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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领导到冷板公司视察工作 

集团公司领导到冷板公司视察工作 
5月10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杨泽普，集团公司财务部部长粟山阴，企

管部部长王晓然，科技发展部部长白晓峰等

一行领导到冷板公司视察工作。集团公司副

总经理、冷板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刘华鹏，冷板公司副总经理刘冬生及相关

部室负责人陪同。 

杨泽普首先听取了冷板公司一季度以来

的工作报告，掌握职代会任务指标完成情

况，详细询问了财务、经营状况、二期建设

等方面的情况。他在肯定冷板公司取得成绩

的同时，分析了公司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希

望公司充分发挥设备先进的有利资源，明确

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加强管理，积极创

新，开拓思路，适应市场，同心同德，提升

综合实力。 
    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杨泽普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冷板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华鹏 

冷板公司全面启动精益化管理 

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齐二石教授，天津

大学精益化管理专家刘洪伟、蔺宇，集团

公司副总经理、冷板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刘华鹏，冷板公司副总经理马

纪贤、付文舰，以及精益管理推行小组所

有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付文舰主持。 

 冷板公司精益管理工作组组长王显博

首先发言，介绍了对精益化管理的认识与

思路，确定了精益管理课题，讲述了关于

精益化管理与日常工作相结合的思考与启

示。随后，刘洪伟和蔺宇分别概述了精益

管理的背景和发展历程，并提出要发挥企

业的设备优势、工艺优势，要注重人才培

养，转变现有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下转第二版  

冷板公司精益化管理启动大会现场 

    4月24日，冷板公司召开精益化管理深入实施启动大会，这标志

着冷板公司精益化管理项目工作正式启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

议组成员、教育部管理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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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鹏在讲话中指出，冷板公司目前正努力打造技能团队，已先后输送一批管理技术人才到宝钢实习培训，

