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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三版 涟钢钛板轧制技术国内领先

涟钢成为国内 ATM机用钢最大供应商
姻四版 涟钢马年奋蹄迈向汽车板你之所以觉得你的生活不顺利袁

是因为你为自己设置了太多障碍遥 有
人说为什么我身边这么多人跟我过

不去呢钥 结果过不去的越过不去袁层
层的障碍都是自己造成的遥 做一个简
单的游戏你就明白这个事情是怎么

回事遥 你对每一个向你走来的人都微
笑地打招呼袁野你好浴 冶几乎所有的人
都会回应院野你好浴你好浴 冶即便擦肩而
过之后他们会想院野这个人是不是精
神有问题钥 冶但是对方的第一反应一
定是院野你好浴冶为什么钥因为你对别人
怎么样袁别人就会对你怎么样遥 周围
人都跟你过不去的时候袁其实这时候
你应该明白袁 是你跟周围的人过不
去遥
要要要俞敏洪接受 叶北京青年报曳

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背景分析：
决定创业之时，俞敏洪在北京市

海淀区教育部门磨了半年多，只为申

请一张合法办班办学的“执照”。教育

部门一开始坚决不同意，架不住俞敏

洪苦苦哀求、死缠烂磨，便松了口 :
“看你是个老实人，给你一个试营业

的办学许可证。半年以后如果有一个

学生来告状，立即把你的办学许可证

吊销。”

俞敏洪和他太太就是在这样的

尴尬处境里开启了创富之路。1994年

新东方的事业逐渐有了起色，一家培

训机构明里暗里使绊刁难俞敏洪。那

家培训机构的女老板很霸道、很凶

悍，曾经唆使地痞流氓用刀子捅伤了

新东方贴广告宣传单的业务员。俞敏

洪去公安局报案，人家爱搭不理地说

这种打架斗殴的事情太多了，忙不过

来不予立案。俞敏洪悲愤难耐，一连

在公安局大门口静坐了三天，见到局

领导，问题才得到解决。

一年之后，那家培训机构闹罢工，

老师们以工资低为由撩挑子不干了。

万般无奈之下，那个女老板打电话向

俞敏洪求助。“我这里有 400 个学生，
你给收编得了，我也不想干了。”俞敏

洪则一再鼓励她坚持把学校办下去，

并给她出了几个“锦囊妙计”。

俞敏洪如何拯救那家曾经敌视过

他、如今陷入危局的培训机构？第一，

把新东方的老师调过去救急，女老板

按新东方老师以前的工资付给他们，

新东方负责把 400 名学生教完。第
二，让女老板告诉老师们：如果不来

上课，新东方的老师就会来。第三，给

老师加工资，跟新东方的老师一样

多，这样他们才会有上课的积极性。

这三招，真就帮了那位女老板，她

的培训机构又支撑了 3 年多，后来因
为生源问题，到底还是没办下去。那

个女老板至今和俞敏洪都是非常要

好的朋友。

新东方创始人，著名英语教学与管理专家。1980 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本科毕业后
留校任教；1991 年从北大辞职，进入民办教育领域，1993 年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现任新
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等职。被媒

体评为最具升值潜力的十大企业新星之一，20世纪影响中国的 25 位企业家之一。

俞敏洪

好书共享

通过“利他”实现“利己”

书摘
俞敏洪经典语录

1、每条河流都有一个梦想：奔向大海。长江、黄
河都奔向了大海，方式不一样。长江劈山开路，黄河

迂回曲折，轨迹不一样，但都有一种水的精神。水在

奔流的过程中，如果像泥沙般沉淀，就永远见不到

阳光了。

2、在我们的生活中最让人感动的日子总是那
些一心一意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日子，哪怕

是为了一个卑微的目标而奋斗也是值得我们骄傲

的，因为无数卑微的目标累积起来可能就是一个伟

大的成就。金字塔也是由每一块石头累积而成的，

每一块石头都是很简单的，而金字塔却是宏伟而永

恒的。

3、为了不让生活留下遗憾和后悔，我们应该尽
可能抓住一切改变生活的机会。

俞敏洪和他的新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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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钢总经理 颜建新 涟钢党委书记 汪 俊

创新创效加速推进涟钢转型发展
——— 2014 年 新 春 贺 辞

2014 年 1 月 16 日，2250 热轧板厂组织了 26 卷钛板卷的
批量稳顺生产，质量全部达到客户的要求。标志着涟钢在吸

收、消化 AM 技术转让的基础上，取得了轧制技术的又一次突
破，拓宽了产品生产范围，找到了新的效益增长点，同时为向

VAMA 提供合格基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工业纯钛板的成分是金属钛，金属钛在各行业的应用越

