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建立一套科学的规章制度是搞

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

从长期来看，企业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需要

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完善，趋向合理化，为员工所接受、遵循；从

短期来看，制度又是静态的，它不可能一日三改，随时变化，否则

会导致员工行为混乱，无章可循。企业制度在执行的时候必须是

强制性的，绝不能因部分人的唠叨而手软，甚至于废止。只有运

行过程中，在吸收合理建议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改进、完善。

柳传志认为，一旦有了制度，更重要的是要严格执行这些

制度，按章办事。俗话说，“有制度容易，按制度办事难，让每个

人都能按制度办事就更难”。对于企业而言，这是一个从“人治”

向“法治”过渡不可或缺的阶段。只要坚持把制度执行下去，多

一点“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精神，少一点“万事自以为是”的脾

气，见制度而止，心中有盏红绿灯，就会逐步形成一种好的习

惯，就会自觉地照章行事，与制度相配套。

当制度长期得到较好地执行，并逐渐演变成员工的集体

的、自觉的行为的时候，也就成了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任何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保驾护航。柳传志曾经

说过，“规则在心中，制度常遵守”，每一个企业经营者，对此都

要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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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二版 汪俊出席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姻三版 质量提升在涟钢

姻四版 成长，在路上

姻六版 涟钢 2012年度劳模赴港澳休养
制 度 需 要 执 行

原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现任联想集团名誉主

席及高级顾问；同时担任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20多年来，柳传
志致力于高科技产业化的探索和实践，不断引领企业开展自主

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科技产业化道路，使联想

集团的技术实力和市场份额都跻身世界同行的前列。他还积极

推动中国高科技产业化事业的发展，通过和中国科学院一起创

办“联想之星”项目，以及在投资业务中复制和输出联想的经

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企业管理人才的培养，帮助更多

中国的科技企业实现更大的发展。

柳传志

好书共享

绎 人类因梦想而伟大袁企业因文化而繁荣袁唯有文化的力量才能确保伟大的事
业生生不息遥

绎 与其逃避责任袁不如勇敢地承担起来袁说不定你的勇敢会成为你成功的契机遥
绎 企业要做大袁要发展袁就不能让企业内存在有特权者遥
绎 企业要获取利润袁最快的速度就是控制成本遥
绎 工作是以物质报酬为终结袁而事业则是以心理满足为目标遥
绎 真正的优秀的人才袁往往都野学然后知不足冶袁穷其一生袁每天都在孜孜不倦地

不断学习遥
绎 未来市场竞争的主要形式将是品牌的竞争遥
绎 企业不仅需要走出去袁还需要能走回来遥
绎 做最坏的打算袁做最大的努力遥
绎 面对危机袁最少要有三年的思想准备遥

柳氏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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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MA 汽车板项目是省、市重
点建设项目，也是涟钢产业链的延

伸。进入三季度以来，项目建设人员

抓住连续晴好天气，精心组织施工，

目前，项目基础施工进入扫尾阶段，

设备安装已经全面展开。

VAMA 汽车板项目主体施工分
为四个标段，即酸轧、连退、镀锌和轧

后库。从今年元月 8日正式施工，在
项目部和建设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克

服了一季度天气恶劣、春节长假等带

来的不利影响，保证了项目建设进

度。进入三季度，持续的晴好天气为

施工创造了条件，项目建设进度明显

加快。8月 8日，轧机牌坊成功吊装

到位，项目开始进入设备安装阶段。8
月 12日镀锌线退火炉开始工艺钢结
构安装，8月 15 日，连退线退火炉钢
结构开始安装，所有建设项目均按施

工网络计划向前推进。

到 10 月上旬，关键路径设备基
础全部完成，并比计划略有提前，全

部设备基础完成了 90%施工量，预
计在月内可以结束施工；厂房钢结

构也开始屋面封闭，预计在中旬完

成。目前，项目外围配套的道路、排

水均已开始施工，管网的安装也准

备就绪，项目正朝着明年 6 月 6 日
投产的最终节点目标快速推进。

文/陈岗 图 /孙远平

10 月 16 日，涟钢党委书记汪俊随湖南代表团赴京出席 10 月 18 日至 22 日
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本次大会的代表 1980 名，
娄底市共有两名代表参加。 文 /陈小军 谢晓红

