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轧一冷轧薄板有限公司全体员工： 

值此2013年新春到来之际，我谨代表公

司领导班子向全体员工及家属致以新春的问

候。衷心感谢大家为冷板公司的发展所付出

的辛勤劳动！ 

2012年，是我们公司稳步发展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我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绩。公司成功召开了首

届三、四次职代会，在全体职工的努力下，

顺利通过五体系认证工作；镀锌线第一卷合

格镀锌卷流出生产线。此外，海外市场的拓

展，我们在东南亚、南美等地已形成销售网

络，奠定了开发海外市场的基础。这些成绩

的取得，离不开辛勤劳作的员工及家属，在

这里，向大家说声辛苦了。 

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面对日益激烈的

市场竞争，新的一年我们一定要增强忧患意

识，居安思危，艰苦奋斗，勇于面对挑战，

善于抓住机遇，进一步统一思想，苦练内

功，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共同开创公

司发展的新局面。 

旧岁已展千重锦，新年再进百尺杆。让

我们一同种下新年希望的种子，乘着和煦的

春风，朝着灿烂的前景，奔腾捷进！ 

  祝大家幸福安康，工作顺利，阖家欢

乐！ 

   冷板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祝贺冷板公司荣获滨海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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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冶金集团“板带材研究院”成立 

揭牌仪式在冷板公司举行 

1月9日，天津冶金集团“板带材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天津轧

一冷轧薄板有限公司举行。 

天津渤海钢铁集团党委副书记、冶金集团党委书记王开建，

天津市科委总工、高新处处长李彭越，天津冶金集团副总经理刘

玉全，天津冶金集团副总经济师、轧一钢铁集团董事长、党委书

记王天旭，天津冶金轧一钢铁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杨泽普，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副总经理、宝钢工程技术集团工程技术事业部

总经理李麒，天津冶金轧一钢铁集团副总经理、冶金集团板带材

研究院院长刘华鹏等领导出席了揭牌仪式。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

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王国栋教授，中

国冷轧板带协会理事长、宝钢集团陈守群教授等专家也参加了揭

牌仪式。本次仪式还邀请了天津市经济信息委员会、中国冶金

报、冶金集团各兄弟单位及制品研究院的领导出席。揭牌仪式由

杨泽普主持。 

板带材研究院院长刘华鹏首先对研究院的工作任务和相关情

况进行了介绍，天津渤海钢铁集团党委副书记、冶金集团党委书

记王开建向各位专家颁发聘书。 

随后，刘华鹏与在场的四位专家签订了第一批项目的合作意

向书。这四个课题是否能够高效完成，将直接反应板带材研究院

的科技水平。   （下转第三版） 

天津冶金集团“板带材研究院”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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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板公司设备管理高级研修班 

暨师徒结对正式启动 

签约现场全体人员合影 

    上海宝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解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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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4日，设备管理高级研修班暨与宝钢签署师徒结

对带教协议在天津轧一冷板公司正式启动。上海宝钢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解建平，宝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部高级主管施海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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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总经理助

理、冷板公司副总经理马纪贤，冷板公司副总经理付文

舰，以及本次师带徒结对的几位专家和部分学员代表出席

启动仪式。本次启动仪式特别邀请中国冶金报驻天津记者

站站长、首席记者蔡立军出席。会议由付文舰主持。 

   刘华鹏首先代表冷板公司对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的领导和专家们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

迎，并指出本次与宝钢集团合作组织这次师带徒培训，旨

在凝聚人心，鼓足干劲，提高员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解建平在致辞中说，宝钢专家组在此次培训中会详

细讲解点检定修及设备运行维护技术，将多年工作积累的

经验传授给冷板公司的学员。 

   随后，刘华鹏与解建平分别代表天津轧一冷板公司

和宝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签署培训合同协议。 

   据悉，这次培训采取专家系统授课、现场实践、去

宝钢现场实习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内容涉及设备管理方

法和实践、设备运行维护技术以及机、电、仪专业点检技

能现场带教等多个方面。 

   最后，宝钢工业技术的三位专家与学员代表签订师

带徒培训协议。 

集团公司领导到冷板公司听取 
2013年工作部署情况 

 