和参加研究生进修班。下一步将继续依托板带材研究院，开发能源管理示范基地，打造自己的研发团队。他同时

要求精益管理要作为公司今后长期的主要重点工作来抓，冷板公司要全员参与、全力推行、全面实施，干部员工

要围绕制定的相关政策措施，深入贯彻，持续推进，狠抓落实。 

齐二石教授在听完刘华鹏讲话后说，精益管理相当于企业管理的革命。企业要发展，关键是观念。他感受到

冷板公司对推行精益管理坚定的信心与决心，并提醒在今后的工作中遇到困难时，要及时转变思想观念，做到精

益管理是全员化行为。 

    近年来，冷板公司通过深入实施6S现场管理工作，以及五体系管理，建立了精益管理的基础。精益化管理的

深入实施必将为企业管理带来巨大变化，以应对市场竞争和满足客户需求，达到向管理要效益，打造企业核心竞

争力的目标。  

为落实市、大港区消防“春季防火百日专项整

治”工作会议精神，贯彻集团公司保卫部关于消防

“春防战役”活动，扎实做好消防基础管理工作，宣

传消防知识技能， 4月24日，冷板公司保卫部组织员

工开展了消防培训活动，并进行了春季消防演练。 

冷板公司保卫部副部长孙殿全首先做消防培训动

员，分析了全国消防严峻形势，介绍了冷板公司消防

管理基础工作，联系公司实际讲解了消防法规，演示

了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并现场进行了答题测试。 

随后，消防演练按预案有序进行。假设会议培训

现场因设备故障起火。发现人员报公司消防控制室，

启动冷板公司消防预案。消防控制室启动报警系统、

广播系统，保卫人员切断电源，组织现场人员疏散逃

生，利用现场灭火器、办公楼室内消防栓喷水灭火，

消防控制室启动自动灭火喷淋系统喷水灭火，火势得

到控制，最终被扑灭。在办公楼前广场，员工亲自使

用干粉灭火器现场实际操作灭火。 

通过培训、演练，员工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学习

了相关法规，熟悉了消防技能，演练了消防预案，学

会逃生技巧。冷板公司将结合每月消防活动日活动，

按“春季战役”工作安排开展全员消防培训活动，做

好消防基础工作，确保消防春季安全。 

消防培训现场 

冷板公司开展消防“春防战役”活动 冷板公司镀锌分厂生产达投产以来最好成绩 

3月24日8点至25日8点镀锌分厂累计原料投入

1399.7t，产出1404.2t，一级品率90.3%，设备稼动率

99.9%，创镀锌线自投产以来的最好成绩。 

镀锌线是一条连续性生产线，设备较多且工艺相对

复杂。对操作人员及设备维护人员要求相对比较严格，

自去年5月试生产以来，分厂所有人员从上到下，都身压

着强烈的紧迫感。先进的设备，全新的管理体系，有太

多需要去学习去完善的地方，而员工大多还年轻，还处

在一个不断学习积累的过程。在过去的一年里，镀锌线

在公司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所有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工艺及设备上的难关，每一次点滴的

进步都为今天生产创高产起到了坚实的保障作用。 

鉴于2013年分厂的生产任务比较重，为能够保质保

量地完成公司制定的各项生产指标，镀锌分厂将进一步

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开展工作： 

1、继续加强内部管理，增强团队凝聚力。镀锌线需

要的是一个有纪律、有凝聚力、有积极向上的团队，只

有这样的团队才能保证连续性产线的正常生产； 

2、细化设备维护工作内容，健全设备保养、检修制

度，充分发挥设备一、二级点检模式的优势，保证产线

设备的正常运行； 

3、稳步持续地释放产能的同时努力提高产品质量，

全方位的节能降耗，控制生产成本。在目前钢铁行业市

场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唯有管控好生产成本、生产出质

量好的产品，在市场上才有竞争力，才有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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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益管理源于精益生产，1986年由改善之父今井正明撰写的《改善》一书第一次将精益改善思想介绍到西方

国家，在199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根据丰田生产系统（TPS）在全球的实践撰写《改变世界的机器》和《精益

思想》两本重要著作，总结了丰田模式并提出“精益思想”的概念。从此精益思想在全球范围传播和实践。 

    跨越21世纪后，精益思想逐步延伸至企业经营活动的全过程，扩展到服务型企业和非盈利性组织，发展成为

“精益管理”，其核心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和消除各种形式的浪费. 

    美国企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全社会大力推进精益管理，已取得巨大的成效，极大的提升美国企业在

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对于制造型公司而言，库存可以大幅降低，生产周期缩短80%以上，质量稳步提升，企业各

种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 

    推行精益管理对于各类服务型企业而言，大幅提升企业内部流程效率，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反应，提高了客户

的满意度。 

精益管理的内容与特征 

    精益管理通过在企业组织内部采用消除浪费方法论，建立高绩效工作团队和持续改进工作流程，提高客户满

意度，通过持续改善建立学习型组织。 

    推行精益管理，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利用最少的资源可以达到利益最大化。精益管理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工

具，也是企业改善文化塑造的过程，全面提升企业市场的竞争力。 

    精益管理的内容包括基于丰田模式实践的全面流动管理、全面设备管理TPM、全面质量管理TQM、非制造流程

的全面服务管理、以及精益创新和研发管理。 

    采用全面变革管理来驱动企业实施精益管理变革，通过打造高绩效团队和提升精益领导力，加速企业精益管

理推行速度和效果，全面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通过全员参与改善建立持续改进机制和改善文化。 

精益管理 

    推行精益管理需要系统部署，逐步推进。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成为优秀的企业无法通过简单的复制，需

要企业系统部署、逐步推进。急于求成浮躁心态是推进精益取得成功的最大障碍。 

    导入有效的精益变革管理，企业领导积极参与和用于挑战时变革管理的关键，通过系统导入变革管理方法，

切实利用团队的力量改变工作流程，通过流程改变从而改变传统的工作模式，创建精益的领导力。 

    培养精益的文化，精益化管理重点是建立全员改善的文化基础，通过改善实践、绩效突破，带动企业建立精

益改善的文化，从而建立每一天、每一人和每一处的精益改善文化。 

推行精益管理的要点 

2013年5月份第（1）次五体系现场检查评审结果 

A区域：第一名：精整分厂 ； 第二名：镀锌分厂 ；第三名：冷轧分厂 

B区域：第一名：总务部、公辅设施部、技术中心、设备部；第二名：生产部；第三名：供销部 

C区域：第一名：信息部、保卫部、安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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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书画作品欣赏 