10月 14 日上午，德国慕贝尔公司生产协调
经理 Dr.stefanpohl一行来涟钢参观考察，涟钢总
经理颜建新，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周明伟，VAMA
CTO Frederik 以及 AM 相关专家参加会见。
涟钢相关人员向慕贝尔公司客人介绍了涟

钢生产技术、工艺装备、产品质量等情况。双方就

产品性能、市场需求、供货能力等具体合作项目

进行了良好沟通，Dr.stefanpohl 表示，长期以来，
慕贝尔高度重视中国市场，与 VAMA 和涟钢具有
良好的合作前景，对双方潜在的技术交流、供货

项目充满信心。

慕贝尔客人在周明伟的陪同下，参观了涟钢

210 转炉厂和 2250 热轧板厂生产线，对生产线工
艺、技术等情况进行实地考察。

慕贝尔公司是总部设在德国的全球知名企

业，主要产品包括汽车弹簧、车身、底盘等汽车零

部件，其客户包括大众、宝马等知名品牌，被誉为

国际上最高标准弹簧技术的代名词。

文/彭志益 汪灏

10 月 17 日上午，AM 集团最高管
理机构理事会成员卢绍师，AM 集团
副总裁、VAMA 董事巴维杰和布莱恩
来到 VAMA 和涟钢参观考察。
在涟钢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VAMA 首席运营官、项目建设指挥长
焦国华和 VAMA 总经理桑杰的陪同
下，卢绍师一行参观了 VAMA 建设工
地，详细了解了项目建设进度、质量、

工期等方面情况。卢绍师说，VAMA 项
目建设实现了 250 万人工小时安全施
工，在 AM 这样的国际大企业非常难
得，希望项目部全体员工继续努力，

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抓好项目的进

度、质量。

在焦国华和桑杰的陪同下，卢绍

师一行还参观了涟钢 8# 高炉和 210
转炉厂。 文/陈岗

汪俊赴京出席中国工会
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AM集团高管来 VAMA
和涟钢参观考察

德国慕贝尔公司
一行来涟钢考察

VAMA 设备安装忙

九九重阳，孝亲敬老。10 月 12 日，
涟钢离退休、内退职工服务中心“孝亲

敬老、星光灿烂”颁奖暨“庆重阳”文艺

演出在文化广场举行。精彩的歌舞节

目表达了欢庆重阳的喜悦，感人的孝

亲故事传扬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活动中，10 名 80 岁以上的老同志
精神抖擞地走上舞台和大家见面，舞

蹈《百岁歌》为快乐寿星祝福，祝愿他

们笑口常开、长命百岁。11 户孝亲敬老
家庭受到了表彰。手语情景剧《跪羊

图》、快板《老有所为好事多》让在场的

年轻人怦然心动。参加活动的年轻人

说，孝老爱亲是责任、是情感，也是行

动。我们要感恩父母、尊重老人，为美

丽和谐涟钢做出努力！

文/肖敏 陈柯 图/李典新 盂快板表演叶老有所为好事多曳遥

孝亲敬老传美德
———离退休、内退职工服务中心“庆重阳”文艺演出侧记

10 月 10 日袁涟钢二幼儿园开展 野九九重阳节尧浓浓祖孙情冶
庆祝活动遥 小朋友们给爷爷尧奶奶表演节目袁并为他们制作了大红
花遥 图为小朋友给爷爷奶奶敲敲背尧捶捶腿遥 文图/黄丽

10 月 27 日袁由涟钢退休尧内退职工组成的 野钢城姐
妹花冶 广场舞代表队在参加娄底市第二届全民健身广场舞
总决赛中袁以舞蹈叶扎西德勒曳袁荣获总决赛金奖遥

文/陈小军 图/李典新

淤为快乐寿星颁奖遥

于 野钢城好声音 冶老年组冠军陈梅
芳演唱叶我爱你袁中国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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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棒带材厂通过加强管理，全方位降本增效，在提高