 

 

 

 

 

 

 

1月9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杨泽普，

集团公司工会主席刘树园，集团公司各部室主要领导

来到冷板公司听取2013年工作部署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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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板公司副总经理马纪贤、付文舰、刘冬生、胡

青峰等领导参加会议。 

刘华鹏汇报冷板公司传达了集团公司办公会的精

神，全面部署2013年各方面工作，并提出2013年工作

的指导思想：细化考核指标，加大考核力度；进一步

强化员工队伍建设，推进精益化管理；加大开拓国内

外市场力度；进一步构建稳定的国内外客户营销网

络；为客户提供稳定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为创建轧

一冷板产品的品牌打下基础。 

刘华鹏指出冷板公司2013年将努力抓好十方面工

作。一、公司各主管领导、各部门将继续明确职责划

分，做好横向沟通。二、细化指标，打造信息流和物

流。做好市场预测。三、通过研究院，解决生产中出

现的疑难问题，锻炼研发团队。四、要求采购保效

益，供销继续开拓海外市场，建立销售网络。五、强

化财务职能。六、进一步加强员工队伍建设，打造技

术骨干团队。七、推行五体系考核运行，细化考核指

标。八、扎实推进综治工作。九、扎实抓好安全生产

工作，严防各类事故发生。十、细化党工团任务指

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凝心聚力确保生产经营目标

完成。 

刘树园听完部署后，提出几点要求：提高生产成

本意识，注重效果；强化财务资金管理职能；原料采

购上要踩好点；积极整改落实员工普遍关注的问题。 

    杨泽普在总结性讲话中强调，冷板公司要有计划

生产，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同时要杜绝事故。配合

供销开拓市场。注重各个层面的任务，建设有思想的

企业文化，要做正确引导，有针对性的工作。全面提

升综合实力，力保完成2013年生产指标。 

集团领导听取冷板公司2013年工作部署情况 



出席揭牌仪式的领导与专家合影 

杨荃教授代表专家技术委员会讲话。讲话中指出，各

位专家都是抱着求真务实、攻坚克难的态度投入到科研工

作。在严峻的市场形势下，专家们表示研究院的任务不仅

仅是解决生产中出现的疑难问题，还将肩负着提质降耗，

开发市场，规划发展的重任。 

王天旭在仪式上致辞说，板带材研究院的成立为培育

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科技团队搭建了平台。研究院的 

目标， 为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持， 为打

造内部产业链，优化内部产业结构提供了有力的技术

保证。 

刘玉全在讲话中代表天津冶金集团领导班子对板

带材研究院提出了三点希望。一、研究院要进一步提

高整体的科技创新水平，不断完善各种软硬件条件，

成为名符其实的科研实体。要健全完善以客户为导向

的全流程研发机制，以冷轧深加工为源头，带动迁安

热轧基地，全线提升母材质量和冶炼水平。二、进一

步加强研发创新能力。以新品种、新工艺、新技术的

研发为核心，瞄准高端前沿发展方向，在产品研发、

市场应用、工艺创新上有新的突破。三、拓宽思路，

积极开展产学研活动。联合国内外各大院校、重点实

验室和大型企业的优势资源，提升研究院的综合实

力。广大科技人员要加强学习，向书本和实践学习，

提升学习力。 

最后，由天津渤海钢铁集团党委副书记、冶金集

团党委书记王开建，天津冶金集团副总经理刘玉全为

板带材研究院揭牌。                

    天津渤海钢铁集团党委副书记、冶金集

团党委书记王开建 

天津市科委总工、高新处处长李彭越 天津冶金集团副总经理刘玉全 

    天津冶金集团副总经济师、轧一钢铁集

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天旭 

    天津冶金轧一钢铁集团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杨泽普 

    天津冶金轧一钢铁集团副总经理、冶金

集团板带材研究院院长刘华鹏 

王开建书记向各位专家颁发聘书 刘华鹏院长与在场的专家签订项目合作意向书 杨荃教授代表专家技术委员会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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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板公司举办“迎新年庆元旦”职工文艺汇演 

