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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许多同事失去了一切我的许多同事失去了一切””

回望 2008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
时，“锈带”工业城市代顿未能幸免，昔日
这里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个装配厂宣布倒
闭，上万员工下岗。经济寒冬来得猝不及
防，而后数年民生凋敝，城市毫无生机。

“那个场景让人心碎。我的许多同
事失去了一切，没了房子和汽车，甚至
家人也各奔东西。”曾在装配厂工作长
达7年的香农·达夫叹息道。失业后，达
夫成了家庭主妇，那时她觉得这辈子再
也没有可能在当地找到车企工人这样
的好工作了。

通用汽车的废弃厂房一搁置就是6
年。“我和家人无数次开车经过那片荒凉
的土地。我总是想，究竟什么时候能有人
来把它改造振兴。”当地人杰斯·贝利说。

代顿的居民们终于等到了那一天。
2014年，中国福耀集团买下代顿市郊莫
瑞恩的原通用汽车厂房，将之改造成玻
璃设计和制造工厂。当地社区欢欣鼓
舞，人们看到了老工业区复兴的曙光。

俄亥俄州众议员尼拉杰·安塔尼
说，能引进一个同样隶属于汽车行业的
大型公司在通用原址上落户，对地方政
府和民众来说意义重大。

对当地居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有
两千多人找到了一份工资待遇不错、能
学到技术又有晋升空间的工作。

““我在福耀学到更多技能我在福耀学到更多技能””

24岁的克里斯托弗·科马克4年间
在福耀从小时工做到了夹层包装车间
主任。他说多亏了福耀，他能像父亲和
祖父一样从事汽车制造业的工作。

“这是我能找到最好的工作了。我
会继续努力，争取继续晋升。”科马克说。

达夫是在福耀美国有限公司工作
了4年半的元老级员工。与此前在通用

永远重复为汽车安装顶棚的简单劳动
不同，在福耀，达夫可以胜任夹层玻璃
装配线上的任何工作。

她说：“知识就是力量，我在福耀学
到更多技能。我喜欢被委派不同任务，
这让每天的工作都很有趣。”

除了直接招聘，福耀在代顿的这个
全球最大汽车玻璃单体工厂每多创造1
个直接就业岗位，就能在供应链上间接
为当地创造 2 到 3 个工作机会，因为物
流公司、建筑商、垃圾处理厂等需要更
多人力。

但是，福耀在代顿落地生根并非一
帆风顺。如何处理文化隔阂带来的沟通
不畅，如何让公司文化深入人心，如何融
入当地社区，都是摆在福耀面前的难题。

消除语言障碍是第一步。就如纪
录片里展示的一样，美国员工和中国

“技术师傅”之间在沟通不顺时需要借
助手机上的语言翻译软件，遇上紧急问
题时双方也会因为互相听不懂而抓
狂。但随着时间推移，中方员工英语取
得进步，美方员工也记住了工作中会使
用到的高频词汇。科马克说，经过几年
磨合，现在中美员工在工作期间沟通已
经没有障碍。

福耀北美集团总裁刘道川说，公司
下大力气给员工营造家的氛围并让美国
员工感受到自己被足够尊重。员工食堂
提供2美元一餐的热食，逢年过节公司会
组织庆祝活动。此外，公司推出“一对
一”培训项目，“中国师傅”倾囊相授，手
把手地把美国员工教成熟练技工。

为了让员工对中国文化和福耀的
企业文化有更直观的认识，福耀在春节
期间组织优秀员工到中国旅游并参观
福耀在中国的工厂。

““他们确实在好好照看我的家乡他们确实在好好照看我的家乡””

科马克参加了其中一次中国之行，

去了北京、天津和青岛等多个城市。他
告诉记者，中国工厂里的生产设施和技
术让他大开眼界。他同时了解到，中国
工厂包吃包住，工人们过着集体生活，
这和美国的情况非常不一样，也让他对
中美文化差异有了更深体会。