供
销
部
—
姜
浩 

画 

安
全
部
—
刘
新
江 

书 

胡青峰  陈宝媛  佟志强  邓学武  姚  强  陈树槐  韩建国  刘德安   

张  琳  杜景明      张 健  吴海锋  杨胜华  张  敏  张训伟  王保龙   

苏传有  王继龙  孔  磊  张  锁    王秀庆  刘松江  张建民  张  镇 

王念文  张  维  陈艳岭  李洪业  王建斌  孟  雷    蔡  娜  孟学颖   

徐文彪  王瑞雷  李成林  孙立华  冯晓勤  陈建平  席玉婷  张军平 

韩  威  邵泽伟  毕  江  顾  洋  杨  修  陈海龙 

   太阳是金色的，月亮是银色的，你的生日是彩色的，愿

你被幸福环绕，被好运追逐，被快乐降伏，被笑容粘住，

冷板公司将用最真诚的心带上一份祝福！真诚祝愿：生日

快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一盘水果时，秒杀一道数学题；总会有人在你熟睡时，回想一

天的得失；总会有人比你跑的快......参差不齐，才构成了这

世界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卞之琳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是的，走在生活的风雨旅程中，当你羡慕别人住着高楼大

厦时，也许瑟缩在墙角的人，正羡慕你有一座可以遮风的草

屋；当你羡慕别人坐在豪华车里，而失意于自己在地上行走

时，也许躺在病床上的人，正羡慕你还可以自由行走...... 

  有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欣赏别人的时候，

自己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事实上，人生如一本厚重的书，有些书是没有主角的，因

为我们忽视了自我；有些书是没有线索的，因为我们迷失了自

我；有些书是没有内容的，因为我们埋没了自我...... 

  生活中，我们没有必要为难自己，质疑自己，有时，我们

无法很好地理解或学会某样事物，那只是我们思考与接收问题

的角度不同罢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泪要擦，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路要走，只要记得：冷了，给自己加件外衣；饿了，给自己

买个面包；痛了，给自己一份坚强；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

标；跌倒了，在伤痛中爬起，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继续往前

走，已足够！ 

  一生辗转千万里，莫问成败重几许，得之坦然，失之淡

然，与其在别人的辉煌里仰望，不如亲手点亮自己的心灯，扬

帆远航，把握最真实的自己，才会更深刻地解读自己...... 

  面向太阳吧，不问春暖花开，只求快乐面对，因为，透过

洒满阳光的玻璃窗，蓦然回首，你何尝不是别人眼中的风景？ 

不必仰望别人，自己亦是风景 

    人，来到这世上，总会有许多的不如意，也

会有许多的不公平；会有许多的失落，也会有许

多的羡慕。你羡慕我的自由，我羡慕你的约束；

你羡慕我的车，我羡慕你的房；你羡慕我的工

作，我羡慕你每天总有休息时间。 

  或许，我们都是远视眼，总是活在对别人的

仰视里；或许，我们都是近视眼，往往忽略了身

边的幸福。 

  事实上，大千世界，不会有两张一模一样的

面孔，只要你仔细观察，总会有细微的差别。同

是走兽，兔子娇小而青牛高大；同是飞禽，雄鹰

高飞而紫燕低回。人，总会有智力、运气的差

别；总会受环境、现实的约束；总会有人在你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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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板公司广大团员为雅安地震灾区捐款明细 
    4月20日8时02分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灾害无情，人间有

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冷板公司响应集团公司团委号召，组织广大团员青年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为雅安地震

