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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按照《轧一集团开展“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实施方案》要求，轧一集团副总经理、冷

板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华鹏为冷板公

司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

课，并以此为标志，冷板公司“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正式启动。集团公司审计监察部副部长田学斌和

团委书记杨昊参加会议，冷板公司全体中层以上领

导干部参加了党课学习。 

本次专题党课紧扣“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主

题，联系公司党员思想、工作和作风实际，按照专

题党课“三个讲清楚”的要求，重点讲授了开展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不

严不实的具体表现和严重危害以及公司落实“三严

三实”的实践要求和具体举措。此次党课上，还就

冷板公司领导班子在“不严不实”方面存在的问

题，及对活动开展方面广泛征求了意见建议。 

最后，刘华鹏强调，要将此次专题教育活动与

公司百日管理整顿活动相结合，长期深入扎实地开

展，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冷板公司召开“三严三实”专题党课 

专题党课现场 

6月23日，冷板公司召开百日管理整顿活动启动

会，冷板公司副总经理黄智铭宣读百日管理整顿方

案，冷板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华鹏做重

要讲话。公司副总经理胡青峰、刘冬生和各部门主管

及作业长、科长出席会议。会议由企业运行管理部部

长常晓蕊主持。 

此次冷板公司百日管理整顿活动开展时间从6月23

日到9月30日，由刘华鹏担任组长，黄智铭、胡青峰、

刘冬生担任副组长。活动覆盖公司所有部门（全体员

工）和各管理流程及现场，整顿重点为仓库管理、设

备管理、安全和消防及门禁管理、生产准时化、现场

管理、质量管理、制度流程建设和劳动纪律方面，活

动方案明确地要求了开展阶段和相关要求内容。 

针对管理整顿活动，刘华鹏要求要切实抓好此次活

动，要把这项活动当成一场企业生死存亡的保卫战，

要牢固内部管理，以不变应万变，才能在当前恶劣的

市场形势下站稳脚跟。同时他从管理整顿活动开展的

八个方面阐述了整顿要求。最后，他强调此次活动必

须传达到每一名员工，决不允许任何部门搞变通，走

形式，走过场。要加大落实力度，通过自查、互查等

形式确保管理整顿工作取得实效。 

冷板公司召开百日管理整顿活动启动会 

启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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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上半年净利下滑近三成 

    今年以来鞍钢股份的业绩一直呈下滑趋势。
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鞍钢股份一季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0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93%。公司表示，钢铁市场持续低迷，钢铁价格
下滑，造成企业亏损。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钢铁市场的持续疲软，
各大钢铁企业的业绩也因此受到影响出现大幅下
滑。据了解，同期，首钢股份也发布半年度业绩
预告，该公司净利亏损2亿-3亿元，而首钢股份在
公告中对业绩下滑的解释同样为钢铁市场的低迷
及价格的下滑。 

  针对我国钢铁市场的持续低迷现状，业内人
士认为是受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一系列大宗商
品的需求受到冲击，其中包括铁矿石、钢铁和
铜。此外，由于高温淡季持续，需求不但没有改
善反而越发下降，而受“买涨不买跌”市场心态
的影响，有些终端客户甚至可能放弃采购计划。 

         昨日，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钢股份”)
发布2015年半年度业绩预警公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1.55亿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下降约26%。 

  鞍钢股份在公告中称，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钢材

市场急剧恶化，价格持续深幅下滑，市场宽松度指标收

窄，效益空间被大幅压缩。该公司表示，虽然采取非常

有力的降本增效措施，竭力消化市场减利因素，并出售

公司持有的部分株冶集团股票，但依然不能弥补钢材价

格下跌带来的效益损失，这使得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降低。 

巴西钢铁工业陷入史上最大危机 

    近期，位于米纳斯吉拉斯州的Vallourec&SumitomoTubosdoBrasil厂(VSB)临时中止了招工，该厂目前

有1400名员工；巴西第二大钢铁企业米纳斯吉拉斯钢铁公司(Usiminas)在今年6月中止了2座高炉的生产。 

 受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事件的影响，巴西已经有6座高炉停产，但并没有像今年一样有如此大规模

的解雇浪潮。从2014年5月开始，仅仅1年的时间里，巴西钢铁厂的平均开工率还不足70%，年产能仅为3400

万吨。 

    近期巴西经济陷入了经济增长放缓的怪圈，汽车、家电、建设和机械等主要需求行业低迷，钢材需求

也出现了骤降。巴西钢铁协会预计，如果这种糟糕的局面继续下去，未来钢铁及相关产业的约4千名岗位还

会减少。目前有包含2座高炉，4家炼钢厂，4家轧钢厂在内的20家钢铁厂已经关门或中断了生产，如果钢铁

企业及相关制造企业不能寻求有效的对策，那么这场危机还会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巴西的第一钢材出口