公司还设有员工困难帮扶基金，
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工人，向符合申
请条件的工人提供 500-3000 美元补
贴。

除了带来就业机会，福耀还积极为
当地社区服务，定期向当地医院、公立
学校和救灾组织捐款。

今年5月，龙卷风席卷代顿后，福耀
第一时间向受灾地区捐赠瓶装水，并组
织员工志愿者为当地约750名受灾居民
和救援人员提供了热腾腾的饭菜，以便
帮助受灾居民重建龙卷风中遭损毁的
房屋。

贝利说：“我一直很感激福耀为我
们社区所作的贡献。他们确实在好好
照看我的家乡。”

贝利是汽车玻璃维修公司赛夫莱
特的采购经理，而赛夫莱特是福耀的主
要客户之一。如今，她几乎每周都要前
往福耀洽谈采购事宜。两家公司一年
有数百万件产品的生意往来，大多数玻
璃都产自代顿。

贝利说，由于福耀在这里落脚，其
他制造业企业也随之回到代顿，社区正
逐渐恢复原貌。

福耀的成功让当地对中国企业充
满信心。代顿地区商会会长菲利普·帕
克表示，代顿希望看到更多中国企业来
此投资形成协同效应。

蒙哥马利县社区和经济发展部主
任埃里克·柯林斯说，当地正在努力降
低跨国公司在该地区开展业务的风险，
希望更多中国公司了解到这一信息，放
心前来投资。 新华社

《美国工厂》里的厂工有话说
热播的纪录片《美国工厂》令全球目光

聚焦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记者近日在那
个“锈带”城市采访时，看到美国通用汽车
公司废弃厂址上建起中国汽车玻璃制造工
厂的生动案例，为人们探索全球化下中美
经贸合作的积极意义提供了绝佳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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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聚能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企业）
1、产品研发工程师1名 35岁以下，本科
以上学历，金属材料、冶金、材料加工等相
关专业；有金属材料相关研发1年及以上
工作经验者优先；了解并掌握材料相关应
用开发流程、成型工艺；具备金属材料和
非金属材料的选用能力，具有编写材料和
辅料系统试验和认证等规范和标准能力；
具备材料相关试验分析能力并实施相关
试验能力，具有编写试验分析报告能力；
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证书
者优先；能适应短期出差。2、EB炉熔炼
工4名 30岁以下，冶金、材料、机械、电气
自动化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2年
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工作积极主动、能吃
苦耐劳承受工作压力。要进行EB炉操作
及维护与保养工作。3、原材料操作工员
3名: 3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电气自动
化、机电维修等相关专业，2年以上电气相
关工作经验，工作认真踏实、有责任心、有
进取心。主要进行油压机、布料机操作、
设备维护与保养工作。4、机械加工员3
名 35 岁以下，数控机床、机械加工等相
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工作认真踏实、
积极主动、吃苦耐劳、有责任心，2年以上
相关车铣床相关操作工作经验。5、机械
设计员2名 35岁以下，机械及自动化等
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5年以上械
设计相关专业工作经验。熟悉机械零件
设计和图纸绘制、机械原理和标准件选
型、2D、CAD、SolidWorks制图软件软件、
机械设备安装、调试标准；具有良好的沟
通及表达能力，认真负责，为人热忱，积极
上进，思维缜密，头脑冷静，有预见性。6、