灾区爱心捐款。截止5月14日，冷板公司共捐款5040元，现将捐款明细公布如下： 

灾害无情 人间有爱 

姓名 款额 部门 

张辉 100 平整 

张鹏 100 平整 

周文奎 100 清洗 

武煜 100 酸洗 

刘瑞生 50 研磨 

邓红祥 100 轧机 

王超 100 轧机 

李俊晨 50 轧机 

张龙 50 轧机 

齐凯 50 轧机 

刘明 50 轧机 

徐迁 50 轧机 

王健 50 轧机 

赵东 50 轧机 

柳洪涛 50 轧机 

赵青伟 50 轧机 

赵世仁 100 轧机 

韩明义 100 轧机 

王锐 100 轧机 

孙海明 100 轧机 

张鹏 100 轧机 

范宝龙 50 轧机 

孙鹏 100 轧机 

王晨明 50 轧机 

闫鹏磊 50 轧机 

邢华刚 50 轧机 

孔磊 100 轧机 

赵国新 100 轧机 

窦书赛 50 轧机 

唐卫民 50 轧机 

张博 50 轧机 

邱俊宇 50 轧机 

孙达海 50 轧机 

韩伟涛 50 轧机 

王震 50 轧机 

李宝佳 50 轧机 

闫思宇 100 退火 

潘龙 100 退火 

王立志 50 退火 

刘武 50 退火 

王文庆 100 退火 

徐海占 50 退火 

陈宝旭 50 退火 

王浩 50 退火 

林明旺 100 退火 

王刚 100 退火 

袁俊凯   10 镀锌 

彭振     10 镀锌 

尹金鹏   10 镀锌 

潘国明   10 镀锌 

张力杰   10 镀锌 

马少飞   10 镀锌 

闫荣贤   10 镀锌 

袁子博   10 镀锌 

王瑞雷   10 镀锌 

王秋见   10 镀锌 

江伟伟   10 镀锌 

姓名 款额 部门 

周宏勇   10 镀锌 

孙洋     10 镀锌 

王塞北   10 镀锌 

李成林   10 镀锌 

陈飞健   10 镀锌 

王连宇   10 镀锌 

张翠平   10 镀锌 

孙鹏     10 镀锌 

王春生 100 镀锌 

郭庆浩 100 镀锌 

王克玉 100 镀锌 

李博峰 100 镀锌 

邢啸 100 镀锌 

张斌 100 镀锌 

刘广宁 50 工程项目部 

赵亮 20 公辅设施部 

盛加旺 20 公辅设施部 

杜景明 20 公辅设施部 

周海柱 20 公辅设施部 

袁国文 20 公辅设施部 

杨贺龙 20 公辅设施部 

白玉江 20 公辅设施部 

宋家彬 20 公辅设施部 

沈晨 20 公辅设施部 

张杰 20 公辅设施部 

尹宝锋 20 公辅设施部 

马永康 20 公辅设施部 

蒋帅 20 公辅设施部 

谭华令 20 公辅设施部 

魏国龙 20 公辅设施部 

姓名 款额 部门 

陈程 20 公辅设施部 

唐福跃 20 公辅设施部 

郎兆禄 20 公辅设施部 

孙智钢 20 公辅设施部 

张斌 20 公辅设施部 

钱蕾 20 公辅设施部 

牛楠 10 技术中心 

张胜 20 技术中心 

王忠义 20 技术中心 

付国基 20 技术中心 

曹启亮 20 技术中心 

闫亮 20 技术中心 

席玉婷 20 技术中心 

赵玉汪 20 技术中心 

孙志祥 20 技术中心 

许拓 20 技术中心 

王云 10 技术中心 

柴华 20 技术中心 

张加新 20 技术中心 

王寅 20 技术中心 

王长春 20 技术中心 

杨乾 20 技术中心 

王继龙 20 信息部 

杨修 20 供销 

吴新星 20 供销 

单鑫 20 采购 

王骏 20 采购 

刘泽军 20 采购 

王振 50 总经办 

赵燕梁 20 总经办 

王超 10 总经办 

孙丹 10 总经办 

景志勇 10 总经办 

姓名 款额 部门 

赵立文   10 镀锌 

魏国龙 20 公辅设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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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冶金轧一钢铁集团第二届青歌赛于5月3日圆满落下帷幕。冷板公司代表队积极备战，热情

参与，。其中，张鹏(80286)获三等奖，王伟、冀晨、孙丹、尚东获优秀奖。 

天津冶金轧一钢铁集团第二届青歌赛圆满落下帷幕 

集团公司领导与第二届青歌赛参赛选手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