产品质量的同时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目前，棒带材厂产品

质量合格率已经稳定在 99.7%以上。
有着多年成熟长材生产工艺，棒带材厂的产品质量相对稳

定，随着市场形势的变化，棒带材厂深刻地认识到质量、成本的

重要性。今年来，抓住螺纹钢升级换代的契机，该厂花大力气对

质量、成本体系进行梳理和整改，通过精细化管理，依托质量贯

标体系、岗位标准化作业等工作的开展，深入分析流程管理上

的漏洞，查找生产线产品质量不稳定的原因，提高质量管理的

整体水平。从严格落实质量责任制、提高全员质量意识入手，成

立了班组质量自主管理活动小组，提高了员工的质量意识和参

与质量改进的积极性；同时大力实施用户满意工程，在员工中

牢固树立“质量是生产出来的”理念，通过强力推行标准化操

作，切实提高员工的质量意识和严格按标准化作业的意识。

通过不懈努力，今年来，棒带材厂的操作水平有了大幅提

升，各项指标控制能力也得到了加强，成材率有了明显提高，棒

一车间达到了 97.52%，较公司计划目标提高了 0.06%；棒二车
间成材率为 97.28%，比计划提高了 0.08%。9月份，实现了产品
质量异议为零的目标，树立了涟钢螺纹钢筋名牌产品的形象。

文/陈岗 谭金辉

今年一炼轧厂质量管理制度较往年更加合理、更加细化，对

质量监督和过程控制进一步加强，增加了取样酸洗检查，一个浇

次抽查三到四次，及时发现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质量隐患和质量

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

该厂把强化质量管理、持续改进产品质量作为重点工作来

抓。为提升产品质量，该厂首先从完善质量管理制度入手，强化

质量管理过程控制，补充完善了各种岗位作业规程、工艺操作规

程的编写，最终形成一套适合现场标准化作业的标准体系。同

时，将体系和技术质量管理制度与生产实际相结合，通过严肃工

艺纪律、规范过程控制、严格责任落实等手段，稳步提高操作水

平。制定了产品质量阶梯式奖惩制度，根据质量问题出现的多与

少而进行阶梯式的考核，有效调动了员工积极性，增强了员工质

量意识和工作责任心。

针对以往存在的质量问题，该厂制定了专项攻关方案以及管

理办法，相继出台了降低夹杂、减少氧化物压入、减少划伤降等

攻关方案，明确攻关时间及效果，产品质量得到了持续改善。

通过加大质量改进力度，今年 1-9 月份，一炼轧厂板卷一等
品率达到 99.5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 0.16 个百分点；商品材质
量异议损失被控制在 1.19 元/吨钢以内，较计划减少 0.31 元/吨
钢，与去年同期相比降低了 0.44元/吨钢。 文/汪灏 成伟

今年以来，210 转炉厂上下全力以赴进行技术攻关，为
明年汽车板投产做好技术储备，该厂超低碳钢 IF级别合格
率节节攀升，10月份前三周汽车板用钢合格率已达九成。

IF级别超低碳钢是生产汽车板基板要求的基板钢坯等
级，仅一级钢就严格限定包括拉速、结晶器液位、过钢量、过

热度等上下限参数达 21项之多，对轧制过程和工艺控制水
平都有极高要求。为达到汽车板基板要求，该厂将提升质量

列为今年工作重点，积极改进生产控制水平，努力提高 IF
钢质量评级的合格率。

该厂通过对超低碳钢的全程保护浇注，极大提高了中

间包增氮合格率控制水平，1-10月份，中间包增氮合格率
达到 88.16%。为降低中间包的余损，在生产过程中尽力减
少人力误操作的影响，该厂将中间包塞棒吹氩和上水口冲

氩也投入边路控制程序，加保护渣也全程实现了自动控制，

杜绝人工操作，降低基板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波动。

根据 AM 的行动计划，2013 年的 IF级别钢一级钢合格
率要达到 85%以上，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10 月份前三周
一级钢合格率已达到了 90%。 文/于远舟 陈岗 刘更龙

