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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国资委苗緖法等

一行领导在冶金集团总工程师刘

喆等陪同下来到冷板公司视察指

导工作。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杨泽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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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付文舰，冷板公司副总经理

马纪贤陪同。 

座谈会上，杨泽普首先对国

资委及冶金集团领导的到来表示

欢迎和感谢，并对轧一集团的历

史发展和组织架构进行了介绍。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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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苗緖法等一行领导到冷板公司视

察指导工作 

10月10日，滨

海新区大港管委会

副主任戴文萃同志

带领经发、工商、

规国、建交、消

防、环保等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来到天

津轧一冷轧簿板有

限公司进行现场服

务，推进冷轧簿板

项目加快建设。 

 

下转第三版 

   滨海新区大港管委会副主任戴文萃

带队深入轧一冷板公司调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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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刘华鹏对冷板公司的发展历程和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了详

细的汇报。听完汇报后，苗局长用“新格局、新面貌”高度赞扬了冷

板公司取得的成就，并总结了“六个上”，即有志迎难而上；瞄准市

场而上；突出差异而上；立足高端而上；夯实基础而上；团结和谐而

上。 

    会前，国资委苗緖法等一行领导还参观了公司车间现场，并

给与高度评价。 

供稿人：周健 

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杨泽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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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资委领导到生产现场视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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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三季度6S管理评审结果公示： 
A区域（生产单位包括冷轧分厂和精整分厂共7个车间）： 
第一名：罩退车间       第二名：研磨车间    第三名：平整车间 
B区域（生产辅助单位包括公辅设施部、总务部、技术中心、供销部、设备部 
       生产部共6个部门）： 
第一名：公辅设施部        第二名：总务部      第三名：设备部  
C区域（行政办公部门包括总经办、人力资源部、财务部、信息部、采购部、保卫

部共6个部门）： 
第一名：党办       第二名：人力资源部       第三名：工程项目部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冷板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华鹏、冷板公司副总

经理付文舰、刘冬生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刘华鹏首先汇报了冷板公司现状以及发展规划，孙飞就当前建设及

规划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随后，戴文萃副主任就轧一冷板公司提出的项目规划选址、立项、

能评、环评、招投标、消防设计审批等问题逐一进行了现场协调，对项

目建设过程中涉及的相关政策及冷板公司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释及

指导。他要求各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提高监管水平：能够马上解决的

问题，会后要立即与企业沟通解决；需要长时间解决的，要统筹考虑，

协调推动；涉及国家政策的，要认真研究，提出应对措施，并尽快答复

企业。经发局、工商局要加强督导，协助搬迁企业尽快办理立项和注册

手续。 

    此外，他还就涉及一期项目招标、环评验收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

解决办法，并责成建交分局、环保办全力配合，尽快解决。 

                                                 供稿人：周健 

滨海新区大港管委会副主任戴文萃同志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冷板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刘华鹏 

上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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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节期间集团公司领导到冷板公司 
指导工作并慰问一线职工 

    10月1日，集团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王天旭，集团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耿玉泉，集团

公司副总经理刘瑞

钧，在冷板公司副总

经理付文舰和胡青峰

等人的陪同下，到冷

板公司视察生产情况

并对坚守在一线的职

工进行慰问。 

    付文舰和胡青峰

分别对节日期间的生

产情况和产品的销售

情况进行了汇报。王

天旭在仔细听取了汇

报后，充分肯定了第

三季度冷板公司取得

的成绩，并强调一定

要继续做好生产工

作，保证安全生产。

要抓好产品质量，扩

大市场，保证尽产尽

销，争取第四季度扭亏为盈。 

随后，王天旭一行领导到生产车间视察生产情况并慰问坚守在生产一

线的职工。                                      

供稿人：周健 

    10月1日，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天旭等集团领

导来到冷板公司指导工作 

王书记视察生产情况并对坚守在一线的职工进行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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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集团“贸易、冷板杯”2012年职工乒乓球大赛 

暨书画、摄影优秀作品展取得圆满成功 

 9月26日至27日，由冶金集团工会主办，轧一冷板公司、冶金贸易

公司承办的“冶金集团‘贸易、冷板杯’2012年职工乒乓球大赛暨书

画、摄影优秀作品展”，在冷板公司综合楼拉开帷幕。冶金集团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谢海亮，冶金集团党委常委、工会主席沈国俊，轧一集

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天旭，轧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冷板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华鹏，工会副主席陆道明及各基层单位的领

导出席了开幕式。沈主席宣布比赛和展览开幕。 

“贸易、冷板杯”职工乒乓球赛，参与面广，报名踊跃，云集了冶

金集团职工乒乓球运动的骨干力量。本次比赛设置了男团、女团、男

单、女单、男双、女双和领导干部七项比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轧

一集团代表队夺得男团冠军、男单冠军、男双冠军、女双亚军的好成

绩。他们精彩的球技赢得了阵阵的掌声。                 

下转第六版 

冶金集团“贸易、冷板杯”2012年职工乒乓球大赛暨书画、摄影优秀作品展主席台 

冶金集团领导参观书画摄影展 冶金集团领导为乒乓球大赛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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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五版 