来越广泛，效益十分可观。但是由于钛板的加热温度和氧化特

性，轧制技术难度非常大，一直困扰着钛行业的发展。目前，钛

行业全球一年的产量只有约 20 万吨。近几年，宝钢、太钢、攀
钢、酒钢及公司相继进行了钛板卷的批量生产。

由于全国同类钢厂进行技术封锁，涟钢钛板卷轧制难度

大。2012年 4月 19 日，涟钢成功在 2250 热轧板厂轧制了第一
卷钛板卷，实现了中南地区宽幅重板卷零的突破。近两年，通

过对 AM 转让技术的吸收，并针对钛板轧制温度低、高温质

软、表面质量要求高等特点，进行技术攻关，在加热制度、轧制

技术、尺寸控制、表面质量等方面，涟钢不断取得重大技术突

破。

这次客户将出口欧洲的 26 卷钛板的轧制订单交给了涟
钢，面对新的挑战，技术人员对钛板轧制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

研究探讨，工艺、机械、电气及二级机技术人员全程跟班，经过

12 个小时努力，解决了加热炉低温布料、粗轧翘叩头、低温检
测、低温模型计算、粗精轧设定、卷取张力调试、卷取开水改善

龟背等问题，实现了厚度最薄达到 2.65mm，批量 3.0mm 的稳
定生产。生产量和规格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同时达到了客户的

质量要求，表面质量缺陷也由最初第一卷 42.1%左右降低到
目前的 2%左右，用户反映涟钢的钛板轧制在国内已经达到领
先水平，超过了国内一些先进钢企。

文/陈岗 严安 郁盛富

到 2013 年 12 月，涟钢成为国内 ATM 机用钢最大的供
应商。热轧高强钢 LG600A 月平均销量稳定在 1000 吨以上，
占到了国内 ATM 机用钢市场份额的 40%以上，相对于普板
要多创效 200-300 元/吨钢。

涟钢销售部热轧品种室业务员邓叶龙介绍，为了开拓品

种钢市场，2011 年他通过各种信息平台，了解到 ATM 机用
钢市场需求强劲，涟钢也有能力生产 600A 热轧高强钢，但
市场早已被国内一些大钢企牢牢占据着。于是确定了 ATM
机用钢市场作为主攻方向。

但进入市场并不容易，销售和技术人员积极与客户接

触，了解客户需求，不断推介涟钢产品。选择了与其他钢企

不同的销售道路，销售和技术人员勤跑客户，贴近客户的生

产现场，长时间跟客户的技术人员沟通，充分了解客户的需

求。足足半个月，他们守在客户的生产现场，积极与客户沟

通，终于得到了客户的初步信任，获得了首批试验订单。涟钢

销售部与技术中心不断优化 LG600A 高强钢的生产方案，在
质量稳定以后，产品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2011 年 8 月份，涟钢向上海迪堡供货 120 吨 LG600A 高
强钢用于制作 ATM 机机柜，从而拉开了公司产品开始供
ATM 机行业的序幕。2012年 5月，公司正式与国内最大 ATM
机生产厂家广电运通签订每月 500吨的供货协议，

涟钢 LG600A 高强钢开始稳定地批量向客户供货。涟钢
热轧高强钢 LG600A 产品在 ATM 机用钢市场上所占份额逐
年提升，到 2013 年涟钢已成为了国内 ATM 机用钢最大的供
应商。

文/汪灏 刘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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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批量轧制工业纯钛板

涟钢成为国内 ATM机用钢最大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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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品种钢量 156.5 万吨，创效
2.67 亿元；34.9 万吨的 VAMA 基板品
种和质量满足要求；完成 VAMA 转让
产品和自主开发产品的年度任务；完成