质 量 异 议 为 零

一炼轧厂：

持续改进质量

质量提升在涟钢

210转炉厂：

迎接汽车板投产10 月 24 日下午，涟钢 2012年度劳模携家属前往
香港、澳门进行为期 8 天的荣誉性休养。涟钢领导汪
俊、刘继申、张毅为他们送行。

文/陈小军 图/孙远平

10月 26 日，以“我期待的华菱文化”为主题的第二届华
菱企业文化活动日在长沙市举行（如上图）。华菱集团党组

书记、董事长曹慧泉，华菱集团总经理李建国与来自华菱三

钢的 200 多名员工一起参加了活动。
曹慧泉指出，华菱文化来自于华菱 45000 名员工的思想

和实践，在我们的实践和工作中，经受市场和生产经营的不

断考验，这种文化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

企业文化。他指出，华菱的以人为本思想是以热爱华菱、愿

意为华菱奉献的人为本，要以奋斗者为本。我们不能改变

天，也不能改变地，但是我们能改变自己，我们靠奋斗改变

自己。每个华菱人只要比竞争对手作出更多的努力与奋斗，

我们相信一定就能战胜其他的竞争对手。只要我们每天保

持奋斗的激情，相信华菱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李建国在企业文化探讨中，引经据典，拓宽了参与人员

的思路。他要求广大员工紧密团结，为

创造美好的华菱共同努力。

在企业文化的分享环节，代表们

围绕华菱转型发展时期“需要什么样

的华菱文化”、“当前最应倡导的华菱

精神是什么”这两个主题充分讨论。经

华菱集团企业文化部对 16 个小组分
享的关键词进行汇总统计、发布：列企

业文化认同度前三位的关键词为“以

人为本、团队合作、求实创新”；列华菱

精神认同度前四位的关键词为“敢于

担当、善于学习、敢为人先、追求卓

越”。

文/肖根深 图/孙远平

华菱举行企业文化活动日

涟钢 2012年度
劳模赴港澳休养

最认同的华菱文化关键词院以人为本 团队合作 求实创新

最认同的华菱精神关键词院敢于担当 善于学习 敢为人先 追求卓越

棒带材厂：

涟钢代表队在活动中表现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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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今年 1-9 月份袁涟钢品种钢产销总量 93.4 万
吨袁 创比较效益 1.2 亿元袁 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23 万吨和 1100 万元遥 涟钢的业绩袁成为市场寒冬
中的一抹亮色遥

广大研发尧生产尧营销人员袁既是这一业绩的

创造者袁也是涟钢阳光文化的传播者遥
这里讲的是一个人的故事遥这样的人袁在涟钢

还有很多很多遥 在他们身上袁凝结着一个团队尧一
个企业的精神遥 在钢铁转型升级的漫漫征途中袁
他们的故事向人们传递着一种信念尧 一种能量尧
一种希望遥

邓江峰用“人生中最宝贵的 16 年”，来描述自己在涟
钢从事销售工作的时光。

孩子呱呱坠地，他是个销售新兵。

孩子上幼儿园，他成为业务主办。

孩子读小学，他当上一级主管。

孩子上初中，他担任科室主任。

这个很多时候难得和孩子待在一起的父亲，用孩子年

龄的增长和学业的进步，来标注自己专业领域进步的每一

个阶梯。在邓江峰看来，二者特征一样，都叫“成长”！

成长要要要是在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也敢于出发

今天的涟钢，拥有一支近 150 名员工的销售团队，集
中了企业的精华力量。在钢市持续低迷中，涟钢每年 600
万吨以上的钢材产品、260 万吨以上的副产品，正是通过
他们编织的营销网络，走向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ERP销售系统如何操作？商务 PPT如何突出产品和服
务优势？如何顺利通过厂商的第一道门卫？如何给客户留

下难忘的第一印象？营销业务员们今天有机会接触的各类

培训课程，当初新入行的邓江峰和同事们却只能试探着自

己摸索。

那之前，邓江峰还只是二级厂的一名工人。看到他工

余捧读管理和哲学类书籍，工友疑惑：“看得懂吗？”他答：

“我有自己的追求”。参加销售业务员招聘考试，好友为他

担心：“一没关系，二来专业不对口，行吗？”负责招聘报名

的工作人员看到他一手的油污，怀疑他的学历证书，他答：

“你考我一下试试？”

以优异成绩如愿进入销售部，工作从哪里干起呢？有

人琢磨着，离家近点、收入高点、上班舒适点。他不！“给了我

薪水，但得到的远不止薪水。我看重这个平台，那就选择去

远方吧，越远越好！”邓江峰对领导说。

一个月后，邓江峰只身赴西南某省开拓市场。

那还是一片涟钢钢材未能进入的处女地，年轻的邓江

峰不仅不知道害怕，似乎还有满肚子的兴奋：“什么都不懂

的时候，出去跑就是一种提高。”

