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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勇一行领导 

莅临冷板公司视察并指导工作 

参观冷板公司现场 

理周欣、王鹏，冷板公司副总经理刘冬生、胡青峰、黄

智铭，冷板公司中层干部及部分管理人员约40余人出席

会议。 

刘华鹏在会上指出，目前行业形势严峻，对标工作

不能局限于数据，要提升高度，形成广义、全方位的对

标，借以培训的机会学习其他先进单位的理念，流程及

管理细节，坚持以公司经营理念为准绳，核心价值观为

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把握好“质量、成本、服

务”等工作重点实现完善自我。同时他指出必须重新界

定新产品概念，抛弃旧观点，形成“要有市场，质量稳

定，成批量，有效益”的新产品理念，以实现“由顾客

口中宣传”为主要依据的品牌效应。 

最后刘华鹏强调对标工作必须与绩效考核工作相结

合，月度考核势在必行，并且要形成持之以恒，行之有

效的优化考核制度，以提升公司整体综合竞争力。 

冷板公司召开“冷板公司2015年对标任务动员会” 

冷板公司2015年对标任务动员会现场 

3月9日，滨海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勇，副区长

金东虎一行领导莅临冷板公司视察并指导工作。轧一集 

团副总经理、冷板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刘华鹏陪同接待。张勇一行领导到达冷板

公司后，第一时间前往生产车间进行参观视

察，过程中，刘华鹏对冷板公司现状、产品结

构、海外营销、未来规划等相关情况做出介

绍，并结合现场情况直观地对生产、装备、工

艺等分别进行了详细说明。 

参观之后，张勇对冷板公司整体发展、经

营理念、生产运营以及项目建设等给予充分肯

定，对随行人员提出要强化服务企业的意识，

增强政府部门与企业的沟通，切实帮助企业解

决实际问题，帮助企业促进上下游结合，带动

产业链内企业共同发展，增强多方互利共赢，

最后他希望轧一集团及冷板公司今后不断完善

自身建设，不断再创佳绩！ 

    3月6日，轧一集团“深入对标挖潜落实2015年任

务动员会”后，冷板公司随即召开了“冷板公司2015

年对标任务动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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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一集团副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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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行业动态 冷板月刊 

全力推进钢铁企业转型升级再创辉煌 

产能严重过剩、产品档次不高、创新能力不强、企业管

理水平较低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市钢铁产业的发展。

钢铁企业要认清形势，切实增强转型升级的紧迫感，着

力在提质、增效、升级上下功夫，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

扭转被动局面，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陈学军强调，要坚持把钢结构产业化作为重大战略

工程，大力引进发达国家的集成技术和设计、施工团

队，推进工厂化生产、组装式施工，最大限度地缩短开

发进程，尽快把钢结构打造成唐山的领军产业。要学习

借鉴国内外先进企业经验，着力加强企业管理，从规

模、效益、机制、市场等方面，广泛开展与同行业的对

标，实施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不断增强企业的内生动

力。要严控企业财务成本，着力破解融资难题，有效防

范金融风险。要加快化解过剩产能，通过联合重组、减

量搬迁等有效途径，全面完成省达我市的年度目标任

务。要强化责任意识，以新《环保法》为统领，下大力

抓好企业节能减排各项工作的落实。各县(市)区、市直

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千方百计为企业搞好

服务，与企业一道攻坚克难、共渡难关。 

  座谈会上，王久宗、刘建立、辛志纯、杨宝林分别

讲了具体意见。唐钢、首钢京唐、国丰、瑞丰、津西等

钢铁企业代表在会上发言。 

  相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及相关企业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 

宝钢冷卷出厂价三个月以来首度下调 

    据宝钢东方钢铁在线官网3月10日晚间发布

宝钢股份2015年4月份价格，其中热轧板卷价格

下调100元/吨，幅度达2.4%。值得注意的是，除

热轧板卷价格下调外，冷轧板卷本次也下调100

元/吨，幅度达2.4%，这是今年3个月以来的冷轧

板卷价格首次下调。 

  众所周知，冷轧板卷作为宝钢最主要的钢材

产品，主要用途在于汽车制造方面。据业内人士

表示，宝钢此次的冷轧板卷价格下调，主要是考

虑到三个因素，一是近期矿价方面下跌较为明

显，相关指数已经跌破60美金，矿价的大幅度下

调给宝钢降价提供了基础条件。二是宝钢方面日

系车订单较多，去年以来下滑较为明显，年后下

游厂家开始进入开工黄金期，为保证订单，宝钢

此次价格下调也势在必行。 

             3月11日上午，唐山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学

军主持召开钢铁企业座谈会，深入分析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共同研究加快钢铁企业转型升级、再创辉煌

的具体措施。他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破解发

展难题，在新常态下全力推动钢铁行业转型升

级、再创辉煌。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久宗，市委常委、

副市长刘建立，市政府特邀咨询辛志纯，副市长

杨宝林，市政府秘书长王正英出席会议。 

  陈学军指出，钢铁行业是我市的支柱产业，

曾经创造了许多辉煌，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

多挑战的新常态，随着市场和形势的发展变化，

三是湛江项目年内将会投产，冷轧和热轧板卷方面产量

均会有明显上升，宝钢需要通过降价，逐渐缩小和其他

钢厂的差距。 

  由于节后订单争抢高潮掀起，国内钢价和国家矿价

又双双下行，预计其他钢厂也会跟进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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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企业文化 冷板月刊 

