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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渤海钢铁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吕春风，冶

金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胡凌冰莅临冷板公司视察并指

导工作。轧一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天旭，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杨泽普，轧一集团副总经理、冷板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华鹏等陪同。 

    吕春风到达冷板公司后首先视察第二冷轧分厂生产情

况，对里碑设备搬迁后实现技术突破生产出0.2毫米超薄规 

渤海钢铁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吕春风一行莅临冷板公司视察指导工作 

渤海钢铁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吕春风一行领导莅临冷板公司视察并指导工作 

格冷轧板带表示充分肯定。在随后的参观中，他边

看边问，在了解冷板公司生产、经营、财务和未来

发展规划等情况的同时，还详细了解了冷板公司贷

款状况，盈利情况及资金周转等情况。 

参观结束后，吕春风对冷板公司产品定位、国

际市场开发、技术合作以及2015年第一季度盈利情

况等再次表示肯定，并提出：一、冷板公司应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在做实做强自身的同时要争取早日

上市；二、要在保持现有生产投资规模的基础上不

断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值；三、要大力加强研发新

产品和新工艺，不断加强与同行业高水平企业的对

标学习，与国际接轨打造自身品牌；四、要想方设

法不断降低财务成本，拓宽资金渠道，实现效益最

大化。最后，他希望冷板公司在发展好自己的同时

带动渤钢集团下属其他企业共同进步，并为冷板公

司上市及长远发展提供相应的帮助。 

陪同领导纷纷表示不会辜负期望，在今后工作

中继续深挖潜能、查找不足、不断完善自身建设，

以冷板公司为亮点不断推进整体发展。 

3月25日，0.2毫米超薄规格冷轧板带从冷板

公司二冷轧分厂3#轧机成功下线，标志着3#轧机

自调试以来已经达到了其合同签订的设计能力,并

首次经一轧程从2.3mm成功轧制0.2mm,总的压下率

达到91.3%，成品道次厚度波动最终控制在±

5µ。此次超薄规格产品的生产实现了该轧机的新

突破。3#轧机改造自MINO的1450mm四辊可逆轧

机，公司技术人员与宝钢技术人员在生产调试过

程中对轧机设备及控制系统进行了一系列的升级

改造，测厚仪参数优化、乳化液加热系统及搅拌

系统的改造、空气吹扫系统改造等，为轧机的顺

利生产创造了条件。 

冷板公司二期项目成功突破0.2mm 

0.2mm超薄规格冷轧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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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行业动态 冷板月刊 

宝钢聚优发力钢铁电商 

    宝钢股份总经理戴志浩日前表示，顺应行业大

势，宝钢重点发力钢铁电商，今年的交易目标是1000

万吨，再上一个新台阶。此外，总投资500亿元的湛

江项目，未来还会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在参加“首届中国(上海)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

峰会系列活动”时，戴志浩介绍，作为中国钢铁业结

构调整的重要探索，宝钢湛江项目的进展好于预期，

到2016年上半年一期工程近900万吨的产能将实现投

产。 

  在优化产业布局的同时，宝钢重点发力钢铁电商。2014年宝钢电商业务收入151亿元，同比增长331%。

销量达到450万吨，位居行业前列。戴志浩表示，虽然背靠宝钢这棵大树，但电商应该是第三方的平台，非

宝钢产品的成交占比达到60%以上。合适的时候，不排除将电商平台分拆上市的可能。 

  与贸易商、互联网企业主办的钢铁电商相比，戴志浩认为宝钢电商的优势是公信力。“像钢铁这种

B2B电商，与B2C电商有很大不同。B2B电商的单笔交易金额，经常达到百万元级别，没有公信力，你跑路

了用户怎么办?另外，钢铁产品对物流配送的要求很高，宝钢目前在全国建有60多个加工配送中心，这也

是其他平台所不具备的。” 

酒钢冷轧不锈钢产品热销国际市场 

        酒钢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出现热销。据嘉峪关市国税局通报，今年1-3月，酒钢公司申报冷轧和不锈

钢等出口货物20470吨，出口额1715.51万美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86.37%、434%。其中1月出口量达