成长要要要是一路不停的摸索尧疼痛和领悟

今天的涟钢，作为中国汽车用钢的一支新生力量，正奋

力行进在汽车工业民族品牌的逐梦征程中。从长材到板材，

从普板到汽车板，涟钢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当初某

汽车制造厂给邓江峰的“闭门羹”，也成为他日后受益匪浅

的精神财富。

对照一张地图，邓江峰搭乘公交车来到这家汽车制造

厂，却被告知午间休息。为了赶在下午上班时分准时赶到，

邓江峰在公交候车亭躲过炎炎烈日，守了一个中午。在与有

关人员短暂接触后，邓江峰告辞转身的一刹那，却见自己的

名片被人随手丢进了废纸篓。

那时，邓江峰才知道，涟钢还没有板材，更没有汽车用

钢，纵有一腔热情，漫无目的搞推销，怎能不被人低看？

“又失败了一次，离成功又近了一步。”用《世界上最伟

大的推销员》一书中的句子激励自己，邓江峰自此更关注钢

铁冶金和社会经济方面的知识。“一是要有需求，不能乱撒

网；二是要能付得出钱，不能欠货款。”从这件事中，邓江峰

总结出两条如今看来是再平常不过的营销理念。

此后不久的一次差旅途中，邓江峰行李遭歹徒抢劫。赶

往客户企业的途中，又遇瓢泼大雨，把他浑身淋了个透湿。

当他如期与对方一位负责人见面并进行业务推介后，对方

看着邓江峰尚未干透的衬衫、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被你

的精神感动了，我们准备去一趟涟钢。”

第二个月，这家企业成为涟钢的直供客户。

“成长，就是在看似没有希望的地方，自己努力去摸索、

去疼痛、去领悟。”邓江峰说。

成长要要要是在看似没有路的地方向前再走一步

历经十五、十一五两轮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后，涟钢

主体工艺装备领先国际水平。以此为依托，涟钢向品

种、质量和市场要效益，携手有区域市场或行业影

响力的用户开展多层次合作。

然而，发展品种钢，绝非只要花钱就可以

抬腿跨越的寻常门槛。在销研产一体化建设

的格局中，技术研发、生产操作和市场开

拓面临着同样巨大的压力，邓江峰和他

的品种钢营销团队也不例外。

在开发国内某知名家电制造企业时，邓江峰和同事们

一度被拦在对方的厂门外。当有人靠着花坛点着一根烟，环

卫工人过来阻止：“我们企业有规定，这里不能抽烟。”

这一幕深深地打动了邓江峰：一名环卫工人尚且如此

维护企业的形象、遵守企业的规定，这该是一家管理何等严

格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又怎会没有未来呢？涟钢不就要与这

样规范的企业合作吗？一年多来，涟钢高层领导多次登门拜

访该企业，主动听取意见和建议，也是从未轻言放弃啊！

邓江峰和同事们振作精神，一次次试图说服对方。功夫

不负有心人，对方终于将信将疑给了涟钢产品试样的机会。

100吨，300 吨，500 吨，试样量一次次扩大，涟钢终于以
过硬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成功经受住了漫长试用期的考验，

跻身该企业供应商队伍。

从拒绝到接受，从外机用材到内部结构件，涟钢对该企

业的月供货量从零到万吨大踏步突破。一条建成以来一直

停停打打、几乎濒临停产的生产线，就此实现满负荷运转，

生产的产品也成为涟钢创效能力最强的品种钢之一。

成长，在路上

明晰产品战略 构筑市场优势

涟钢围绕汽车用钢、工程机械用钢、电工钢、镀

层产品的研发和市场开发，推进集研发、改进和市

场服务为一体的品种钢开发项目经理模式。通过

项目制的组织模式，涟钢的产品战略定位更加清

晰，重点产品的地位和贡献也更加显著。

今天，涟钢工程机械用钢稳定供应中联重科起

重机和混凝土泵车；以 DC04 和 DC06 为代表的冷
轧深冲钢进入比亚迪、吉利、长丰猎豹、柳州汽车

等自主品牌汽车；镀锌产品成功进入格力、美的市

场，使家电板成为主导产品；紧跟市场需求，持续

开发 X90、X100、0.8 系数 X80 和 20mm 厚度规格
X80 管线钢，形成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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