诚实是人生的命脉，是一切价值的根基——德莱塞 

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富兰克林 

马先驯而后求良，人先信而后求能——《准南子》 

如果习惯于说空话，最可敬的人也会失掉尊严——格言 

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邓小平 

励志小故事： 

    秦末有个叫季布的人，一向说话算数，信誉非常高，许多人都

同他建立起了浓厚的友情。当时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得黄金

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后来，他得罪了汉高祖刘邦，被悬赏捉

拿。结果他的旧日的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惑，而且冒着灭九族的危

险来保护他，缍使他免遭祸殃。一个人诚实有信，自然得道多助，

能获得大家的尊重和友谊。反过来，如果贪图一时的安逸或小便

宜，而失信于朋友，表面上是得到了“实惠”。但为了这点实惠他

毁了自己的声誉而声誉相比于物质是重要得多的。所以，失信于朋

友，无异于失去了西瓜捡芝麻，得不偿失的。 

  美国芝加哥一个公司向一家工厂订了3万套刀叉餐具，双方商

定的交货日期是9月1日。这个商人必须在8月1日从本港运出货物，

才能在9月1日如期交货。 

  但是，由于出现了意外，这家工厂没能在8月1日赶制出3万套

刀叉餐具。工厂老板陷入了困境，但他没有找任何借口来逃避，因 

 

出高价运费也要把货送到： 为不能如期交货，就等于是违反合

同，就会失去信用。结果，这位老板

花巨资租用飞机送货，3万套刀叉如

期交货了，为此老板损失了1万元。 

  言必信，行必果。无论出现什么

情况，说到就一定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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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职工生活 冷板月刊 

       冷板公司真诚祝愿3月份过生日职

工：生日快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王  宁  李印起  张立华  邱玉龙  孙雅丽  王  凯   

李  宁  范宝龙  田  龙  孙  鹏  崔贯英  戴晨鉴   

刘  武  刘  勇  史立宝  王家明  朱  晨  勾  振   

张洪青  曹学明  刘  宏  蔡国强  潘  龙  刘靓焱   

刘  萱  唐广浩  张永昌  赵国新  王连宇  齐长春 

李树峰  程俊瑞  张俊宁  黄春元  李  琳  于  欢   

赵胜昌  张  斌  韩伟涛  刘桐江  潘国明  赵  云   

苏  强  范洪运  李  彬  王春山  王齐刚  刘  诚   

方向明  郭治忠  常春晖  杨以刚  陈立华  曹学信   

黄春禄  黄文庆  刘东泰  石宝刚  杨文君  张洪彬 

张  涛  张悦欣  郑  辉  黄文芳  张妍妍  王胜江   

归  林  邢  宸  朱流畅  程晓波  陈  新  杨建光 

After a heavy rain, a spider was climbing hard towards 
his broken net on the wall. Because the wall was too 
wet, the spider fell down after reaching a certain height. 
But he continuously climbed up and fell down again and 
again. 
The first man saw it, sighed heavily and said to himself 
“My life is just like that spiders’, busy all the time but 
getting nothing.” He became increasingly depressed. 
The second man saw it and said “What a stupid spider. 
Why doesn’t it make a detour to a drier place? I’d never 
be that stupid.” So he became smarter. 
 The third man saw it. He was quite moved by the spi-
der’s perseverance and said to himself, “I won’t let a lit-
tle spider be stronger and more persistent than me. I’ll 
learn from his example and become stronger.” and he 
did. 
大雨过后，一只蜘蛛努力的爬向它墙上的破网。由

于网太湿了，蜘蛛爬到某一高度就会掉下来。但是

它不断得向上爬，然后再一次次掉下来。 
第一个人看见它，深深得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

“我的人生就如同它的一生， 天天碌碌无为。”他

变得更加沮丧了。 
第二个人看见它说道：“多蠢的蜘蛛啊，为什么它

不绕道去一个干一些的地方呢？我永远不会那么傻

的。”因此，他变得更聪明了。 

第三个人看见了它。他被蜘蛛的坚持不懈深深得感

动了，自语道：“我不会让一只小小的蜘蛛比我还

有坚强，还要坚持不懈，我要向它学习，变得更强

大。”他的确做到了。  

注：找对方法，坚持不懈 

26个英文字母中暗藏的人生哲理 
A  Acknowledging（感激）感激生活给予你的一切 
B  Belief（信念）做事有坚定的信念 
C  Confidence（信心）对自己充满信心 
D  Dreaming（梦想）拥有梦想 
E  Empathy（共鸣）为人着想 
F  Fun（乐趣）享受学习的乐趣 
G  Giving（给予）助人为乐 
H  Hope（希望）生活充满希望和阳光 
I  Imagination（想象力）展开想象的翅膀奋力飞翔 
J  Joy（欢乐）给朋友带来欢乐 
K  Knowledge（知识）不断学习各种知识 
L  Love（爱心）奉献爱心 
M  Motivation （激励）激励自己，超越自我 
N   Nice（友善）即使对陌生人也保持一颗善心 
O  Openness（开化）敞开胸怀，接受新事物 
P  Patience（耐心）坚持就是胜利，耐心等待成功 
Q  Quiet（安静）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反省自己 
R  Respect（尊重）尊重所有的种族、宗教、文化、信仰
及价值观 
S  Smile（微笑）用微笑面对绝望的困境 
T  Trust （信任）信任亲戚、朋友和其他人 
U  Unity（团结）与周围的人团结一致，和平相处 
V  Voice（声音）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W  Weakness（缺点）正视自己的缺点 
X  X factor（未知因素）挖掘自己的潜力 
Y  Youth（少年）今日少年，明日栋梁 
Z  Zeal（热情）对生活充满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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