领导与演职人员合影 

欢歌笑语辞旧岁，满怀豪情迎新春。12月28日，冷板

公司2013年“迎新年庆元旦职工文艺汇演”在综合楼大会

议室隆重举行。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耿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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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工会主席刘树园，及集团公司九部一室

一中心、党群部门的有关领导与冷板公司领导干部职工代

表一起观看演出，共迎新春佳节的到来。 

文艺汇演以歌曲《光辉岁月》拉开序幕。整台演

出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荟萃了歌舞、小品、相声等

16个精彩的文艺节目，搏得了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节目现场充满了喜庆、欢快、祥和的节日气氛。《青

花瓷》、《你最珍贵》、《我期待》，一首首柔美酣

畅的歌曲，为观众带来听觉上的享受；小品相声《上

岗不喝酒》、《八扇屏》诙谐幽默，引来阵阵欢笑；

动感欢快的歌舞《对你爱不完》充满了青春时尚气

息，掀起了整场晚会的高潮。 

整场演出在《明天会更好》的歌声中圆满落幕。

与会领导走上舞台与演员们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并合影留念。 

此次汇演不仅为广大干部员工搭建了展示自身才

华的空间和舞台，还充分体现了公司全体职工积极向

上、团结进取、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鼓舞了广大干

部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干劲，必将为做好公司2013年各

项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冷板公司党委举行十八大精神宣讲会 冷板公司开展2012年度中层领导干部考评工作 

为加强中层干部的监督管理，提高中层干部队伍

建设水平，12月25日，冷板公司开展2012年度中层领

导干部考评工作。公司全体领导、中层以上领导干部

及部分职工代表参加了会议。 

此次考评坚持民主公开、注重实绩的原则，客观

公正地评价了公司中层领导干部2012年度履行岗位职

责及工作完成情况，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干部考评是干部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干部

履职情况和工作业绩的主要途径和方法，通过此次中

层干部年度考评工作的开展，有效促进了冷板公司中

层干部敬业精神、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冷板公司2012年度中层领导干部考评民主评议会现场 

12月27日，冷板公司党委

举行党的十八大精神宣讲会。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冷板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

华鹏做了宣讲报告。公司党员

及部分干部职工参加会议。 

刘华鹏宣讲了十八大会议

情况、主要精神、主要内容，

以及学习贯彻中的几个问题。

刘华鹏结合公司实际，就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指

出， 各部门一定要深刻领会准

确把握十八大报告的精神实

质，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的十八大报告精神上来。 要

紧紧围绕 着生产建设发

展中心工作，注重发挥党

委的政治核心作用，使冷

板公司的生产工作保持良

好的发展势头，职工队伍

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 

会后，广大党员干部

纷纷表示，要以学习贯彻

十八大精神为契机，认真

按照公司党委安排的各项

工作部署和要求，把力量

凝聚到公司当前的各项工

作中去，认认真真抓好落

实，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

绩，推动冷板公司的事业

发展。 

 

 

 

 

 

 

 公司党委举行党的十八大精神宣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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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板公司荣获滨海新区“平安企业”荣誉称号 

