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创效为目标 进一步深化精益管理水平  

为客户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 

为全面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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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板公司首届八次职代会隆重召开 

冷板公司首届八次职代会主席台 

7月31日，冷板公司在多功能厅召开了首届八次职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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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团委副书记杨

昊、组织部干事卢小龙，冷板公司领导班子及全体中层干

部和职工代表60余人出席了大会。会议由冷板公司工会副

主席孙飞主持。 

大会首先由刘华鹏作了题为《提质降本对市场 深化精

益管理水平 为进一步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打下基础》的行

政工作报告。报告回顾了2014年上半年的工作，尖锐的指

出了公司目前存在的差距，同时深入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严

峻形势，周密部署了2014年下半年的各项任务。针对实现 

下半年的各项目标和任务，刘华鹏提出了九个方面的重

点工作： 

  一、跟随市场变化，优化产品结构。 

  二、深化精益管理，完善生产组织管理。 

  三、加强设备点检和维护管理。 

  四、提升技术水平，开发新产品。 

  五、激发员工潜力，加强员工队伍建设。 

  六、精心谋划，保证节点，完成二期项目建设。 

  七、与里碑搬迁做好管理融合，打造轧一冷板基地。 

  八、紧抓安全和综合治理不放松。 

  九、发挥党、工、团作用。 

刘华鹏最后强调，大家只要坚定地按照轧一集团的

部署和要求，牢固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和责任意

识，把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就一定能够冲出重围、

度过难关，希望大家为把轧一冷轧基地打造成与国际接

轨的知名企业而努力奋斗。 

在大会表态发言中，冷轧分厂厂长赵兴臣、镀锌分

厂厂长李晓晖、精整分厂厂长陈学奎、财务部部长郭

宏、设备部部长姚舰及供销部代表王祯琳分别就如何落

实2014年下半年任务指标进行了表态发言。 

7月30日，市环保局、滨海新区经信委、滨海新区规划局、市环科院、大港经发局等部门领导到冷板公

司召开现场协调会，就公司彩涂项目和里碑搬迁改造项目的环境评价审批进行专项协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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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板公司副总经理刘冬生等领导参加会议。 

会上冷板公司与各方代表分别围绕各自的职责，针对当前的工作要求、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了充分

的交流、沟通，认真探讨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形成了加强配合，加快推进，争取按照环保要求对项目周

边用地进行调整，确保重点项目尽快投达产。 

最后，冷板公司对各单位积极服务企业，主动倾听和解决困难，表示感谢。 

市环保局等单位到冷板公司召开环保工作现场协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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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公司新闻 冷板月刊 

    7月25日，在轧一集团冷板公司举行了天津冶金轧一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彩涂试验室

