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月下旬袁全球第二尧亚洲最大的线缆尧线材及管材行

业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同期举办袁 我与夏振隆尧
韩建华一同赴上海参观了展会袁现将展会简要状况和几点

体会与大家共同分享院
规模盛大袁场面火爆袁迎合了市场需求遥
与今年国内经济形势普遍低迷尧各行业不景气的状况

相比袁展会场面火爆袁人流如织袁彰显出逆势发展和市场需

求旺盛的态势遥 两个展会共有七个半展馆袁线缆线材技术

与设备占据四个半馆袁 展品范围包括线材生产与精致机

械尧加工设备尧辅助加工材料尧紧固件尧弹簧尧测控技术及检

测设备曰管材机械占据三个展馆袁设备覆盖了管材制造设

备尧型材机械尧管道技术尧测控及检测等遥 展商约 1400 家袁
据资料介绍袁比 2004 年第一届时的 683 家翻了一番袁从一

定程度上印证了线材尧管材市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遥
国际化程度高袁国外技术水平领先遥
展会有很高的国际化程度和水平袁除来自北美尧东南

亚尧日本韩国尧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业内知名企业参展外袁
欧洲的德国尧奥地利尧意大利三个大展团占据了很抢眼的

位置遥 以上国外展商除设备机型漂亮美观外袁技术水平也

遥遥领先国内水平遥 四年前袁我曾参观过第三届线材展袁在
意大利 EVG 展位前驻足袁 当时他们展出了一台建筑三角

钢筋架焊接生产线很是吸引人的眼球袁今天袁他们研究出

多款新型换代的钢筋架机型袁更加灵巧便捷袁自动化程度

更高袁我询问了一下该设备的焊接速度是 40 米/分袁而后

来询问天津建科同类设备速度袁只能达到 15-18 米/分袁当
然袁价格差距也很大袁将近 4 倍袁国外设备的价格目前我们

很难承受遥 浙江尧上海尧江苏尧福建尧台湾等大都组团参展袁
展位多袁展品比较齐全袁除线材尧管材制造设备外袁其它如

数控尧剪切尧压力机械尧弯管尧检测等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北

方高袁也比较符合我们的生产实践遥
市场旺盛袁提振信心遥
野只有夕阳的技术袁没有夕阳的产业"遥 通过这次参观袁

我对此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袁一个企业的发展袁技术是最

有利的支撑袁在企业发展的任何时候袁任何阶段袁都不能忽

视和放弃对技术进步的追求和投入遥 这些年来袁我们得益

于技改投入和工艺的革新提升袁得益于对高品质的不懈追

求袁有时从表面看是投入大了些袁成本高了些袁但换来的是

客户的信任和满意, 赢来的是企业长久利益和持续发展遥
先进的技术带来了展会的繁荣袁同样也会给下游企业带来

发展机遇和市场机会遥 展会是展示新产品尧新技术的舞台袁
更是行业内实力企业聚集的平台袁新产品尧新技术日新月

异遥 今后袁要多组织相关人员参加此类展会袁了解信息袁开
拓思路袁转变观念袁看到差距和不足袁消除固步自封尧夜郎

自大的自我满足感遥

技术进步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要上海国际线缆线材管材展参观有感

总经理 王英明

银近日袁从省总工会传来好消息袁我公司韩

建华同志提出的 叶采用气动成型装置进行揻花

加工的建议曳袁被评为 2012 年野河北省十佳职工

金点子"遥
银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袁 公司顺利完成

本年度 LOWES尧KINGFISHER 等欧美客户的

年度验厂审核工作遥
银投资 800 余万元袁 共计 12000 平方米的

新厂房项目完成过半袁预计 2013 年 1 月份全部

完成并投入使用遥新车间的建设使用袁将有效改

善一线职工的作业环境袁 同时较大的提升了企

业形象遥
银由公司自主研发的自动龙门焊项目于日前进入调

试阶段袁预计 2013 年 1 月份正式投入使用遥 该项目由公司

技术尧设备尧电工等部门倾注心血尧通力合作袁历经近半年

时间完成遥 新设备投入使用后将完全能达到外购设备的技

术性能袁同时在成本上节约资金 20 余万元遥

阴技术人员正在对龙门焊机进行调试

二版 宝钢的野蓝领创新冶文化

二版 JIT准时化生产学习有感

三版 让企业的生命线不断延伸

三版 新产品又添新设备

四版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尧
快乐尧开心

一 线 风 采

借今天这次大会袁 我和大家谈一下我自己

的人生观袁供大家参考遥 如认为不妥袁欢迎探讨遥
今天就谈一个论点院什么叫"知足常乐和快

乐开心"遥 人生在物质基础上袁不论到了哪个阶

段袁都要满足现状遥 因为人永远是比上不足尧比
下有余遥 人生的幸福不是权势多大尧多么富有袁
而是知足常乐袁长期有一个快乐尧开心的心情遥
权势大尧富有的人并不见得快乐曰钱越多的人袁
内心的恐惧感越沉重遥 他们怕偷尧怕抢袁怕被绑