品种钢工艺成本优化、质量改进任务。

措施：成立三个产品项目部，在品

种开发、质量控制、重点质量攻关与工

艺研究上立项攻关，落实时间、落实责

任。

坚持高举高打，“我们正经受着艰巨

而光荣任务的考验”，涟钢技术中心一位

负责人表示。

机制变革 增强动力助快跑

机制变，动力增。

涟钢以业绩贡献和市场价值为导

向，正从内部体制机制变革中拓出空

间、增强活力、有所作为，以全面提升

研发水平和产品质量，努力创建品牌优

势。

———变革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新线

技术、装备和规模优势，真正实现产品

结构升级；研究设计更加科学的管控模

式和组织架构，推进生产现场各环节有

效协同，为提升企业整体经济效益提供

强力支撑。

———变革经营理念。围绕优化产品

结构、稳定实物质量、提升创效能力等

重点工作，广泛深入开展群策群力项目

和班组对标竞赛活动，切实增强企业提

高经营绩效的内生动力。

———变革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

度”。实施全员绩效管理，鼓励薪酬与激

励方式创新，对攻关挖潜关键岗位、产

品研发人员、营销采购人员实施个性化

激励办法，切实发挥薪酬激励的杠杆作

用。

———变革集团实业发展。鼓励各子

公司转换经营机制，对接华菱集团“1+
5”发展战略，放眼钢铁产业链各个环
节，加大与外部优势企业战略合作力

度，寻找效益突破口，实现多元协调发

展。

人，是变革的对象，更是变革的主

体。近 1.5 万名涟钢职工正以万马奔腾
之势，焕发出新的信心与朝气，朝着以

高端汽车用钢为代表的精品板材目标

奋勇前进！

品牌之光4 2014年 1月 30日 品牌 之光 52014年 1月 30日

马年的鼓点，催促涟钢扬鞭奋蹄。

2014 年 6月，华菱安赛乐米塔尔 VAMA 汽车板项目镀锌机
组将组织调试（投产）；2014 年 7 年，VAMA 连续退火机组将调
试（投产）。华菱与安米的合作，一度被业界认为是“最有希望通

过技术跨越颠覆国内钢铁业规模扩张的固有发展模式”。作为

VAMA 基板提供企业，面对 VAMA 投产的倒计时牌，涟钢的马
年注定是拼搏的一年、奋进的一年！

服务 VAMA 排定三个阶段时间表

“不要问我们离汽车板还有多远？要看我们迈向汽车板的

速度有多快！”涟钢一位高层领导这样勉励技术研发人员。

新的一年，涟钢的重点工作紧扣 VAMA 投产、达产、运营的
节奏：形成以 LG280VK、HSLA340 等高端汽车用钢为主的自主
“拳头”产品，加快 LG1100QT、52MnV4 等预研产品开发，按时保
质保量为 VAMA 提供合格基板 34援9万吨。
根据安米与华菱的合作协议，安米将在两年内完成对涟钢

汽车板相关技术的转让。新年第一周，涟钢结合内部工作实际

推进情况，就 VAMA 投产和安米技术转让制定工作计划，落实
技术、质量保证措施，全年将分三个阶段有序推进：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三个月。形成 VAMA 产品系列文件体
系，形成冶炼、热轧、生产计划编排原则，完成部分品种持续批

量验证等；

第二阶段，初步生产阶段，两个月。进行 VAMA 产品首次接
单生产，组建跟踪服务团队，初步形成稳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

模式等；

第三阶段，投产改进阶段，7个月。DC01耀DC06、DX51耀DX56
等产品转产，基本达成 VAMA 基板技术质量指标等。

研发生产高档汽车板，这条路到底有多长？宝钢走了三十

多年，鞍钢、武钢走了十多年。

“行百里者半九十”———消化安米技术、满足 WAMA 需求，
迈向汽车板领域———涟钢人还有最关键、也是最艰难的“十里”

需要奋力跨越。

技术研发 总投入逾十亿元

虽然有安米这一全球最大钢铁巨头的技术平台为依托，但

涟钢对技术进步的追求，绝非简单技术引进、“拿来主义”可以

完成，更需要依靠广大员工在实际工作中加强积累，在自己的

土地上闯出新路。

2013 年，涟钢在资金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投入研发经费约
8.4 亿元，研发项目 26 个。

2014年，涟钢在经营压力有增无减的情况下，计划研发总投
入 9.2亿元以上，投入技术开发费用 9501万元，研发项目 45个。

到马年立春前后，各项目开题报告将悉数提交。

咬紧牙关增加必要的投入，不光是当下需要，更是着眼未

来。涟钢沿着以质量效益为中心转型发展的新思路，正通过研

发生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利用技术进步控制和大幅

度降低能源及原材料消耗，依靠技术进步、细分市场扩大产品

利润空间。

作为技术开发领域的重头戏，涟钢新一年度的品种钢开发及

改进也明确了目标及措施。

VAMA 汽车板项目在项目部和施工单位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已经进入了设备
安装高峰期，将于 2月中旬开始设备单机调试。
华菱安赛乐米塔尔 VAMA 汽车板项目自 2013年元月主体工程正式施工以来，

