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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轧一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杨泽普，副总

经理刘瑞钧及集团相关部室领导到冷板公司检查“对标挖

潜提质降耗”活动和现场管理工作落实情况。轧一集团副

总经理、冷板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华鹏，副

总经理黄智铭、胡青峰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 

在检查了物料仓库、现场操作室和集团文化展厅施工

进展情况后，杨泽普指出冷板公司的现场管理必须成为全

集团的标杆，成为排头兵，要做到能够让集团内部其他企

业来这里学习取经，现场管理水平必须进一步提升。 

现场检查后，刘华鹏对冷板公司开展“对标挖潜提质

降耗”活动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汇报。刘瑞钧指出下一步冷

板公司在活动中需要明确的事项，最后杨泽普对冷板公司

工作提出了以下六点要求： 

1、这次检查中现场管理方面有所提升，但不要满

足，要做到举一反三，保持上半年勇做排头兵的干劲，查

找不足、发现短板，争做轧一集团现场管理方面的标杆。 

2、冷板公司和里碑公司要从思想、管理、生产等方

面逐步达成一致，真正融为一个整体。 

3、外部环境市场价格有所波动，公司要按照既定目

标调整和完善产品，确保质量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4、里碑搬迁的3#和4#轧机在6月份再进行一次彻底的

调整，使设备能力达到要求，在6月底结束试生产阶段。 

5、做好与益源钢板对接工作，确保产品质量达到要

求后进行代工。 

6、冷板公司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员工要一鼓作气，

不辜负集团领导寄予的厚望，各方面管理要再上一个新的

台阶。 

轧一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杨泽普带队到冷板公司检查 

对标挖潜和现场管理工作 

集团一行领导到冷板公司仓库检查工作 

集团一行领导到冷板公司现场检查工作 

集团一行领导到冷板公司检查工作 

   冷板公司党委组织观看“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 

   冷板公司被授予“2014年度天津市出口五十强企业”
荣誉称号 

   冷板公司举办公司级新《安全生产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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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行业动态 冷板月刊 

国内部分钢厂开始联合挺价 

    矿强钢弱的格局还在持续，国内钢厂只得打响“价格保卫

战”，近日多家钢厂已开始联合挺价。 

  昨日，铁矿石期货主力1509合约午后大幅拉涨，并连破压力

位，收盘以3.33%的涨幅“领跑”黑色系品种。螺纹钢期货则不涨

反跌，尾盘更是出现跳水行情。 

  事实上，矿强钢弱格局从4月中旬就已经开始，到现在已经持

续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一强一弱之间，钢厂的吨钢利润，特别是螺

纹钢的生产利润出现了大幅缩水。 

  近一个月以来，相关铁矿石均价保持在61美元/吨附近。按此

测算，螺纹钢的生产成本在2220元/吨左右，而目前国内大多数大中型钢厂的螺纹钢价格已经低于2220元/

吨，如果再加上返利等，几乎所有的钢厂都处于亏损状态。 

  分析师刘新伟表示，目前钢材现货价格太低了，钢厂亏损比较严重，钢价继续下降的话将对钢厂的盈

利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据了解，目前华东地区二、三类钢厂螺纹钢亏损幅度为100—200元/吨，个别钢厂亏损幅度已经达到

300元/吨。一位不愿具名的行业人士表示，目前矿价拉涨，钢价下跌，最终只能是倒逼钢厂去产能。 

  在矿强钢弱的情况下，目前国内多家钢厂已经打响了“价格保卫战”。据期货日报记者了解，继广东

粤钢、韶钢和湖南湘钢三家钢厂采取挺价措施之后，重庆几家主要钢厂，如达钢、水钢、川威钢铁、重庆

钢铁、德钢、建邦等日前也召开座谈会，有意联合挺价。 

  另外，华东地区的钢厂也相继加入“保价”行列。据行业人士透露，目前永钢、南钢、淮钢均向经销

商发出通知，希望价格不要继续下跌。其中，永钢和经销商“打招呼”表示6月钢厂退补不会到位，希望经

销商控制出货价格。 

  来自市场的消息还显示，目前山西地区部分钢厂已对螺纹钢进行了20元/吨的提价，6月10日起执行。 

  混沌天成期货黑色产业研究所所长李伟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如果市场供需基本面不支持，限价措施对