本次展出的近百幅职工书画、摄影优秀作品展，都是经过基层单位评

选推荐的佳品，作品展现了广大职工歌颂祖国、赞美祖国巨变的热切心

情和精神风貌。 

这次职工乒乓球比赛和书画、摄影优秀作品展，得到了集团各级领导的

大力支持和广大职工的积极参与。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轧一集团的选

手们在这次比赛中体现出的顽强拼搏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把这种

精神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为轧一赢得更好的明天而努力！ 

供稿人：周健  

杨泽普等领导在仔细查看了现场生产状况后，充分肯定了镀锌分厂取

得的成绩，并强调各部门一定要继续做好生产工作，保证安全生产。要

抓好产品质量，确保为后续生产提供有力保证。 

刘华鹏表示，镀锌分厂将结合集团公司领导提出的建议和要求，认

真分析当前市场整体形势，制定切实有效的生产制度和措施，以确保

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冶金集团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李繁伍，集团公司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耿玉泉，集团党委常委、工会主席刘树园一同视察生产

现场。                                        供稿人：周健 

集团领导视察冷板公司镀锌现场 

9月20日，集团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王天旭，集团公

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杨泽普

等领导，在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冷板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刘华鹏等人的陪同

下，到冷板公司镀锌分厂现场

指导工作。 

刘华鹏对镀锌分厂的生产

工艺、产值、产品质量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的汇报。王天旭、 

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天旭； 

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杨泽普来到

冷板公司现场视察 



    10月12日上午，大

港经发局杨永茂副局长

带领经发局相关科室和

开发区管委会相关部室

一行领导来我公司现场

服务。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冷

板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

华鹏首先介绍了冷板一

期项目的生产经营情况

和二期开工项目的先期

准备情况。他指出，虽然现在

钢铁市场形势严峻，但冷板公

司的产品销路不错，现在还在

扩大市场。二期项目根据市领

导和冶金集团领导的要求年内

开工，现在正在加紧二期项目

开工前的准备。 

杨永茂副局长说，企业和经发

局要多沟通，项目建设和生产

中有问题经发局尽量帮助企业

协调。会上，参会人员围绕企

业发展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

题展开讨论。相关部门负责人

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逐项分析研究，并提出

了解决的办法和意见。 

               供稿人：周健 

大港经发局杨永茂副局长带队来我公司现场服务 

大港经发局杨永茂副局长带领经发局相关科室和 

开发区管委会相关部室一行领导来我公司现场服务 

大港经发局杨永茂副局长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冷板公司常务副总经

公司新闻 第7版 



我公司顺利通过五体系认证工作 

    28日，我公司顺利

通过五体系认证工作，

此次认证的全面通过标

志着我公司管理水平上

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对

于增强企业内部管理

力、外部竞争力都具有

重要意义。  

    近年来，公司一直

坚持“超越顾客期待的

品质”的经营理念，全

面规范服务标准、提高

产品质量的同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审核小组一致认为公司的最高

管理者能认真履行承诺，在实施和保持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

能源、测量管理体系中起到重要的领导作用；公司制造的产品符合产

品有关的法律、法规，能够识别、更新有关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并进行了合规性评价；组织的管理体系

方针、目标是适宜的，且在各职能部门进行具体的分解和测量，并对

方针的有效性、目标测量的结果进行过评审；能以过程方式建立和实

施管理体系，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内外部信息的传递和沟通；资源配置

充足，使体系有效运行；对内外部信息进行了数据收集和分析，提出

了改进措施的要求；对重要环境因素、重大危险源的运行进行了监视

与测量；现场的产品制造、重要环境因素和危险源的运行控制是有效

的；能够按计划进行了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证书、标志的使用符合

认证注册的规定。 

    通过五体系工作的推行和认证，体现了我公司持续改进、绿色环

保、和谐发展的思想。它将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公司管理水平，提高产

品质量，增强冷板公司核心竞争力，同时也将体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更多的关注员工工作环境、职业健康以及维护绿色环保，最终达到和

谐发展的目标。                                  供稿人：周健 

五体系末次会会议现场 

公司新闻 第8版 



大练兵大比武   保稳定创平安 

党委副书记刘华鹏等领导观看了汇演。冶金集团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

任李繁伍，冶金集团信访办副主任安同来以及集团各公司保卫部门负责

人一同观看汇演。 

上午10点，集团公司保卫部部长李春如向王天旭书记汇报，“冷板

杯”大练兵、大比武已准备完毕，请王书记指示。随着王书记一声“开

始！”，汇演正式开始。 

集团各单位保卫人员分别就队列、擒敌拳、两人组油槽灭火项目进行

了汇演。参演人员本着“练为战”的原则，队伍整齐、动作协调、作风

严谨，受到领导们好评。                               下转第十版 

（保卫部）9月20日，集团保

卫部“大练兵、大比武”成果

汇演在冷板公司办公楼前举

行。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王天旭，集团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杨泽普，集团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耿玉

