在“鱼游莲间戏荷叶，飞鸟展翅掠光影”。

秋天，我把镜头朝向随风的落叶，

那一刻，我想起“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冬天，我把镜头转向飘落的雪花，

那一刻，我流连在“装点万家清景，普绽琼花鲜丽”。

四季流年交换，如儿时玩的万花筒般，其间总有好多能看到的美。

一份特别
の
生日礼物

生产部： 景立瑞

金石之家
STON FAMILY

人事行政部：张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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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欣赏
ENJOY READING

如果你是小草，单位就是你的地。如果你是小鸟，单位就是你的天。如果你是一条鱼，单位
就是你的海。如果你是一只狼，单位就是你跃马驰骋的战场。家庭离不了你，但你离不了单位。

没有单位，你，什么也不是！
单位是你和社会之间和他人之间进行交换的桥梁。单位是你显示自己存在的舞台。单位是你

美好家庭的后台。单位是你的竞技场、练兵站、美容室、大学校！单位是你提升身价的增值器，
单位是你安身立命的客栈，单位是你和你的另一半对峙的有力武器，单位是你在家庭和社会上的
发言权。

公司是个大家庭 ,
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在家里有您的兄弟姊妹，
在公司这个家庭同事
——就是您最好的兄弟姐妹。
请团结起来，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

善待你所在的单位

单位无论大小，一把手只有一个。那些能够在一把手面前推荐你，说你好话的人是你生命中
的贵人。在单位要克勤克敬，兢兢业业，而不是耍赖撒泼，妄自尊大。单位的本质从来不按年龄
的大小排序，而是按职务排序，谁以自己的年龄大小来说事，谁就是真正的傻瓜。没有一个人会
因为你年龄大而从内心深处敬重你。那些对年龄的尊重只是一种表面的应酬。

    在单位老年人有老年人的优势，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万万不可互相轻视，那是自相残杀。
在单位能多干一点就多干一点，总有人会记得你的好。在单位千万不可以带一个不好的头，不要
破坏单位的规则。那样就是拆一把手的台，也就是拆自己的台。一定要把属于私人的事限制在私
人的空间。否则，关键时刻没有人认可你。在单位要尽量远离那些鼓动你不工作的人，鼓动你闹
矛盾的人，那是在让你吸毒品。

在单位永远不要说大话，没有人害怕你的大话，大家只会瞧不起你。维护自己的单位，维护
自己的工作，维护自己的职业。如果你仅仅是为了玩耍，请你不要在单位里。你若是单位的草，
那单位就是你的地。单位离开谁都能运转，但你离不开单位，你要努力证明，你在单位很重要。

（来源：THLDL 领导力）

一、珍惜工作
工作就是职责，职责就是担当，担当就是价值。感谢那些让你独

当一面的人，感谢那些给你压力的人，感谢给你平台的人。因为那
是机会，是信任，是平台，是发言权。

二、珍惜关系
单位的各种关系一定要珍惜，宁可自己受委屈也尽量不争高低。

一个人只有能够处理好和自己有工作关系的关系才叫能力。没有工
作关系的关系，只是吃吃喝喝、玩玩耍耍，那不属于单位关系。

三、珍惜已有的
在单位你已经拥有的，一定要珍惜。也许时间久了，你会感到厌烦。

要学会及时调整自己，使自己在枯燥无味的工作面前，有一种常新
的感觉。你已经拥有的，往往失去了，才会感受到价值；而一旦失去，
就不会回来，这往往让人抱憾终生。

一、把工作推给别人
工作是你的职责，是你立足单位的基础。把属于自己的工作推给别人，不是聪明，而是愚蠢，除非是你不能胜任

它。推诿工作是一种逃避，是不负责任，更是无能，这会让别人从内心深处瞧不起你。

二、愚弄他人
愚弄别人是一种真正的愚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尤其是对那些信任你的人，万万不可耍小聪明。长期在一起

共事，让人感动的是诚恳，让人厌恶的是愚弄和虚伪。

三、沉不下心来
沉不下心来是在单位工作的大忌。单位不是走马观花，而很有可能是一生的根据地，是一个人一辈子存在的证明。

要沉下心慢慢干。有机会了也不要得意忘形。没有机会或者错过了一个机会也不要患得患失。最后的赢家往往是那些
慢慢走过来的人。在单位要学会珍惜

在单位最忌讳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