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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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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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板公司副总经理黄智铭、刘冬

生、胡青峰及相关部室人员参加会议。 

杨泽普首先到冷板二期项目施工现场查看了

项目进度情况，随后听取了冷板公司关于生产经

营、生产组织、项目进度、人力需求、基础管理

方面的工作汇报。在听取汇报后杨泽普对冷板公

司的各项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在生产经营方面要做到产品有后劲，将

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摆到日程上来，做到长治久

安。同时要和上下游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特别

是建立长期的国外市场关系，保证在完成今年销

售订单的同时，把明年海外市场的销售工作安排

好。 

二、做好里碑搬迁工作，人员安置到位。要

尽快的将里碑纳入到冷板的管理中来，包括生产

组织，人员管理等方面，在最短的时间内很好的

融合起来，达到1+1＞2的效果。 

三、项目进度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想

尽一切办法保证设备到位，不要因为设备不到位

而拖期。8月底完成2#轧机试车，9月底完成彩

涂、1#轧机试车，力争在入冬以前开车。 

四、经济效益要在现有的情况下断提升，消

除自满情绪，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要在生产

经营、管理、挖潜创效方面成为轧一集团的一面

旗帜和标杆。 

五、要紧抓安全不放松，特别是在经济形势

不好的情况下安全工作方面不要出现任何问题。 

在会议期间，集团各部室帮助冷板公司解决

了现实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中的一些困难，还有

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要求，为冷板公司下一步的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保障。 

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杨泽普等一行领导到冷板公司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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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领导参加会议 

8月22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杨泽普，副

总经理李国仁及相关部室领导到冷板公司指导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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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板公司副总经理黄智铭、刘冬生、胡青峰及

相关部室人员参加会议。 

8月22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杨泽普，副

总经理李国仁及相关部室领导到冷板公司指导工作。集 

杨泽普到冷板公司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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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党风廉政建设 冷板月刊 

党风廉政建设八项规定和六条禁令 
一 ：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一、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

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

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

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

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

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

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 

    二、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制以中央

名义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不开泛泛

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

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

会及各类论坛；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

话、套话。 

    三、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 

    四、要规范出访活动，从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发合理安排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

通工具，一般不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送。 

    五、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 

    六、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

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 

    七、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 

    八、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二：   六项禁令 

    1、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

各地各部门要大力精简各种茶话会、联欢会，严格控制年

终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单位之间不搞节日慰问活动，未经

批准不得举办各类节日庆典活动。上下级之间、部门之

间、单位之间、单位内部一律不准用公款送礼、宴请。各

地都不准到省、市机关所在地举办乡情恳谈会、茶话会、

团拜会等活动，已有安排的，必须取消。各级党政干部一

律不准接受下属单位安排的宴请，未经批准不准参与下属

单位的节日庆典活动。 

    2、严禁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一

律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形式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包括各

种提货券。各级党政干部不得以任何理由，包括下基层调

研等收受下属单位赠送的土特产和提货券。各级党政机关

要严格纪律要求，加强管理，杜绝在机关收受和分发土特

产的情况发生。 

    3、严禁违反规定收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把关，严于律

己，要坚决拒收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严禁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

借机敛财。 

    4、严禁滥发钱物，讲排场、比阔气，搞铺张浪费。各地各部门不准以各种名义年终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

奖金和实物；不准违反规定印制、发售、购买和使用各种代币购物券（卡）；不准借用各种名义组织和参与用公款支

付的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不准用公款组织游山玩水、安排私人度假旅游、出国（境）旅游等活动；不准违反规定

使用公车、在节日期间公车私用。 

    5、严禁超标准接待。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参加会议、检查工作等，要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有关要求执行。 

    6、严禁组织和参与赌博活动。各级党员干部一定要充分认识赌博的严重危害性，决不组织和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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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企业文化 冷板月刊 

         冷板公司真诚祝愿9月份过生日
职工：生日快乐，心想事成，万事如
意！ 

于丽平  张庆芝  王显博  盛加旺  李乃军  赵海明  

马  健  黄振泉  孙海明  邹  珩  张家旺  周文奎  

李家喜  宋家彬  尹宝锋  王克玉  李  鑫  郎兆禄  

王晨明  孙  丹  朱洪涛  李树杰  周  健  张  斌  

刘  军  赵玉旺  李子艳  吴玉杰  周宏勇  邢  啸 

李  静  于  磊  刘  冰  高  磊  曹海军  刘  森  

李向旺  苏  涛  马  涛  曹  磊  赵洪涛  张  涛  

张立国  石建卫  刘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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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员工天地 冷板月刊 

趣味英语 
A Gentle Reminder委婉提醒 

Having been married a long time, my 

husband sometimes needs a gentle 

reminder of a special occasion. On the 

morning of our 35th anniversary, we were 

sitting at the breakfast table when I 

hinted, "Honey, do you realize that we've 

been sitting in these same two seats for 

exactly 35 years?"   

Putting down the newspaper, he looked 

straight at me and said, "So, you want to 

switch seats?" 

 

      婚后已久，我丈夫往往在一个特别事情上

需要委婉的提醒。在我们结婚35周年纪念的早

上，我们正坐在早餐桌旁，我暗示道：“亲爱

的，你意识到我们在这两个相同的座位上已坐

了整整35年了吗？”    

      他放下报纸，眼睛直直地望着我：“因

此，你想交换座位吗？” 

老人与黑人小孩子 

  一天，几个白人小孩在公园里玩。这时，一位卖氢气球的老人推着

货车进了公园。白人小孩一窝蜂地跑了上去，每人买了一个气球，兴高

采烈地追逐着放飞的气球跑开了。白人小孩的身影消失后，一个黑人小

孩怯生生地走到老人的货车旁，用略带恳求的语气问道：“您能卖给我

一个气球吗？” 

  “当然可以，”老人慈祥地打量了他一下，温和地说，“你想要什

么颜色的？” 

  他鼓起勇气说：“我要一个黑色的。” 

  脸上写满沧桑的老人惊诧地看了看这个黑人小孩，随即递给他一个

黑色的气球。 

  他开心地接过气球，小手一松，气球在微风中冉冉升起。 

  老人一边看着上升的气球，一边用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脑勺，

说：“记住，气球能不能升起，不是因为它的颜色，而是因为气球内充

满了氢气。” 

  大道理：成就与出身无关，与信心有关。这个世界是用自信心创造

出来的。有自信，积极的面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这种积极和自信会帮

助人登上成功的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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