电气设计员2名，35岁以下，电气自动化、
工业自动化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
历，2年以上自动化设计、安装及自动控制
系统开发、编程、测试工作经验。熟练掌
握专业制图、编程软件操作，能够读懂各
类电路图，熟悉设计规范及标准，熟悉各
类电气设备、仪器仪表的结构及工作原
理；熟悉主流PLC编程与控制，能独立设
计、调试及测试控制程序；熟悉电气布线、
电气控制柜设计、电器部件选型、工业数
据采集方法；能够独立分析、判断并处理
各种电气、仪表类故障；具有良好的沟通
及表达能力，认真负责，为人热忱，积极上
进，思维缜密，头脑冷静，有预见性。相关
福利：（1）员工一经录用公司提供宿舍、食
堂、浴室、图书馆、健身房等所需；（2）为员
工缴纳五险一金、意外伤害保险、享受各
项补助及津贴；（3）上下班有通勤车接送；
双休，法定节假日按国家法律规定的执
行。联系人 ：王女士 、王先生 联系电
话：8827506 公司地址：西宁经济技术开
发区东川工业园区金鑫路6号 公司人力
资源部电子邮箱：qhjnthr@163.com ，有
意向者可将应聘简历发送至邮箱。
■青海省质量认证咨询检验中心
会计1名，要求有初级会计职称证，熟练
会计的岗位职责，要求有5-10年的工作
经验，要有责任心。工资待遇面谈，入职
后缴纳五险，双休，节假日正常放假。联
系人：杨女士，0971-8219252，马总，
0971-8250683
■青海兴旺集团公司
1、岗位：财务主任1名，具有会计师证书；
2、会计：3名，具有初级会计职称，3、出纳

1名。根据员工的实际学历、职称级别，工
作能力和业绩实行绩效制工资；试用期为
三个月，试用期已满，被正式录取转正后
可以享受四险、年终奖励等相关待遇。缴
纳养老、医疗等保险费用不低于青海省非
公有制企业的平均水平缴纳标准。集团
公司为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办理“四险”；
公司员工的工资待遇不低于青海省非公
有制企业的中等水平工资标准。按国家
规定可以享受国家法定假期和双休日，过
年过节发放节日补贴金或慰问金，员工生
日发放生日礼物。以员工为本、以员工富
裕为原则、奔着兴旺梦发展做强。工作地
点：西宁，注明：若应聘者对所学专业及其
业务能力超强，可以放宽年龄等条件。集
团公司地址：西宁市城西区昆仑路 28 号
（建 工 大 厦 8 层），联 系 人 ：李 老 师 ：
18797328903 电 话 ：0971-6156450 网
址 ： www.qhxw.cn E—mat： mas-
ter@xw89.qh163.com.cn
■西宁湟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1、文秘2名要求: 大专及以上学历，行政
管理相关专业；工作细致认真、执行力强；
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具有良好的文字表达
能力和协调沟通能力；有相关工作经验者
优先。试用期 3 个月。上班地点：西宁
市。2、运行工6名 要求：高中及以上学
历，市政、给排水、工民建等相关专业；吃
苦耐劳、责任心强、爱岗敬业，有工作经验
者优先。试用期3个月。上班地点：西宁
市。3.出纳1名 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会
计、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品德优良、诚信
守法、吃苦耐劳、责任心强；熟练使用财务
软件及办公软件；细致、准确完成相关财务
核算工作。试用期3个月。上班地点：西
宁市。三、工资待遇：缴纳公司规定的各项
社会保险，薪酬待遇执行公司《内部分配制
度》。四、联系电话：0971-6276012电子邮
箱：245608748@qq.com
公司地址：西宁市北禅路50号（老朝阳电厂）
■青海益园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2名 岗位要求：1.具有较强沟通能
力及交际技巧，有亲和力 2.有自我管理能力
和较强的执行力 3.有农资行业经验者优先
4.专科以上学历，农业类相关专业优先 5.有
驾照者优先，员工工资待遇：基本工资+出差