国——中国也增加了非关税壁垒，出口形势也不容乐观。 

    巴西钢铁批发协会发布称，将今年钢铁产业的整体收益降幅从5%上调至12%。随着钢铁产业收益下滑，

相关制造行业也难以幸免，这对于巴西整体GDP以及经济都将是巨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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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边作工的，其中有一个漂母，很同情韩信的

遭遇，便不断的救济他，给他饭吃。韩信在艰难困

苦中，得到那位以勤劳克苦仅能以双手勉强糊口的

漂母的恩惠，很是感激她，便对她说，将来必定要

重重的报答她。那漂母听了韩信的话，很是不高

兴，表示并不希望韩信将来报答她的。后来，韩信

替汉王立了不少功劳，被封为楚王，他想起从前曾

受过漂母的恩惠，便命从人送酒菜给她吃，更送给

她黄金一千两来答谢她。这句成语就是出于这个故

事的。它的意思是说：受人的恩惠，切莫忘记，虽

然所受的恩惠很是微小，但在困难时，即使一点点

帮助也是很可贵的；到我们有能力时，应该重重地

报答施惠的人才是合理。 

    我们运用这成语时，必须透澈的了解它的含

义，第一，真心诚意的乐于助人的人，是永远不会

想人报答他的；第二，有钱人对穷人的救济，那是

一种捐助，即使穷人真有一天得志了去报答他，也

不能称之谓“一饭千金”;第三，最难能可贵的是

在自己也十分困难的情形下，出于友爱、同情的去

帮助别人，这样的帮助，在别人看来，确是“一

饭”值得“千金”的。 

一饭千金 

    帮助汉高祖打平天下的大将韩信，在未得志时，

境况很是困苦。那时候，他时常往城下钓鱼，希望碰

着好运气，便可以解决生活。但是，这究竟不是可靠

的办法，因此，时常要饿着肚子。幸而在他时常钓鱼

的地方，有很多漂母（清洗丝棉絮或旧衣布的老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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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nce President Roosevelt’s house was 

broken into and lots of things were stolen. 

Hearing this, one of Roosevelt’s friends 

wrote to him and advised him not to take it 

to his heart so much. President Roosevelt 

wrote back immediately, saying,” Dear 

friend,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to com-

fort me. I’m all right now. I think I 

should thank God. This is because of the 

following three reasons: firstly, the thief 

only stole things from me but did not hurt 

me at all; secondly, the thief has stolen 

some of my things instead of all my things; 

thirdly, most luckily for me, it was the 

man rather than me who became a thief…”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家曾经失窃，财物损失严

重。朋友闻此消息，就写信来安慰他，劝他不必

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罗斯福总统很快回信说：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来信安慰我，我一切都很

好。我想我应该感谢上帝，因为：第一，我损失

的只是财物，而人却毫发未损;第二，我只损失了

部分财物，而非所有财产;第三，最幸运的是，做

小偷的是那个人，而不是我……” 

It was quite unlucky for anyone to be 

stolen from. However, President Roosevelt 

had such three reasons to be so grateful. 

This story tells us how we can learn to be 

grateful in our life. 

    对任何人来说，家中失窃绝非幸事。但是，

罗斯福总统却能找到三个感恩的理由。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会感恩。 

冯志勇  刘新江  王  伟  于凤强  袁国文  普艳坤  

苏洪磊  王  超  李美健  赵光明  闫青华  张  胜  

沈  晨  李  浩  姜  浩  李永恒  付国基  张  城 

刘振宇  李俊辰  王军利  徐鹏飞  郭  亮  刘国建  

张洪涛  刘广宁  马少飞  李晓晖  王建琦  钱  蕾  

王  晋  秦  宇  罗鸿斌  井庆伟  王云鹏  冯振江 

林一超  陈  楠  甘占元  王  超  高  明  陈继伟  

李  涛  刘  辉  孟兆武  任辉源  孙贵林  孙  凯  

王富鑫  王  鹏  王维明  张  含  强  萌  何府泽 

马大伟  王  帅  杨  咏  纪银环  王  伟 

       冷板公司真诚祝愿7月份过生

日职工：生日快乐，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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