通过各公司施工人员团结协作，奋力拼搏，目前工程进展顺利，各项具体工程正在按

计划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到元月 19日，配套的 22万千伏变电站成功送电，压风系统管道安装到位，开始
管道试压，液压站安装完成，具备清洗条件，厂房低压电力系统已经投入使用。退火

炉安装完成了 78%，其他设备安装也在加紧进行中。 文/陈岗 严安 图/孙远平

在产能过剩尧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中袁钢铁行业已从本世纪最初 10 年行业平均利润 25%
以上的规模扩张竞争模式袁转变为新一轮以知识尧技术和人才为支撑点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的竞争模式遥 对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袁两眼向内提质增效促转型要要要

涟钢马年奋蹄迈向汽车板

VAMA汽车板项目院
2月进入设备调试阶段

文/赵凌志 图/孙远平

迈向汽车板 蹄疾而步稳
对接安米技术、服务 VAMA 需求、逐梦汽车板———马年的涟

钢，保持并延续 2013 年经营效益逆势增长的良好态势，发起了迈
向汽车板的新一轮征程。

VAMA 项目是经国家批准建设的重大投资项目，是贯彻落实国
家《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升我国关键钢材产品技术水平，

促进湖南省经济发展的重要项目。将对湖南省优化产业结构、推进

新型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VAMA 采用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汽车板生产技术工艺，产品包
括冷冲压用钢与热冲压用钢，几乎覆盖整个先进汽车板系列，竞争

优势明显，将为国内汽车行业提供高端品质的新型精品板材，满足

国内高速增长的汽车市场需求。作为基板供应企业，涟钢奋力追逐

汽车工业民族品牌的梦想，将藉此全面提升研发水平和产品质量，

实现汽车用钢全系列覆盖，迈入世界一流汽车板生产基地的行列。

文/赵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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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祥和庆新春，转型发展齐努力。1
月 23 日晚上，涟钢 2014 年春节文艺晚会在
影剧院精彩上演。部分涟钢领导及 AM 外籍
专家与职工家属一道观看。

晚会以恭贺新春、欢乐祥和、团结奋进

为主题，在欢快的歌舞《迎春》中拉开帷幕。

音乐剧《致青春》表达了广大青年员工以实

际行动为涟钢转型发展添砖加瓦的信心和

决心；表演唱《天地吉祥》和老年京剧《年夜

饭》展现了钢城人幸福、和谐的美好生活画

卷。

群舞《车间协奏曲》反映了钢城人同心

同德、群策群力，实现提质增效、转型发展

的决心和信心。小品《电话来了》体现了涟

钢人以企为家，舍小家为大家的主人翁精

神；晚会最后由歌舞《继往开来》划上圆满

的句号。

“去年涟钢实现了扭亏为盈，期望涟钢

人共同努力，把涟钢建设得更好、更大、更

强、更美丽。”全国劳模张良庄说。

“作为年轻的一代，站在新的起点，要向

更高目标努力，为涟钢转型发展奉献青春、

奉献力量。”公司劳模罗波说。

晚会中几位历届劳模的祝福不仅带给

全场感动，也表达了钢城儿女对企业的信心

和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整台晚会洋溢着浓郁的喜庆气氛，充分

展现了涟钢人精诚团结、奋发有为、积极进

取的精神风貌。

文 /伍毅轩 图 /孙远平

观看涟钢春节晚会

涟钢艺术团表演的舞蹈叶迎春曳

棒带材厂表演的音诗画叶情系钢城曳

老年艺术团表演京剧叶年夜饭曳

外籍专家在抽奖环节中中奖

1月 24 日，是农历小年。上午，在涟钢体
育馆前坪和仙人阁小区，涟钢书法协会的书

法爱好者们当场挥毫，为职工群众送上喜庆

的春联渊如图冤。
涟钢领导汪俊、焦国华、张毅也兴致勃勃

地观赏起春联来，对钢城书法家们的辛勤劳

动表示赞赏。

涟钢送春联活动已经坚持了 10 多年，也

成为了涟钢春节的传统项目，倍受职工群众

欢迎。

一位退休老人拿着两幅春联高兴地说：

“外面买的春联没这个好，现写的春联更有钢

城特色。”