票遥权势大的人危机感越强烈遥他们不知何时会

丢了乌纱帽袁恐惧的压力造成心理失衡遥 所以说

有了权势和生活富有并不等于你会快乐遥
下面我讲一个小故事袁供大家参考院
过去有一个大富翁袁家里有良田万顷袁身边

的妻妾成群袁物质生活非常丰富袁可他的日子过

的并不开心遥 而挨着他家高墙外住着的一户穷

铁匠袁夫妻俩成天有说有笑袁日子过的很开心遥
一天袁 富翁的小老婆听见隔壁的夫妻俩又

在唱歌袁便对富翁说院"我们虽然有万贯家产袁怎
么还是不如隔壁的穷铁匠开心钥 "富翁想了想袁
笑着说院"我能叫他们明天就唱不出声来浴"于是袁
他拿了家里所有的金条袁从墙头上扔了过去袁打
铁的夫妻俩第二天打扫院子袁 发现了这一大堆

不明不白的金条袁心里既高兴又紧张遥 为了这些金条袁他们

连铁匠炉上的活也丢下不干了袁 整天琢磨怎么处理这些金

条遥 男的说院"咱们用金条置些好田地"遥 女的赶忙摇头说院"
不行袁金条要是让人发现袁会怀疑我们是偷来的"遥 男的说院"
那你先把金条藏在炕洞里"遥 女的又说院"藏在炕洞里会叫贼

娃子偷去"遥他俩商量来讨论去袁谁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遥从

此夫妻俩饭也吃不香袁觉也睡不安稳遥当然再也听不到他俩

的欢笑和歌声了遥 富翁对他小老婆说院"你看袁他们不再说

笑尧不再唱歌了吧钥 "遥 而富翁却因为家里再也没有金条袁不
用防备盗贼袁心里变得轻松起来袁他们夫妻俩每天都有好心

情唱歌了遥
我们通过这个小故事看出袁开心如此简单遥 俄国诗人涅

克拉索夫的长诗中写到"在俄罗斯谁能幸福和快乐"袁诗人

找遍了俄国袁 最终找到了快乐的人物竟是枕锄打着瞌睡的

农夫遥是的袁这位农夫有着强壮的身体袁能吃尧能喝尧能睡袁从
他打瞌睡的眉宇间和他打呼噜的声音中袁 无不飞扬和流露

出由衷的开心遥这位农夫为什么能这么开心袁不外乎两个原

因院一是知足常乐袁二是劳动能给人带来幸福和开心遥 和这

位农夫相比袁我们的职工生活在五鑫花园这块热土上袁公司

快速发展袁大家有着比较舒畅的劳动环境袁工资尧福利也是

逐年增长遥所以说大家应该知足袁只要大家听从以王总为首

的领导班子的指挥袁积极工作袁更大的知足就在前方袁知足

有了袁伴随着我们的就是常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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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尧踏实尧专注是曹大姐的工作

风格袁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遥
你粘条码袁 我放螺丝袁 各尽其

责袁展现团队凝聚力遥
投入专注的工作状态袁 使喧嚣

中的身心宁静而充实遥

窗明几净的员工休息室袁一个休息放松的好去处遥整洁有序的生产环境袁让我们的忙碌

有条不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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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最大的钢铁企业袁宝钢集团平均每天

产生专利 4 件袁近一半由一线职工创造曰平均每天

产生企业技术秘密 6 件袁 四成由一线职工完成曰在
全国累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 10 名工人中袁 宝钢

有 3 位噎噎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表示袁 多年来袁
遵循"要善于学习袁更要善于创新"的原则袁历任领导