与计量中心项目EP+S合作建设项目的签约仪式。出席签约仪

式的有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东，营销

部部长李维强，营销大区经理俞军，营销主管朱兵以及轧一

集团副总经理、冷板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华

鹏，轧一集团科技发展部部长白晓峰，冷板公司副总经理黄

智铭、刘冬生，计质部副部长徐元。仪式由冷板公司计质部

副部长孙洁主持。 

签约仪式上，刘华鹏首先在致辞中对宝钢工程集团和轧

一集团领导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彩涂和计量

两个签约项目的基本情况，提出双方要保持密切联系，在合

作与发展上共同携手，形成你发展，我进步的双赢模式。孙

东在致辞中表示很高兴与轧一能够再次合作，双方本着诚信

友好的原则，开展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为项目提供优质服

务。同时也表达了对项目合作成功充满信心和建立长久合作

的愿望。 

彩涂试验室项目是针对轧一投建的彩涂生产线的日常检

测建立的，因其产品定位为高档家电板和建筑板用彩钢板，

对于产品质量的提高起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对于彩涂板的检

化验有着更高的要求。通过与宝钢的合作，检化验人员的业

务素质也将会有较大的提升，彩涂试验室也将逐步步入CNAS

认可试验室的行列。 

计量检定室项目则是轧一集团整体发展的需要。按照天

津市技术质量监督局原授权轧一集团开展的12项检定项目，

现已不适应轧一集团多品种、多规格、多检测设备的计量检

定量值传递和溯源工作，而且部分检定设备也趋于淘汰。为

此在原开展12项检定项目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与轧一集团发

展相适应的检定项目，并增加计量测量仪器仪表的检定项目

及扩大检测范围。通过与宝钢的合作，将建立长度、热工、

力学、电磁四类检定室，即建立有效的量值传递和溯源，达

到设施美观大方、功能适用。同时以“现代化、科学化、高

起点、高标准”为建立目标，力争检定设备及设施在本行业

系统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仪式最后，刘华鹏与孙东分别代表双方企业在两个项目

的合同书上签字，双方代表合影留念。 

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进一步稳固了合作伙伴关系，宝

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利用自身综合优势为轧一集团两个

项目全方位提供“EP+S”服务，为轧一集团持续、健康发展

了做出了积极贡献。 

轧一集团与宝钢公司顺利签订合作协议 

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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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约仪式现场 

刘华鹏与孙东分别代表双方企业在两个项目的合同书上签字 



3 

 

第三版  企业文化 冷板月刊 

         冷板公司真诚祝愿8月份过生日

职工：生日快乐，心想事成，万事如

意！ 
邱正山  孙殿全  孙林庆  李  健  孙  扬  周海柱   

刘凤超  陈飞建  李付强  林明旺  韩培东  梁建军   

刘  洋  赵  元  王  震  张树超  任  伟  刘  建   

边仕环  刘凯瑞  李  凯  李  晓  边永峰  宋世伟   

王  振  宋家林  闫荣贤  刘宝亮  王  俊  崔  磊 

江伟伟  项梦尧  刘雪峰  袁俊凯  王震宇  李铁柱   

王春生  宁培林  柴  华  韩明易  赵建疆  王泽轩   

姜  浩  刘  刚  杜建华  李  辉  刘  诚  穆  毅   

张  璐  郭  宏  张  凯  郭  旭  张洪文  杨淑芝   

余  浩  刘旭文  王扶生  王  莹  苏  畅  葛凌云 

张  虓  王  建  刘新宇  张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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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员工天地 冷板月刊 

趣味英语  励志小故事：设定目标 

    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在12岁的那一年，随着父亲驾着马车到

城里，偶然间见到一部以蒸汽做动力的车子，他觉得十分新奇，并在心

中想着：既然可以用蒸气做动力，那么用气油应该也可以，我要试试！ 

  虽然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从那时候起，他便为自己立下了10

年内完成一辆以汽油做动力的车子。 

  他告诉父亲说：“我不想留在农场里当一辈子的农民，我要当发明

家。” 

  然后他离开家乡到工业大城底特律去，当一名最基本的机械学徒，

逐渐对于机械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工作之余，他一直没有忘记他的梦

想，每天劳累地从工厂下班后，仍孜孜不倦地从事他的研发工作。 

  29岁那年，他终于成功了。在试车大会上，有记者问他：“你成功

的要决是什么？”福特想了一下说：“因为我有远大的目标，所以成

功。” 

  人生哲理： 

  成功，需要及早设定目标，更需要努力去实现。我们每个人都有许

多梦想，但是许多年过去了，因为没有行动去配合，梦想早成了空想。

福特不只有梦想，更有行动，并且持续了17年，所以他成功了。让我们

用行动去完成我们的梦想吧！ 

1、I Want a Nightmare 想做坏梦 

Before the final examination, Tom told 

his mother, "Mom, I had a dream last 

night that I'd passed today's 

exam.""Don't trust dreams, dear. It is 

said what you experience in dreams usu-

ally turns out to be the opposite." 

Mother replied."Then I do hope I'll fail 

the other subjects in my dream tonight," 

Tom said. 

    在期末考试之前，汤姆告诉他的母亲：

“妈妈，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通

过了今天的考试。”“不要相信梦，亲爱的。

据说梦中的经历通常与现实相反。”妈妈答

道。“那么，我真希望在今晚的梦中，我的

其他功课都不及格。”汤姆说。 

2、If I Am a Manager如果我是一个经理  

One day in class, the teacher assigned 

his students to write a composition – if I 

Am a Manager. 

  All the students began to write ex-

cept a boy. The teacher went to him and 

asked the reason. 

  “I am waiting for my secretary,” 

was the boy’s answer. 

    如果我是一个经理 

  一天课上，老师要同学们以“如果我是

一个经理”为题写一篇作文。 

  所有的学生都在动笔写了，只有一个男

生例外。老师走过去问他为什么不写。 

  “我在等我的秘书”。那孩子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