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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钢铁集团到冷板公司对标交流 

4月28日，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鞍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义栋一行15人到冷板公司对标交

流。渤海钢铁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严泽生，冶金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刘玉全，天铁集团副总经理王福

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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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经理、冷板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刘华鹏等出席对标交流。 

在观看了冷板公司广告宣传片后，刘华鹏首先介绍了冷板公司经营理念、核心价值观、成本核算、能源

管理、生产运行、技改研发、物资采购、经营销售、基础管理和梯队建设等方面情况。随后，鞍山钢铁集团

公司相关人员就生产管理、技术装备、经营销售、公司管理、人员配置等方面情况细致地与冷板公司相关负

责人展开交流和探讨。王义栋一行还到冷板公司生产现场进行了参观，并就现场产线装备、工艺技术、产品

包装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交流。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到冷板公司进行工作访问 王义栋及有关领导到生产现场进行参观 

冷板公司酸洗车间于5月6日8时至7日8时累计产出酸洗卷共3528.95吨，产品合格率100%，达到开机以来最高日

产量，为公司创效做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公司3#轧机、4#轧机的投入生产，酸洗车间的产能需要逐渐释放，以确保两台轧机正常运行，因此提高酸

洗卷的产量与质量是酸洗车间近期主要任务。通过对设备进行精密管理，优化操作步骤，不断调整工艺参数，对员

工进行各项专业培训，减少故障停机时间等，酸洗车间产能逐步达到公司要求，为给4台轧机提供优质的原料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冷板公司酸洗车间日产量创新高 

冷板公司清洗车间开展技能比武竞赛 

冷板公司磨辊车间开展技能比武竞赛 

冷板公司党委开展“学习提升素养 理念决定未来” 

冷板公司天车工职业技能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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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行业动态 冷板月刊 

国务院力推钢铁等12行业“走出去” 

    日前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

作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性文件，《意

见》明确，以发展中国家作为重点国别，并积极开拓发达国家市场，将钢

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

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作为重点行业，分类实施，有序推进。 

   《意见》提出，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保持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重大

举措，有利于实施"一带一路"、中非"三网一化"合作等重大战略。力争到2020年，与重点国家产能合作机

制基本建立，一批重点产能合作项目取得明显进展，形成若干境外产能合作示范基地。 

  《意见》把主要任务确立为：推动钢铁、有色行业对外产能合作;开展建材行业优势产能国际合作;加

快铁路"走出去"步伐，拓展轨道交通装备国际市场;大力开发和实施境外电力项目;加强境外资源开发，推

动化工重点领域境外投资;提高轻工纺织行业国际合作水平;通过境外设厂等方式，加快自主品牌汽车走向

国际市场;提高信息通信行业国际竞争力;推动工程机械等制造企业完善全球业务网络;推动航空航天装备

对外输出;开拓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高端市场。 

  《意见》还要求，在继续发挥传统工程承包优势的同时，充分发挥我国资金、技术优势，积极开展"工

程承包+融资"、"工程承包+融资+运营"等合作，有条件的项目鼓励采用建设-经营-移交(BOT)、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PPP)等方式。完善财税支持政策，发挥优惠贷款作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发挥人民币国际

化积极作用，扩大融资资金来源，增加股权投资来源，加强和完善出口信用保险。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指出，由于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国际产能和装备

制造等领域存在发展短板，改善需求迫切，推动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走出去"，能在提高中国制造形象的

同时，将一部分有效产能转移出去，又能化解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 

  中银国际机械行业分析师杨绍辉认为，上述政策利好覆盖12类重点行业，尤其是铁路、工程机械、电

力等领域。杨绍辉指出，铁路方面，目前海外高铁计划建设里程5.9万公里，中国有望参与的建设计划近

六成，且中泰铁路、中俄高铁进展顺利，未来新加坡-吉隆坡高铁、中印高铁更是值得期待;工程机械方

面，中国工程机械出口目前占海外市场份额较小，海外市场需求将为工程机械提供增量贡献;电力方面，

高性价比的中国电力装备市场空间巨大，核电和风电"出海"对相关行业公司拉动效应更大，当下全球领先

的特高压技术的出口之路也已打开，拥有自主技术的电力装备将打开海外高利润新蓝海。 

          近日，河北钢铁集团邯钢与北京科技大学举行了产学研项目合作协议签约，为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拓

展了新的空间，搭建了更高层次的平台，为邯钢产品研发、人才培养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 