班子都把技术创新视为宝钢发展的根本动力袁视为

依靠员工办企业的重要载体袁搭建舞台尧创造条件袁
在激励机制上全力支撑袁让创新意识成为每一个宝

钢人的 DNA遥
在宝钢创新袁人人都可以

产品缺陷频发点尧设备故障频发点袁降低劳动

强度尧降低能源消耗等袁对生产型企业来说都是创

新的源头遥
宝钢基本制度设计是"一切以人为本"袁对每个

职工信任袁所有岗位都是开放型的袁实行自主管理袁
做好自己工作后任何人都可以"管闲事"遥 宝钢蓝领

成为自我管理尧自觉工作尧自发进取尧自主创新尧自
动协同的自主型职工遥 在宝钢创新袁人人都可以遥

宝钢自上而下积极为职工参与创新活动创造

条件尧提供支撑遥 通过"员工创新活动基地"的建设袁
以及举办创新论坛尧 成果发布会袁 开设员工创新活动网站

等袁为员工搭建了一个知识共享尧经验交流尧方法培训的平

台遥 由孔利明等 358 名技能业务专家组成的员工创新活动

指导志愿者团队袁以及以工人发明家命名的"创新工作室"袁
吸引了更多职工进入创新领域遥

激情创新变创新激情

鲜明的人才成长评价机制和物质激励政策袁 激发了宝

钢员工的创新动力遥 宝钢建立了系统尧 完整的评价激励体

系遥 职工申报专利袁受理奖 1000 元袁授权再奖 1000 元袁发明

专利则有 4000 元奖励袁合理化建议奖励 30 至 50 元遥
在宝钢袁创新已经由"激情创新"变成"创新激情"袁成为

员工自觉行动遥 一项项鼓励创新的举措尧机制也在普通员工

手上诞生遥
"米粒"精神迎战钢铁微利

在宝钢袁"蓝领创新"已成为一种企业文化遥 宝钢金属宝

翼制罐公司职工自发创新袁 使每个钢罐的白底涂耗量降低

了 0.06 克袁相当于节约米粒大小的涂料袁降低企业涂料成本

50 万元遥 "米粒"精神在宝钢广为传承袁一线职工提出了大量

降本增效的好点子袁每年为宝钢节约的成本数以百万元计遥
目前袁 宝钢已有职工经济技术创新小组近 8000 个袁完

成课题近 2 万项遥 近 3 年来袁职工提出并实施合理化建议近

50 万条袁形成技术秘密 7000 项袁申报专利 4000 多件尧授权

专利近 3000 件遥 宝钢知识产权创造体系不断完善袁形成了

碳钢尧不锈钢尧特钢三大产品标准系列袁累计主持修订了 91
项国家标准遥 在一系列创新的推动下袁今年上半年宝钢以全

国钢铁业 6%的产量袁创出了行业近 20%的利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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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两天准时化生产课程

的学习袁有以下几点收获同大家

分享院
一尧标准化作业

标准化作业是以人的动作

为中心袁 以没有浪费的操作顺

序袁有效地进行生产的作业方法遥 标准化作业袁首先要操作

标准化袁其次是工具标准化袁丰田有一句话"宁挪动 10 吨的

机器一米袁不让工人多走一米"遥 他们不仅使设备之间形成

生产流袁还让设备之间保持两臂的距离袁避免了因取工件多

走的冤枉路遥 部门之间的布局也会影响到生产效率袁如院在
喷淋车间包装涂塑管袁要去备品备件仓库领取塑料帽袁再去

包装物仓库取纸箱袁 如果备品备件仓库在半成品仓库的位

置袁就可以一趟完成遥
二尧人力资源

丰田公司非常重视员工的前期培训袁 每个新员工要培

训尧实习 4500 次才能正式上岗遥 通过这数千次的训练袁员工

已经养成了如同我们无意识地抬腿走路尧 随意呼吸一样的

肌肉习惯袁那么当他们在操作中犯错误反而会感到不习惯遥

如果在丰田某个岗位生产了不良

品袁整条生产线会停产袁以此激发

失误者的耻辱心袁这就是野一根肠

子式冶的管理遥
三尧2+3滚动计划

野2冶 是当前两个月的详细计

划袁野3冶是后面 3 个月的计划轮廓遥 如院11 月份的计划很具

体袁12 月份的计划很细化袁1 月份的计划一般袁2 月份的计

划较粗袁3 月份的计划很粗曰11 月份过去了袁12 月份的计划

很具体尧1 月份的很细化尧2 月份的一般尧3 月份的较粗尧4 月

份的很粗......形成一个滚动的模式和执行遥
四尧减少浪费

老人们形容夫妻持家分工会说"要有捞钱的耙子袁还得

有装钱的匣子"袁做企业也是如此院既要开源袁又要节流遥 "减
少一成的浪费等于增加一成的销售额"尧" 干了的毛巾再拧

拧"袁用这种思想去审视我们的工作袁也许会节约一些物料袁
节省一个岗位用工遥

生产不是加工袁是代表增值的作用遥 希望我这个不懂生

产的人袁带回来的这些理论袁能够起到增值效果遥

生产部 李志敏

为解决样品加工折弯难的问题袁新产品开发部在业务量激增尧人员紧张的情况下袁积极行动袁合理分工袁短
短十天时间袁一台专门用于样品加工的手动折弯机制作完成袁并投入使用遥