今年以来，我冷板公司在滨海新区工委、管委会

的正确领导下，以贯彻落实国务院《企业事业单位内

部治安保卫条例》为核心，认真履行社会管理综合治

理职责，积极开展“平安企业”创建活动，建成了一

批安全硬件设施，健全了安全管理制度，增强了内部

安保力量，进一步打牢了平安建设基础，为滨海新区

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经过滨海新区“平安

单位”创办活动办公室考核，由滨海新区社会管理综

合治理委员会决定，授予我冷板公司“平安单位”称

号，并要求我公司在以后的工作中不骄不躁，再接再

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取得新成绩。 

保卫部 供稿 

冷板公司保卫部正在进行日常训练 

丰田生产方式 
                     ——牛占文教授 

精益生产管理 
                                   ——齐二石教授 

面对萧条的钢铁市场，众多的钢铁企业管理者会意识到

同一个问题：依靠大批量生产、抬高产品价格的方法来增加

利润的年代已逝去。钢铁企业要想谋取利润最大化，最有效

的方法之一就是铸造独特的管理模式。“消除一切不增值 

所谓丰田之道，其一是持续改善，其二是尊重

人性。员工是企业的灵魂，企业谋求发展的前提是

培养出专属企业的人才。古语道：“上下同欲者

胜”，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上下一

心，像丰田人一样，把自己当做企业主人翁，持续

不断地发现和消除浪费，注重影响工作效率问题的

发现和改善；深究JIT准时化思想，打造零浪费、

高效率的钢铁制造企业。 

电气点检专业技能培训 

2012年12月23日轧一冷板按照培训计划，请来

宝检资深专家到我公司进行为期一周的技术指导及

培训交流，此次培训以理论授课、现场带教及问题

解答的形式进行，对三大分厂及公辅设施部的20余

人提出的各类电气问题进行了解答。 

活动来达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收

益的目的”是LP的精髓，我们要全员参与一切生产

活动的改善，不断强化效率、成本、质量、人本及

问题与改善意识，用智慧和汗水共同探索冷板精益

之路。 

李美健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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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板公司优秀摄影作品 

孙丹摄影作品《嬉戏》 窦英存摄影作品《春之气息》 

陈宝媛摄影作品《舞》 韩培东摄影作品《绿野仙踪》 

陈艳玲摄影作品《江南水乡》 杨瑞宝摄影作品《腾飞》 

 

      “青春寄语十八大 为国为企献祝福”

1、科学发展树新风，低碳生活秀河山，十八大会党领航，共

创社会新和谐！——人力资源部 汪笑 

2、金秋逢盛会，豪情著华章。展望未来，任重道远。立足平

凡岗位，乐于无私奉献，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回报轧一，

回报冷板.——技术中心 何梦 

3、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奋斗,勇创佳绩  生产部 王显博  

4、我要酌一壶茶敬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给予浓郁的芬芳，细

品雅尝，回味无穷.——安全部   于洋 

    人要心中常怀感恩。我们生活的环境，给予我们生存所
需的物质条件和发展的机会。它有恩于每一个人，甚至一
草一朩、一山一水。所以每个人都应心怀感恩，感恩并不
意味着多大的付出，感恩只是一种认同、一种回报、一种
博爱。感恩是一种美好的情感，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它
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是尊重的基础，也是人生质量的体
现。 
    自然对我们有生存之恩，父母对我们有养育之恩，军
人对我们有守护之恩，教师对我们有教育之恩，同事对我
们有帮助之恩，社会对我们有关爱之恩，党对我们有引领
之恩……人生处处有恩情，我们要学会感恩、常念感恩，
才能让世界更美丽、生活更精彩. 

    心怀感恩 幸福前行 

关于小站、咸水沽班车巡点试运行的通知 

为方便职工上下班出行，经公司研究决定，并结合职工代

表建议，特制定小站、咸水沽班车巡点试运行方案，此方案从

2013年1月22日下班时起试运行两周，请大家将在巡点时发现的

问题汇总到总务部，待试运行结束后将各部门汇总的问题集中

研究并解决。 

在此试运行期间，员工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相应线路并

到总务部登记并换证，员工需持证上车。 

    如有疑问请致电总务部陈宝媛，电话：320。 

    节假日市内、咸水沽、小站加班人员班车线路

为土城——灰堆——双桥 

    小站方向其它班车线路请浏览公司网站公告栏 

www.tro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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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肥厂 7:15 

3 永明里 7:20 

4 兴旺里 7:23 

5 世纪广场 7:25 

6 迎宾超市 7:28 

7 金龙腾 7:33 

8 港塘路口 7:35 

冷板月刊征稿开始啦！！！ 
投稿日期：每月15日至下月15日 

投稿邮箱：lengbandangwei@trosco.com 

投稿电话：246、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