  根据双方签署的产学研项目合作协议，邯钢将与北京科技大学围绕汽车板夹杂物控制、中板产线品种

开发、热轧产品板型控制等方面，进一步开展产学研合作，以进一步提升邯钢产品质量，促进市场开拓。

与此同时，北京科技大学将在人才培养方面继续给予邯钢大力支持。 

  长期以来，邯钢与北京科技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双方表示，将以

此次产学研项目合作协议签约为新的起点，发挥优势，提升合作水平，开启共赢发展的新篇章。 

  签约仪式后，北京科技大学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原校长徐金梧，北京科技大学高效轧制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唐荻还受邀分别作了题为《钢铁材料表面缺陷与内部

夹杂物在线检测》和《现代汽车用材料的未来发展和我们的对策——现代交通用钢团队的工作介绍》的专

题讲座。 

河钢邯钢与北京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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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企业文化 冷板月刊 

勇于冒险 

——对于那些害怕危险的人，危险无处不在。 

    有一天，龙虾与寄居蟹在深海中相遇，寄居蟹看见龙虾正把自己的硬壳脱掉，只露出娇嫩的身躯。寄

居蟹非常紧张地说：龙虾，你怎可以把唯一保护自己身躯的硬壳也放弃呢？难道你不怕有大鱼一口把你吃

掉吗？以你现在的情况来看，连急流也会把你冲到岩石去，到时你不死才怪呢？ 

    龙虾气定神闲地回答：谢谢你的关心，但是你不了解，我们龙虾每次成长，都必须先脱掉旧壳，才能

生长出更坚固的外壳，现在面对的危险，只是为了将来发展得更好而作出准备。 

    寄居蟹细心思量一下，自己整天只找可以避居的地方，而没有想过如何令自己成长得更强壮，整天只

活在别人的护荫之下，难怪永远都限制自己的发展。 

温馨提示：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安全区，你想跨越自己目前的成就，请不要划地自限，勇于接受挑战充实自我，你

一定会发展得比想像中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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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职工生活 冷板月刊 

       冷板公司真诚祝愿5月份过生日职

工：生日快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胡青峰  陈宝媛  佟志强  邓学武  姚  强   

韩建国  刘德安  张  琳  杜景明  吴海锋   

杨胜华  张  敏  张训伟  苏传有  王继龙   

孔  磊  张  锁  王秀庆  刘松江  张建民 

王念文  张  维  陈艳岭  李洪业  王建斌   

孟  雷  蔡  娜  孟学颖  王瑞雷  孙立华 

冯晓勤  陈建平  席玉婷  张军平  韩  威   

邵泽伟  赵克茂  杨振宁  赵  恺  刘志勇 

郑长清  刘  洋  黄立铭  王兴东  钟志刚   

周玉昆  安  燃  陈  迪  刘媛媛  张博芮 

孙  玥 

1、 实施安全生产法，人人事事保安全。 

2、 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3、 掌握安全生产知识，争做遵章守纪职工。 

4、 安全就是生命，责任重于泰山。 

5、 居安思危除隐患，预防为主保安全。 

6、 抓好安全生产，促进经济发展。 

7、 广泛开展安全活动，深入贯彻安全生产法。 

8、 生命至高无尚，安全责任为天。 

9、 安全是效益的保障，安全是幸福的源泉。 

10、 广泛动员，强化监督，责任到位，常抓不懈。 

        A young man asked Socrates the secret to suc-
cess. Socrates told the young man to meet him near 
the river the next morning. They met. Socrates asked 
the young man to walk with him toward the river. 
When the water got up to their neck, Socrates took 
the young man by surprise and ducked him into the 
water. The boy struggled to get out but Socrates was 
strong and kept him there until the boy started turn-
ing blue. Socrates pulled his head out of the water 
and the first thing the young man did was to gasp 
and take a deep breath of air. Socrates asked, “What 
did you want the most when you were there?” The 
boy replied, “Air.” Socrates said, “That is the secret 
to success. When you want success as badly as you 
wanted the air, then you will get it. There is no other 
secret.” 

    一个年轻人向苏格拉底询问成功的秘诀，苏

格拉底让年轻人第二天早晨到河边见他。他们见

面后，苏格拉底叫年轻人和他一起走向河里，当

河水淹至他们的脖子时，苏格拉底出其不意地抓

住年轻人并把其压入水中，那人想要挣出水面，

而强壮有力的苏格拉底将他摁在水中直到他变得

无力抗争，脸色发青。苏格拉底将他的头拖出水

面，这个年轻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口喘息

后，深吸一口气。苏格拉底问：“当你闷在水里

的时候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年轻人回答说：

“空气。”苏格拉底说：“那就是成功的秘诀。

当你像渴望空气一样渴望成功，你就能够获得

它！没有其他的秘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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