以前由于缺少专门的设备袁样品的折弯工序都要到外协厂进行袁两个人需要半天时间才能完成袁既费工又

费时袁大大影响了生产进度袁而购置折弯机又是一

笔不小的开销遥 考虑到上述情况袁刚调任新产品不

久的滕巨栋部长决定自制折弯设备以满足生产需

要遥
折弯机采用手动操作袁通过摇柄控制上刀起落

对工件进行折边遥 该设备具有轻便尧节能尧效率高等

特点袁且可控性强袁安全系数高遥 除用于样品的折翻

边尧四边一底的盒件或盘件外袁还可针对车间的部

分铁板尧铁丝等进行折弯遥
除底刀外加工外袁所有制作折弯机的材料均来

自于废旧机床袁成本仅几百元遥 该设备 11 月初制作

完成袁 到目前为止已完成近 30 种样品工件的加工

任务袁共节约资金 4000 余元遥

企业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创造利润袁通过利润再繁衍

出其他要素遥 没有了利润袁企业也就难以为继袁因而各行各

业都在为了利润使出浑身解数遥 可以说袁利润就是企业的

生命线袁如何让这条生命线最大化袁无限去延伸袁我们有下

面几项工作应该大力推进遥
机械自动化扩展是大势所趋

随着时代的发展袁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袁尤其对于劳

动密集型企业来说袁更是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遥 墨西哥

和中国的人工成本差距在飞快

的缩小袁泰国尧越南廉价的劳动

力早已对我们形成了巨大的威

胁遥 我们一直在倡导自动化袁机
械化袁 核心就是要提高生产效

率遥 用机械来代替人工袁既能解

决企业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袁
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

率和品质的稳定性遥 机械化的普

遍应用能够最大程度的缓解劳

动力成本上涨和忙季用工不足的问题袁虽然前期投入费用

可能较高袁但是从长远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袁也是很有必

要的袁这也是发展的趋势遥
技术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在参观第五届上海国际线缆线材管材展览会中袁看到

先进的具有国际化水平的设备袁 感觉到技术日新月异袁同
时看到了我们的不足和差距遥 在参观江苏金焊机械公司时

发现袁设备的研发和制作也是围绕着提高自动化程度做文

章遥 所以袁企业要不断推动技术创新袁就应时刻关注科技发

展动态和行业的技术发展状况袁 明确企业技术创新方向袁
避免盲目性袁同时还要积极地借鉴尧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

备遥 降低产品对材料的消耗袁减少废品损失袁稳定产品质

量遥 保持较高的生产效率是企业增加利润的有效手段遥
利润隐藏在企业管理的细节中

在企业里面袁可以节省的地方很多袁节省哪怕是一分

钱累积起来都是十分可观的遥
企业节约的范围很广泛袁从降低能源消耗袁到提高生

产效率袁再到循环再利用遥 可以

说节约存在于企业运营中的每

一个环节袁对细节的重视可以极

大限度的提高企业的利润遥 而实

际情况是袁我们往往忽略了很多

细节遥 如生产环节的安排和调度

不科学不合理使产品物流的路

线重复袁库容的严重不足袁反复

搬运的叉车费用遥 长期库存造成

产品生锈等问题产生的重复处

理遥 生产线安排不紧凑袁吊具设计不合理让同样的能源消

耗未能产生应有的价值遥 工艺确定不严谨不细致袁使产品

的生产效率不高遥 还有很多细节的地方存在着浪费的现

象袁大到生产安排调度尧车间生产线统筹安排尧生产工艺的

确定袁小到一度电尧一滴水尧一根铁丝尧一根扎带等遥
我们常说省下的就是利润袁大家都要有一双发现浪费

的眼睛袁才能养成杜绝浪费的习惯遥 其实袁利润隐藏在企业

运营中的每一个环节袁只有细心且善于观察袁才能把它挖

掘出来遥

生命线
总经理助理 韩建华

阴图为滕巨栋部长正在进行铁板的折弯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