此次送春联活动共送出春联 2000 余幅，
为钢城春节增添了喜悦，送去了美好的祝福。

文 /肖根深 谢晓红 图 /孙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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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1 年到 2013 年 9 月，华菱涟钢通过招标流程梳理
和优化，累计降低采购成本近 5 亿元。

规范招标是企业降低成本的有效途径，也是衡量企业是

否风清气正的关键。从 2011 年起，华菱涟钢对招标流程进行
梳理与优化，先后两次修订招标管理办法及监督管理办法。

新的招标管理办法在优化流程与强化过程监督的同时，

坚持采用低价中标的原则，有效降低了工程建设、物资采购

和服务成本。2011 年、2012 年、2013 年 1 月~9 月份，涟钢分
别降低采购成本 1.9 亿元、2.04 亿元、9874 万元，低价中标
比例分别为 74.7%、93.8%、91.8%，成为涟钢扭亏为盈的强
大动力。 文/莲萱

“咱们的钢包车也装上 GPS 啦 ! ”2013 年 12 月 26 日，在涟
钢 210转炉厂精炼 LF炉操作室内，看到钢包车稳稳停在预定
的位置，大伙都笑了。

在涟钢 210 转炉厂承担精炼炉钢水冶炼和运输的有 4 台
钢包车，从落包位到出钢位，钢包车要运行 55 米。以前，钢包车
是依靠电子接近开关与撞块感应后发出控制指令定位。但是，

因为接近开关容易损坏，结果经常导致钢包车无法定位。钢包

车开不到指定位置，精炼炉的钢水不能上连铸台，电气组隔三

差五接到连铸台上类似的告急电话：“再过 10 分钟，钢水连不
上，连铸就要‘哑火’了 ! ”每月，210 转炉厂用于处理钢包车定
位不准的检修时间在 600 分钟以上。

一定要制服钢包车定位不准这只“拦路虎”! 2013 年 11 月
份，电气组的职工们下定了决心。经现场勘测、数据分析和论

证，很快，大家拿出了钢包车精确定位的小改造方案。

针对钢包车电缆拖行易磨损、限位工作环境温度高且挤压

受损等弊端，他们首先重新规划了线路布局，将控制线路牵至

外围安全区域，绕过拖缆行走路线。针对原来的接近开关容易

损坏的缺陷，他们采用了无接触式的激光限位代替原来的电子

接近开关，安装在极限位水泥柱上。同时，他们编制计算机控制

程序，在钢包车上安装挡板接收端，通过 PLC程序精确定位，使
钢包车运行轨迹在监控画面上直观准确反映出来，精炼的操作

工在操作室就能清晰地监控钢包车的运行情况。为保证信号精

确识别和钢包车安全长效运行，他们还在钢包车定位区域增设

外围防护栏以及测距仪的保护罩。

钢包车定位改造之后，钢包车的定位精度大大提高。运行 1
个多月来，4台钢包车全面受控，定位精度精确到 1mm。原来因
定位故障引发的处理时间也由 620 分钟/月缩短至 60 分钟/月，
有效保障了生产的快节奏，也降低了限位消耗，一年可节省维

修费用 16.8 万元。
“钢包车装上 GPS，真行! ”职工们竖起了大拇指。文/莲萱

2013 年 1-11月份，涟钢销售非钢产品 258.7万吨，较
2012 年同期增加 16.1 万吨，预计 2013 年销售收入突破 7
亿元。通过一年的努力，非钢产品取得了较好的销售业

绩。

今年来，涟钢按照四提高 ,即 :提高透明度、提高集中
度、提高直供比、提高新客户准入门槛的优化原则，加强

了对非钢产品销售全流程的监督管理，致力打造公平、透

明的营销管理体系。重新对客户进行等级调整，提高了客

户集中度，直供比由去年的 37%提高到今年的 43%，从而
进一步规范了副产品渠道管理，为 2013 年副产品创效提
供了有利的制度支撑与保障。调整渠道布局，优化资源流

向，涟钢加强了与行业标杆企业的合作，增加产品市场竞

争力，提高产品市场影响力，实现强强联手，共同抵御市

场风险。同时，根据客户需求，合理平衡资源，尽可能满足

终端需求，与经销商共同维护下游终端目标市场，保持渠

道的稳定健康发展。

2013 年 1-11月，涟钢非钢产品累计创效 5.45 亿元，
超目标值计划 11.9%。 文/莲萱

涟钢非钢产品
销售突破 7亿元

涟钢优化招标
助推扭亏为盈

钢包车装上了 G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