钢铁价格只会产生短期的影响。“短期来看，限价可能使得钢材市场价格难跌，甚至小幅回升。但如果供

需关系没有根本改变，钢价长期下跌的趋势就很难改变，钢厂限价最终会演变为钢厂减产。”他表示。 

  不过，也有行业人士认为，虽然目前部分钢厂出现亏损，但考虑到停产带来的损失会超过目前的亏损

幅度，钢厂是不会主动减产的。但若长期看不到利润回升的希望，钢厂可能才会减产，而目前钢厂对生产

亏损给出的红线是不超过200元/吨。 

  不过，该人士也表示，目前钢厂正面临上半年度大额还款门槛，为争取下半年新增贷款额度，不排除

钢厂在生产亏损200元/吨以上的情况下，继续“死扛”下去。“估计在7月份之前，钢厂不会轻易去减

产。”该人士说。 

6家中国钢企入围全球粗钢产量前十 

日前，国际钢协发布2014年世界主要钢厂产量和排名，我国有28家钢铁企业入围前50名，包括台湾“中

钢”公司，比2013年减少1家。其中，河北钢铁集团、宝钢集团、沙钢集团、鞍钢集团、武钢集团、首钢集

团6家钢铁企业入围前10。 

根据统计数据，2014年全球粗钢产量为16.62亿吨，同比增长1.2%。其中，亚洲粗钢产量达到11.32亿

吨，同比增长1.4%，占全球产量份额从2013年的67.3%略增至68%，增幅较之前有所缩窄。相较2013年，欧

盟、北美粗钢产量亦小幅增长，中东作为钢铁生产规模最小的地区增长强劲，独联体国家和南美洲的产量

出现下降。 

从世界各大钢厂的产量和排名看出，排名前20的大钢厂地位基本稳固。安赛乐米塔尔依旧保持世界最大

生产厂家地位，2014年粗钢产量为9809万吨，新日铁住金公司以4930万吨位居第二，河北钢铁和宝钢分列

第三、四位，浦项重拾第五，而武钢从去年第五退居第八。2014年变化最大的仍是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

2013年因美洲钢铁业务出售及欧洲需求下滑等，粗钢产量下降明显，排名由2012年的第19位退居第28位，

2014年又重新夺回失去的地位，耶弗拉兹集团则退出前20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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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企业文化 冷板月刊 

匡衡的故事 

  汉朝时，少年时的匡衡，非常勤奋好学。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必须干许多活，挣钱糊口。只

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 

  不过，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非常痛苦。他的邻

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

“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 

  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匡

衡听后非常气愤，不过他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书读好。 

  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他借着这微弱的光

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 

  匡衡读完这些书，深感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想继续看多一些书的愿望更加迫切了。

附近有个大户人家，有很多藏书。 

  一天，匡衡卷着铺盖出现在大户人家门前。他对主人说：“请您收留我，我给您家里白干活不报

酬。只是让我阅读您家的全部书籍就可以了。”主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借书的要求。 

  匡衡就是这样勤奋学习的，后来他做了汉元帝的丞相，成为西汉时期有名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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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职工生活 冷板月刊 

       冷板公司真诚祝愿6月份过生日职工：生

日快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One day at dusk, a sheep was enjoying himself at the 
mountainside, while a wolf came out of nowhere all of a 
sudden and intended to eat it. The sheep jumped away 
immediately and used his horns to counter the wolf, cry-
ing out loudly to his friends for help. 

The bull looked through the trees and spotted the wolf, 
running away immediately. 

The horse looked down and spotted the wolf, dashing 
away quickly. 

The donkey stopped his pace and spotted the wolf, 
slipping away quietly. 

The pig passed by and saw the wolf, rushing down the 
mountain right away. 

The rabbit heard the voice of the wolf and darted away 
swiftly. 

The dog heard the cries of the sheep and hurried to the 
mountainside, leaping out of the bushes and biting the 
wolf’s neck. The wolf felt so painful that he exclaimed 
miserably and escaped quickly when the dog loosened 
his bite for breathing. 

After the sheep came back home, all his friends came 
up to visit him. 

The bull said, “Why not tell me you were in danger? I 
could use my sharp and sturdy horns to hook out the in-
testines of the wolf.” 

The horse said, “Why not tell me you were in danger? 
My strong hooves could stamp broken the wolf’s head.” 

The donkey said, “Why not tell me you were in dan-
ger? I could shout the wolf away with my formidable 
voice!” 

The pig said, “Why not tell me you were in danger? I 
could use my big mouth to crush the wolf down the 
mountain.” 

The rabbit said, “Why not tell me you were in danger? 
I am good at running and could ask others to help.” 

Among all of them, only the dog did not say anything. 

傍晚，一只羊独自在山坡上玩，突然从树林中
窜出一只狼来，要吃羊，羊跳起来，拼命用角抵抗，
并大声向朋友们求救。 

牛在树丛中向这个地方望了一眼，发现是狼，
跑掉了； 

马低头一看，发现是狼，一溜烟跑了； 

驴停下脚步，发现是狼，悄悄溜下山坡； 

猪经过这里，发现是狼，冲下山坡； 

兔子一听，更是箭一般离去。 

山下的狗听见羊的呼喊，急忙奔上坡，从草丛
中跳出，一下咬住了狼的脖子，狼疼得直叫唤，仓惶
逃走了。 

羊回到家中，大家都来了。 

牛说：“你怎么不告诉我？我的角可以剜出狼
的肠子。” 

马说：“你怎么不告诉我？我的蹄子能踢碎狼
的脑袋。” 

驴说：“你怎么不告诉我？我一声吼叫，下坡
狼的胆。” 

猪说：“你怎么不告诉我？我用嘴一拱，就让
它摔下山去。” 

兔子说：“你怎么不告诉我？我跑得快，可以
其他动物帮助啊。” 

在这闹嚷嚷的一群中，唯独没有狗。 

    真正的友谊，不是花言巧语，而是关键时刻帮
你，在你需要的时候，默默为你做事的那个人。谁是
你真正的朋友，而你又是谁真正的朋友？  

刘文杰  倪  庄  刘丽娜  刘俊霞  殷春祥  刘立柱  

戴  明  李  伟  白玉江  武  煜  窦英存  朱跃民  

徐宝雨  杨瑞宝  赵文通  李小朋  王永刚  李汝义  

任亮亮  吴新星  张霁虹  郑建和  孙志祥  李  朋  

罗庆丰  王明超  马俊英  李  森  许建佳  苏子刚   

张  博  冯芝轩  高  强  蔡大超  张  浩  许  海  

杨  虹  高彦峰  刘玉翰  赵  鹏  邵  强  李紫明  

刘  彧  马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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