11303吨，单月出口突破万吨大关。为此，嘉峪关市国税局对酒钢公司开通了“出口退税绿色通道”。 

国内钢市再度进入下跌通道 全球矿价了无暖意 

    钢价跌幅又在加大，国内钢市重新进入下跌通道。全球铁矿

石市场在10年来低位平台上“起也起不来”，全球主要矿商只能

以“降本扩产保市场”的被动战略来勉强“过冬”。 

  据国内知名钢铁资讯机构“我的钢铁”提供的最新市场报

告，最近一周，国内现货钢价综合指数报收于92.87点，一周下

跌2.19%，跌势在扩大。 

  据分析，在建筑钢市场上，价格依然在下跌。上海、南京等

地吨价一周下跌10元至140元。在上海市场上可以看到，市场需

求难以放量，商家信心随之偏向悲观，加上下一步钢厂的发货力

度将加大，商家的出货压力也会进一步加大。京津冀市场的价格

也大幅下跌，市场成交并无起色。 

  在板材市场上，价格也在全线下跌。热轧板卷价格上海、南京等地吨价一周下跌20元至100元。在京津

冀市场上，前一段时间的上涨像过眼烟云一样，目前价格大多已跌回涨前的水平，市场心态悲观。 

  全球铁矿石市场的“冬季”绝不会轻易过去。据相关机构的最新报告，在国产矿市场上，河北地区铁

精粉价格趋弱。新近，国家下调铁矿石资源税征收比例的决定正式出台，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国内矿山企

业生产及经营的成本。但总体来看，当前相当一部分国内矿山企业处于严重亏损状态，降税及下调电价方

案很难从根本上扭转铁矿石企业经营困难的现状。 

  相关机构分析人员认为，最新数据显示，3月下旬，中钢协会员企业日均粗钢产量环比下降2%以上，创

出2013年1月下旬以来的旬度日均产量新低。当前，国内钢市终端需求的启动不及预期，市场悲观情绪进一

步蔓延，短期内国内钢价的跌势仍难以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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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企业文化 冷板月刊 

每个人的个性尽管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依据做事的目的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务实之人，

另一种是虚浮之人。 

务实之人，无论说话做事都讲究实效，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绝不好高骛远。 

虚浮之人，说话做事总显得眼高手低，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总是沉溺于幻想之中，希望生活像

雨后的彩虹，高高地挂在天上。明知不可能触手可及，却以为会身临其境。 

夫生天地之间，无非凡夫俗子，偶有少数非常之人，也只是表现在肯吃常人不肯吃之苦，肯用常人不

肯用之功而已。若是他们也图享常人之乐，仅用常人之功，又岂能成为非常之人？既然大多数人不可能成

为非常之人，那么，除了务实之外，又岂能允许虚浮哩！ 

历览古今群贤，大凡有成就之人，无一不是务实之人。譬如：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都是务

实之人的例证。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江河若拒绝接纳涓涓细流，就无法成其为江河。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集腋成裘。谁也无法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妄想构筑桃花之源，乌托之邦，永远只能停留在空想之

中。 

务实之人讲求学以致用，不图华丽，就像太极拳法，看似平淡无奇，却能以柔克刚。 

务实之道之于学生更是重要，读书之人，非勤学苦练，持之以恒，不能有所收获。所谓天道酬勤，勤

能补拙绝非妄言，实则金科玉律。想做到这一点，非取务实之态度不行。那些心浮气躁之人，囫囵吞枣，

不求甚解，无异于隔靴搔痒，鲜有裨益。 

人的一生，难免经历一些变故。一旦事物发生一些变化，就应该立刻走出原来的角色。如果总是沉溺

于对往事的追忆之中不能自拔，只能说明你不是务实之人。人就得不断地学会适应，所谓，装龙像龙，装

鳯像鳯，装个老鼠要会打洞。不论你先前的经历多么风光，一旦遭遇变故，就得学会收敛。俗话说得好，

虎落平原被犬欺，龙游浅滩被虾戏。此一时彼一时耳。当自己的聪明才智得不到施展和发挥的时候，唯一

的办法就是韬光养晦，以待天时。天生我才必有用嘛！过于锋芒毕露之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檐的

