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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一集团二届八次职代会在冷板公司召开 

冷板公司首届九次职代会顺利召开 

    2月6日，轧一集团二届八次职工代表大会在冷板公司隆重召开。冶金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刘玉全亲临

大会并作重要讲话，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胡凌冰，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沈国俊，轧一集团领导班子和职工

代表160余人出席了大会。轧一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杨泽普作行政工作报告，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天旭

做总结讲话，大会由工会主席刘树园主持。 

大会共分八项议程进行： 

一是由杨泽普做了题为《深入对标 强化管控 打造精品 全面提升轧一钢铁集团适应新常态的能力》的

行政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2014年的各项工作，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分析了当前的严峻形势，部署了

2015年各项工作任务。报告主题明确、要求具体、客观务实，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 

二是冶金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刘玉全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指出，轧一集团的《行政工作报告》实事

求是，总结分析准确到位，安排部署全面有力。 

三是各单位分组讨论《行政工作报告》。 

四是轧一集团副总经理刘瑞钧宣读《决议》草案，经表决，全体代表一致通过。 

五是杨泽普分别与集团下属各单位领导，签订2015年度目标责任书。 

六是召开轧一集团2014年度表彰大会，轧一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耿玉泉宣布《2014年度表彰决

定》，冷板公司供销部荣获2014年度轧一标兵集体，胡青峰、李晓晖荣获2014年度轧一标兵荣誉称号。轧一

集团领导和大会执行主席向获奖人和集体颁奖。 

七是进行大会表态发言，轧一标兵集体代表、迁安轧一物资管理科科长付正娟，轧一标兵代表、冷板公

司镀锌分厂厂长李晓辉，先进集体代表、物流公司副总经理张宏明进行了典型表态发言。 

八是冶金集团副总经济师、轧一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天旭做题为《磨练钢铁意志  坚定发展信念 

为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坚实的政治保证》总结讲话，讲话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确保完成全年

各项目标任务；坚定信心、稳中求进，切实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突出重点、扎实推进，充分发挥党组

织政治核心作用三个方面，就深入贯彻本次大会精神，认真落实2015年各项目标任务，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分组讨论时，胡凌冰在王天旭和轧一集团副总经理、冷板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华鹏的陪同

和讲解下，对冷板公司生产车间和板带材研究进行了参观。 

职代会闭幕后，冷板公司职工代表纷纷表示，此次职代会不仅关注员工切身利益，还深刻关注企业发

展、共谋企业发展大计，促进企业和谐发展。冷板公司职工将紧密围绕职代会精神，抢抓机遇，为实现2015

年各项任务目标而努力、奋斗！ 

2月13日上午，冷板公司在办公楼多功能厅召开了首届九次职工代表大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冷板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华鹏作行政工作报告。冷板公司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和职工代表约60余人出

席会议。 

大会由刘华鹏作题为《以人为本 务实创新 推行卓越绩效管理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国际化竞争力而努力奋

斗》的行政工作报告。报告紧扣轧一集团二届八次职代会精神和目标任务，对冷板公司2014年的工作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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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轧一新闻 冷板月刊 

上接第一版 

全面客观的总结，深入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深入查找存在不足，统一思想，认

清形势，团结一致，深入挖掘成本潜力，剖析质量、设备管理、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问题，查找创新力、执

行力和基础管理工作中有待改进的方面，并针对如何实现2015年的各项目标和任务，刘华鹏围绕十个方面对

2015年工作提出要求： 

一、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打造核心价值观 

二、继续深入推进精益化管理，保证生产组织的准时化 

三、打造特色产品服务，树立品牌效益 

四、加强设备点检和维护，提高设备开动率 

五、以技术进步为手段，提升产品质量，促进节能减排 

六、树立成本意识，加快资金周转速度 

七、推行卓越绩效管理，提升基础管理水平 

八、打造优秀员工团队，做好梯队建设 

九、紧抓安全和综合治理工作不放松，创平安企业 

十、严格把控时间节点，建精品工程 

会后，职工代表对行政工作报告肯定的同时，表示要深入领会冷板公司的核心价值观：“责任、诚信、

务实、挑战、学习、感恩”，并将核心价值观深入贯彻到实际工作当中，为实现目标任务和冷板公司的飞跃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冷板公司召开安委会扩大会议 

    2月13日上午，冷板公司在办公楼多

功能厅召开了2015年冷板公司安委会第

一次扩大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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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板公司副总经理刘冬生、胡青

峰、黄智铭，冷板公司中层干部和职工

代表约6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由生产运

行管理部副部长高强主持。 

    刘华鹏在会上指出，目前行业形势

严峻，安全工作至关重要，安全生产是

所有工作的基础，各级领导要认真学习

新《安全生产法》，以“一岗双责，党

政同责，齐抓共管”为准则，明确责

任，加大安全管理力度，把安全生产工

作深入扎实、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保持

安全工作永远在路上。最后，刘华鹏对

两节期间的安全工作提出要求：各级领

导要把节前教育工作落实到每位员工，

认真执行操作规程及相关制度，不能麻

痹大意，确保全公司两节期间安全生产

形势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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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党风廉政 冷板月刊 

临近春节，为进一步做好廉政教育工作，加强公司党风

廉政建设，夯实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思想防线，2月9日、10

日，冷板公司党委按照渤钢集团纪委、冶金集团纪委和轧一

集团纪委的要求，组织公司中层以上领导、重点防范岗位人

员和全体党员观看了廉政教育片——《道》和电视专题片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正风肃纪纪

实》。 

通过此次组织观看廉政教育片，进一步教育和引导公司

中层以上领导干部、重点防范岗位人员和全体党员对党的八

项规定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警示大家要常思贪欲之

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遵守党纪国法，严格执行公司的各

项规定。大家纷纷表示要引以为戒，在以后的各项工作中要

防微杜渐，警钟长鸣。 

冷板公司党委组织观看廉政教育片 

观看廉政教育片 

观看廉政教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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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企业文化 冷板月刊 

       冷板公司真诚祝愿2月份过生日职工：生

日快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黄智铭  赵兴臣  李长亮  蒋文利  王少康  孟庆龙  

张  辉  刘  彬  张  杰  孙  磊  董云龙  王  勇  

杨志义  王  健  王  健  王勇刚  于  洋  刘泽军  

孙  权  李晓欣  郭庆浩  曹启亮  邢华刚  窦树满  

张  强  师  珊  石冬青  刘洪刚  赵天宇  王红梅 

赵  彬  陈冠宇  王长春  杜  飞  李善伟  伊  欣  

王家祥  唐广建  刘元凯  崔洪宇  王利鹏  张  茜  

王  旭  王  斌  李博坤  陈  磊  殷  霞  刘志刚  

穆媛媛  王  斌  王文焘  徐洪森  尹洪寅  张  强  

刘海军  母春鸣  冯洪国  李和春  谭  龙  杨庆华 

李向岺  齐  磊  孙文浩 

       上帝那里没有现成的果实  

       三个人千辛万苦找到了上帝，请求他给予帮助。上帝问

他们各需要什么。第一个人说他要一座大宅院；第二个人

说，他要一个农庄；第三个人说他要一块大金条。上帝说他

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上帝给了第一个人一堆砖头，给

了第二个人一袋种子，给了第三个人许多沙子。 

       No Ready-made Fruit in God’s Hand    

       Three guys finally got the God through trials and er-

rors. They were eager to ask God for help. Right after 

the God asked what they want, the first man claimed a 

big courtyard, the second a farmstead, and the third a bar 

of gold. God promised them. At last, the first man was 

given a pile of bricks, the second a bag of seed and the 

third a mass of 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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