泉，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工会 

主席刘树园，集团公司副总经“冷板杯”大练兵大比武汇演全体队伍 

“冷板杯”大练兵大比武汇演主席台 

公司新闻 第9版 

冷板公司在“冷板杯”大练兵大比武汇演中荣获第一名 



上接第九版 

激烈的比赛过后，由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耿玉泉宣读获奖

名单：最佳组织单位为集团公司保卫部；集体一等奖是冷板公司保卫

部；集团二等奖是津安公司保卫部；集体三等奖是迁安轧一公司保卫

部。随后，王天旭、杨泽普、李繁伍、耿玉泉一同为获奖单位颁发了奖

状。 

杨泽普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保卫系统大练兵大比武锻炼了保卫队伍，

增强了战斗力，提高了技能，提升人员素质，彰显轧一保卫人保护国有

资产不流失的决心和能力。轧一保卫人员应发扬优良传统，展现良好的

职业道德和工作作风，为集团的稳定发展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 

供稿人：周健 

四川省德阳市政协领导到冷板公司参观 

    9月25日，四川省德

阳市政协、统战部和市工

商联等一行领导，在冷板

公司副总经理刘冬生的陪

同下，到冷板公司生产现

场进行参观。刘冬生首先

热烈欢迎四川省领导的到

来，并对酸洗、轧机、镀

锌等产线的生产设备、生

产工艺等方面进行了详细

了介绍。德阳市领导在参

观后表示将把冷板公司生

产经验带回四川省企业。                          供稿人：周健 

冷板公司副总经理刘冬生带领德阳市政协、统战

部及工商联等一行领导到生产现场参观 

冷板报征稿： 
投稿时间：每月1号至12号 ； 投稿邮箱：lengbandangwei@trosco.com ；投稿电话：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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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1日酸洗车间产量创开机以来最高水平 

    2012年9月20日8点至9月21日8点酸洗车间累计投入3013t产出2956t，。

酸洗产量达到开机以来最高水平，产出合格率为100%。设备稼动率为

99.65%。 

随着近两年从试生产到正常生产的过渡，酸洗车间生产也基于稳

定。由于酸洗车间人员流动比较小，产线班组骨干都比较认真负责，平

时勤奋好学，人机磨合也渐入佳境，产线操作人员的操作技能也逐步完

善，并提高了处理异常设备故障的能力，为生产创高产起到了保障作

用。 

从2012年下半年生产任务比较紧，酸洗外售成品卷比较多，公司领

导对酸洗车间的安全，产量，质量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酸洗车间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1，挖掘员工潜能，体现员工自我价值：停车检修期间开动员会让员

工了解市场公司现状，激发员工发挥自身潜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2，工艺调整：由于要提高产量，保证质量，产线线速度是必须提高

的，所以以前一切工艺参数都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根据原料厂家，规

格，原料实际情况进行线速度，穿带速度，工艺温度，酸液浓度，加酸

量，开卷取张力，圆盘剪间隙量，重叠量进行相应调整。 

3，提高产品质量认识：对员工进行产品质量培训，提高辨别质量缺

陷能力，实行逐卷自检，自检到专人的制度，发现质量问题及时反馈处

理，出现连续产品质量问题进行严格考核。 

4，提高操作技能：由于酸洗车间是全公司产能最大生产节奏最快的

产线，所以员工操作技能直接影响产线产能，现已进行了圆盘剪操作维

护培训，挤干辊使用更换培训，随着生产检修任务越来越重，以后的培

训会利用检修时间进行。 

在以后的生产过程中，酸洗车间会再接再厉用先进的设备干出优越的成

绩来回报公司对我们的期待。                                 酸洗车间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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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板公司开展“质量月”培训活动 

（技术中心）9月18日下午，冷

板公司技术中心根据“质量月”

活动安排，对三个分厂、供销

部、公辅设施部和生产部30余人

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质 量 发 展 纲 要 2011-

2020》以及质量管理体系和检查

标准进行培训。 

此次培训交流以现场授课讲解、

问题解答的形式，让在场的每位

员工充分了解质量在当今钢铁形

势下的重要性；充分了解体系运

行给公司及每位员工带来的便利

和实效性；充分了解标准建立的

背景以及检验的必要性。会议在

重视质量、追求质量、崇尚质

量、人人关注质量的良好氛围下

进行。 

以后，技术中心还将委托人力资

源部举办此类培训，为大家搭建

更多的交流平台。 

供稿人：徐元 

冷板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徐元 

培训现场 

    又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愿我虔诚的祝福，带给你成功的一年，祝你生

日快乐， 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刘  芳  王  磊  于  洋  刘炳鑫  李培寅  卢天罡  齐  凯  周  泉  杨智超   

张  鹏    张业波  柳洪涛  张玉田  张  博  李  琪  曾  彪  孙金宇  田  川   

郑庆辰  陈宝旭    张昌旭  邢光鑫  刘  洋  闫思宇  孙洪智  闫  亮  李  欣   

邱骏宇  张鸿斌  何  竞    王德宝  白  杨  彭  振  张  朋  徐龙泽  韩  斌  

马学宝  王  刚  赵青伟  胡春国    徐艳红  李文强  王祯琳  王  鹏  张志祥   

刘冬生  刘建绪  张世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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