椽子总是先烂。大隐隐于市，大智才会若愚！田娃喜欢鼓噪，不过刀俎之菜，盘中之餐耳！ 

务实之人，该夹起尾巴时，就能夹起尾巴做人。虚浮之人则不然，总是高喊，老子当年比你强多了！

就像阿q骂一声儿子才会比老子阔哩，然后扬长而去。 

虚浮之人最大的弊端就在于，自以为是，刚愎自用。总以为世人皆醉，唯我独醒；世人皆混，唯我独

清。 

    只有充分的采取务实的人生态度，才能真正做到凝神闭气，不断地重塑自己，升华自己！一个务实之

人才能真正做到，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坚持说自己认为在理的话，坚持走自己认为正确的路。至

于，自己的这些做法，说法，走法究竟是对是错，任由别人去评论。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让别人认为自己

是不是应该这样生活，而是要让自己觉得问心无愧。反之，就算于幻想中可以设想出一万个美好，没有具

体的行动也是枉然。所以说，与其做口头上的巨人，不如着行动上的矮子。一万句空话，不如一次具体的

行动，可见务实对于我们多么重要！  

浅析《务实与虚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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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职工生活 冷板月刊 

       冷板公司真诚祝愿4月份过生日职

工：生日快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刁  旭  张  龙  张晓非  张  浩  王国军   

  李  栋  王  寅  何  梦  窦鑫成  王宁宁   

  张  鹏  蒋  帅  王秋见  邓红祥  张  利   

  冯月昊  李祥书  赵立文  贾春田  陈旭东   

  张恩桓  毛  奕  程  军  庄  毅  魏  曾   

  冯鸿福  李  钢  马绍毅  孙家玮  潘  宝   

  张士增  高玉广  邓  堃  高双柱  刘有寅   

  邱承志  孙丽亮  王宗合  杨  彬  张俊峰   

  朱  锴  张玉盛  阴世朋  田路明  王  鹏   

  谢洪军 

励志故事给我的感悟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里面有很多励志的故事，读完我真

的久久不能平静，可以说是受益匪浅。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希望和毅志是获得成功的动力

源泉！”。没有希望就没有动力。我们都知道萤火虫发出的

光芒虽然微弱，但它敢于在黑夜中闪亮；胡杨虽然没有风姿

采采的枝叶，但它却是沙漠中顽强的斗士；小草虽无坚韧的

躯体，但它却有坚强的生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希望和毅志是获得成功的动力源泉！”它也把我带到了现

实的生活中，让我知道：人生需要坚定的信念，要勇敢的面

对生活，漠视所有的困难，在奋斗与搏击中体会生命的意

义！ 

    借口多的人离梦想最远，少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多拿

出点勇气！人的勇气就藏在一念之间，而人生的成与败也藏

匿于一念之间。就像两只脚，本来智慧已经给予了前脚一个

成功的想法，只要多拿出一点勇气给后脚，让它果敢地跟着

前脚走，人就不难迈进成功的门槛。               

    我们公司的实际工作状况不也正是如此吗？我虽然做为

开厂第一批入职这个位列全国500强企业的一名员工，感到

骄傲的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压力，我们都知道现在钢材市场

不太景气，可以说是处于低迷时期，然而只要我们坚持不懈

的努力的做好自己，多拿出点勇气！厄运打不垮信念，我们

只要勇于面对，克服各种困难，敢于前进，我们就有希望。

我们每个人都心寄公司为了公司的明天献出自己的每一分

力，站好自己的每一班岗，相信公司的明天一定会更加辉

煌，钢铁行业的崛起也露出了不可阻挡的峥嵘头角，在不久

的将来公司的明天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王宁宁供稿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one year; 

Ask a student who has failed a final exam.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one month; 

Ask a mother who has given birth to a premature baby.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one week; 

Ask an editor of a weekly newspaper.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one hour; 

Ask the lovers who are waiting to meet.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one minute; 

Ask a person who has missed the train, bus or plane.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one second; 

Ask a person who has survived an accident.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one millisecond; 

Ask the person who has won a silver medal in the 
Olypics. 

Time waits for no one. 

Treasure every moment you have. 

要想知道一年的价值，就去问期末考试不及格的同

学； 

要想知道一个月的价值，就去问那早产儿的母亲； 

要想知道一周的价值，就去问问周报的编辑； 

要想知道一小时的价值，就去问等待相会的恋人； 

要想知道一分钟的价值，那就去问问误了火车汽车

或飞机的人； 

要想知道一秒的价值，就去问大难不死的人； 

要想知道一毫秒的价值，就去问问奥运会获得银牌

的人； 

时间不等人，你拥有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要珍惜。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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