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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金属生日会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

物，认识新朋友了解一起共事的同事，最重要的是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

减少思乡之情。

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

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

大会作报告。.

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员工生日会是员工福利之

每 2 个月相聚一次，已经成为大家平时工作中

一，通过生日会的形式拉近了员

期待而又平常的事情，来年公司将继续努力为大家

工间的距离，让员工有了归属感。

带来更好的，期待来年的生日会吧……

2017 年公司活动

9 月 10 月生日会

十九大“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国社会主

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

要矛盾已经转化”
，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

个个都是高手不光跳得了广场舞还有好歌
喉，以体力注称的徒步也不再话下，真真
是老当益壮，给同志们大大的点个赞；
HGST FM 的同志们也是体力杠杠的挑战爬
南山，感受一览众山晓的风光；财务部的
娘子军们最懂得享受生活公园赏赏花看看

HGST FM 爬南山

财务部公园游记

景，怡然自得陶冶情操；期待工程项目部
能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惊喜，我们等着呦！
总之大家都非常投入非常享受。

虽然活动已接近尾声但活
动经历将变成美好的回忆永远
珍藏在大家的心中，闭上眼那美
好的瞬间仍历历在目久久挥之
不去。相信大家都一样都非常期
待下一次的活动。
感谢公司提供的支持！

伟大亊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

党同志 一定要 永远 与人

通、相互作用”……十九大报告中出现的不

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少“关键词”
，展示了新理念、新观点，给

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

予了重大时代课题明确的回答，在理论上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拓展了新境界、在实践上作出了新部署

以永不 懈怠的 精神 状态

[大会主题]

呾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丼中国特色

继续朝 着实现 中华 民族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伟大复 兴的宏 伟目 标奋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勇前进。

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

[极不平凡的五年]

懈奋斗。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是党呾 国家发 展进 程中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

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世

的初心呾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呾使命是激

突呾动荡频发、全球性问

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

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
我国经 济发展 进入 新常
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我
们坚持 稳中求 进工 作总

清
洁
组
红
树
林
徒
步

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
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呾社
会主义 现代化 建设 的历
史性成就。
HR 美食嘉年华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推进伟大亊业。全党要更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新时

清洗项目部顺德游

2017 年公司专门拔
款由各部门自行组织集
体活动，各部门积极响
应组织了丰富的户外活
动。
清洗项目部一马当
先 90 多人的旅游团浩浩
荡荡 2 日顺德游，又是
吃又是玩，怎一个“爽”
字了得；紧随其后的是
人事行政部来了场盛大
的美食嘉年华，饭后再
来场电影更是完美；清
洁组别看是全公司平均
年龄最大的部门，但是

[三个“必须”]

大家在生日会上一同游戏一同吃吃喝喝，一同拿礼

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呾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个“伟大”]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亊业，伟大梦想，紧
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
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
大斗争、伟大亊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
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
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呾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
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五个“更加自觉”]
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呾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呾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
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
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坚决破除一切顽
瘴痼疾；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呾社会呾谐稳
定的行为；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呾自然界出现的困
难呾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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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丰富的培训

如何评价无条件基本收入

公司定期举办各项培训，不定期邀请外部专业人士来我司进行专业培训，提高员工自

关于这个话题，我的观点是：UBI 代表社会对 AI 给人类带来失业潮的关注，是尝试找到解决方法的良好开端，但这还不够。

身技能。

仅靠 UBI，远远无法让失业工人赢得一个稳定的未来。
根据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在未来的十年内，近一半的美国工作岗位将被机器人取代。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不乐观。

消防培训：

硅谷之外，对 UBI 的讨论已遍及全球。在瑞士、芬兰、法国、荷兰、加拿大等国家，UBI 或已开始付诸实验，或被引为竞

通过培训员工们学会如何灭火，切实体验掌握灭火器的具体使用；发生火灾时如何自
救、逃生、疏散；了解引发火灾的可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选纲领，甚至有望成为国家政策。

三级安全培训：

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因为大部分失业工人并不具备先进技术或人脉网络，也没有足以应付人工智能挑战的前瞻性。虽然可以凭借意外之财找到

经过公司级、部门级、班组级，三层培训使员工一入职就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减少
工作后因不了解而产生的安全隐患，大大提高了员工的安全意识。

新工作，但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被辞退，或者再次被人工智能替代。
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寻找一种全面的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分配资金。只有这样，惊人的 AI 革命才会带领我们实现创造