补助+节假日福利+交通补助、话补+五险一
金+年终奖金 联系电话：15997070865
QQ邮箱：2524936447@qq.com 公司地
址：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村162号
■天水三和数码测绘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1、综合/后勤（1名）年龄 25-35 岁之间 、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品貌端正 善于
交流、语言表达能力强 、有较强的责任心
和耐心、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能力、
统筹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从事后
勤管理、资产维护、物资采购、资料管理、
设备管理等工作。见习期工资2800 +伙
食补助+免费住宿。见习期满并签订正
式劳动合同，岗位工资3200+伙食补助+
免费住宿+五险一金+过节费+年终奖+
工龄工资+通讯补助，国有企业、标准化
管理、13级岗位晋升通道、工作满一年以
上岗位工资每年通过考核定岗定级晋
升。2、商务/市场（1名）年龄25岁-35岁
之间，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品貌端正、
性格开朗、语言表达沟通能力强、善于开
拓市场、能够接受出差、积极向上、要求市
场营销及相关专业、主要从事市场前期调
研，项目跟进，市场开拓等工作。见习期
工资 2800 +伙食补助+免费住宿。见习
期满并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岗位工资
3200+伙食补助+免费住宿+五险一金+过
节费+年终奖+工龄工资+通讯补助、国有
企业、标准化管理、13级岗位晋升通道、工
作满一年以上岗位工资每年通过考核定
岗定级晋升。有一定工作经验或者良好
的人脉资源者可按特招人员引进，专业不
限。3、数据加工/作业员（若干名）年龄
22-30 岁之间、本科及以上学历，地理信
息系统、测绘工程、土地管理、土地规划、
地理科学、地质学、土木工程、水利电力、
计算机等相关专业的往应届毕业生。主
要从事数据加工处理、数据建库、数据建
模、自然资源调查、工程测量、不动产测
绘、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内外业、土地规
划、空间规划等工作，做事细致严谨，有责
任心，上进心，能吃苦耐劳。见习期工资
2800+绩效+伙食补助+免费住宿，见习期
满并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岗位工资3200+
职称工资+绩效工资+伙食补助+免费住
宿+五险一金+过节费+年终奖+工龄工

资。国有企业、标准化管理、13级岗位晋
升通道、工作满一年以上岗位工资每年通
过考核定岗定级晋升。4、司机（1名）25
岁-35岁之间、中专及以上学历、C照及以
上驾驶资格证、技术过硬、品行端正、身体
健康、具有专业驾驶员的基本素质、取得
驾驶资格证满5年以上，实际安全驾驶车
辆 3 年以上。复原军人优先。见习期工
资 3000，见习期满工资 3500，联系人：苏
女士 联系电话：6168875 简历投递邮
箱：shsmqhfy@163.com 单位地址：西宁
市城西海晏路88号（中厅五层）
■青海久聚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征集专员10人：有销售相关工作经
验；吃苦耐劳，能接受一定的户外工作；具
有较强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踏实稳
重，工作细心，责任心强；具有较强的语言
表达能力、应变能力、沟通能力及解决问
题能力。薪资待遇：薪资构成：实习期工
资2000元/月，实习期满签订劳动合同后
按岗位工资+全勤奖+补助+提成（每月10
号发工资，不拖押工资），福利待遇：五险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作时间：早上9:
00-12:00 下午13:00-18:00（每周休一天）
联 系 人 ：王 女 士 固 定 电 话 ：
0971-6270697 电话：13765488520（微
信同号）公司地址：朝阳西路鼎安名城•
旺座
■青海艾能吉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市场部经理：薪资待遇：5500左右 2、市
场专员：薪资待遇：3500左右3、会计 薪资
待遇：4000-6000左右 4、绿色建筑咨询专
员 薪资待遇：4000-6000 左右，工作时间
为每周一至周五，上班时间：8:30-12:00
13:30-17:30；每周双休，法定节假日正常
休息；按劳动法有关规定签订劳动合同、
转正之后缴纳五险；在公司工作满一年，
补助100元/月，有建筑方面的相关证书、
职称等，发放不等额的技术津贴，发放交
通补助等；公司提供住宿：员工宿舍2人/
间，供热水冲凉、单独洗手间、阳台；在公
司工作满一年，公司组织免费旅游一次；
联系人：王女士：16609782598（微信同
上）QQ邮箱：799223647@qq.com 工作
地点：城西区万达中心1号写字楼22层
12214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