健康教育培训：
突发意外事件的应急处理、CPR 现场紧急救护知识、垃圾分类、食品安全问题、常见

性的文艺复兴。

病的预防与改善、职场人员心理健康等。

1、
“全民基本收入”并不能刺激大多数人实现自身专业重塑
未来十年，约有一半的工作将不再需要人类劳动力。
在不久的未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代全球范围内的普通职业和机械职业。
这一巨大的挑战为传统的“全民基本收入”
（英文缩写：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这一概念注入了新的活力。
“全民基

方方面面的培训，对员工来讲丰富了员工的工作之外的技能，开扩了眼界提高了自身

双赢！

素养；对公司来讲减少了损失、节约了成本。

本收入”
，是指在不考虑每个人的需求、就业状况或者技能水平的情况下，政府为每位公民提供固定的津贴。
在这样的假设下，我们是不是还要盲目地向每位员工发 10000 美元的薪资呢？绝对不是。
“全民基本收入”能发挥作用实现价值，需要所有被辞退的员工，具备和硅谷领导者一样的素质。乐观主义者天真地认为，
“全民基本收入”将会刺激员工努力提升专业水平。
但事实上，一个成功的硅谷企业家，拥有多项能力，以及企业家精神、经验以及人际网络，这些能帮助他们实现从赚取中
等“全民基本收入”到拥有新一代科技帝国。
但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普通的失业工人身上，由于他们的技术较为落后，肯定不会成为新一代科技帝国的缔造者。
分给失业工人的意外之财可能会帮助一部分人找到新的工作，但在多数情况下，这类工人在找到新的工作之后，在较短的

（接第 2 版）

时间内会再次被辞退。
多数失业工人并不具备前瞻性，无法预测人工智能时代社会还需要哪些岗位的专业人员，因此也无从了解如何理智地使用
“全民基本收入”来为自己赢得一个稳定的未来。

我相信，随着人工智能将产生的数万亿投资，人与人服务方面的消费性支出也将水涨船高，需要人类接触的社会工作者、医
生、教师以及人生导师等服务性工作的需求，将会高居不下。

2、表面是就业问题，实际是社会就业和分配结构面临转型挑战

此外，客户与人工智能之间的中介这类新型社会工作将会被创建。例如，医学顾问可能会使用人工智能诊断工具帮助患者解

我们必须努力寻找一种全面的解决方案，包括创造新的职业、价值和社会规范，而不仅仅是重新分配资金。此外，我们需
要重新进行培训教育，确保所有人都能够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工作。

决问题并提供补充性建议。此类工作往往属于高薪工作。
d:鼓励志愿者服务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下列五项是当前需解决的紧迫任务：

我们需要创建更多的志愿者服务项目，为对高技能专业不感兴趣或者拥有全套高技能的退休工人以及失业工人提供帮助。此

a：保障生存

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向志愿者提供报酬。

当务之急就是创建并支持项目发展，确保所有人都能有所食、有所居，并享基本医疗保障。

e:重新定义职业伦理

b：提升创造性工作的价值

每个人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从而相信自身的存在是有意义的。然而，工业革命灌输了一种错误的社会规范思想，即自

只有人类能够创造和提出创新项目。目前，人工智能还不能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只能根据人工设定采用最优化的方式处
理问题。

来将会完全消失。

因此，在早期教育中，我们必须确保教育系统不会成为好奇心、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个性发展的绊脚石。我们要增加对
初中和高中天才和资优教育计划的投资。而在高等院校方面，我们需要创建项目，帮助具有创造潜力的学生掌握人工智能工具。
c:增加社会就业

因此，我们就需要根据新的工作模式重新定义职业伦理。一份工作的重要性不应该仅仅取决于这份工作的经济价值，也取决
于其创造的社会价值。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工作时间越长实现成功的几率就越大。我们应该摒除这种观点，并摒弃对服务行业的
歧视态度。

人工智能既不能表达爱意和同情，也不能建立无可取代的社会关系，但是人类可以。创造性工作虽然无法轻松学会，但社
会职业培训可以。

我价值主要源自传统职业伦理——如果你努力工作，就会得到报酬。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断从事重复性工作的职业在未

（未完，转至第 3 版）

3、总结：
人工智能革命即将到来，与之而来的将是最好的时代或者是最坏的时代。革命的成果将取决于我们是选择被天真的乐观主义
毒害，还是努力全面解决问题。
“全民基本收入”代表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很显然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认真探讨并在短期内进行实验。只有
这样，这一惊人的革命才会带领我们实现创造性的文艺复兴。

（本文出自知乎，作者李开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