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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总抱怨自己的服务很好，怎么还会有人不满意呢？根源在于自己

的服务意识和服务理念没有提升上去。当今社会，服务决定一切，每个人时

时地地都在为他人服务，又在接受他人服务；而本书更将服务意识和理念

实践化、操作化、技能化、培训化，并有很强的故事性、普遍性，简明方便，通

俗易懂，从而对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实用价值。书中有很多插图，更增强了本

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内容简介

第一篇 心

服务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互动，这样的沟通和互

动来源于所有人之间，来源于每一个行业。从这个角度理

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从事服务，各行各业都是服务行

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互动，需要发自内心。因此我们应

该认识到服务是从心开始的。服务必须发自内心，如若不

然，再深的理论、再多的培训和再好的培训都无济于事。

第二篇 要

真诚就是真实诚恳，没有一点虚假。真诚是做人之本、是

立业之道。假如生活是船,那么真诚就是船上的帆;假如生活

是无垠的天空 ,那么真诚就是雨后的彩虹；假如把生活比作
钟表, 那么真诚就如钟表上不可缺少的时针, 指引您生活的
方向；假如生活是一台机器 ,真诚就是机器上的发动机 ,是您
生活前进的动力。

第三篇 美

对赞美的渴望程度是因人而异的，对赞美的内容要求更

是因人而异。面对一位真正美丽的姑娘，才能夸她“漂亮”；

面对相貌平平的姑娘，应该称她“气质好”才得体；而“很有

教养”这一类赞语，则只能用来对长相实在无可称道的人。

要善于发现对方的优点进行赞美，而不能不看对象，胡乱赞

美一通。只有因人而异的赞美，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这 才 叫 完 美 服 务

图书馆办到了职工家门口
涟钢图书馆在青山与仙人阁两大社区设立

分馆，4 月 28 日正式对职工群众开放。
随着涟钢职工住房条件日益改善，涟钢厂居

分离，大部分职工家属搬迁至青山、仙人阁、盛世

嘉园等小区，距离图书馆较远，给借阅图书带来

了不便。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职工群众

将此作为一项建议提出，希望解决职工群众借阅

图书的困难。涟钢积极落实职工群众呼声，将深

入社区办图书馆作为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行动，

把图书服务延伸到社区，促进涟钢精神文明建

设。

新开放的两个图书分馆能容纳 20 人以上在
馆阅览，藏书近 2000 册，报纸 20 种、期刊 30 种
以上。采用计算机管理，连通涟钢局域网。

据悉，条件成熟时，涟钢还将把图书分馆开

办至各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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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持续严峻的市场形势，涟钢坚持精品战略，创新思路，瞄准

重点，积极增强品种竞争力。1—4 月份冷轧品种钢累计创效 7000万
元，与去年同期比较，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

今年以来，针对市场严峻形势，涟钢冷轧品种钢开发销售以提

升冷轧品种质量级别为重点，积极发挥冷轧品种钢生产能力，坚持

效益优先和品质改进，大力推行综合服务商理念，促进产品开发与

技术进步和市场营销相结合，提升市场竞争力。在品种安排上，通过

以销定产、趋盈避亏，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努力追求品种效益最大化 ;
从源头抓起，解决了大批量生产与小批量订单的产销矛盾，并按产

品边际贡献大小组织生产，尽力增加高效品种钢产量。

针对深冲钢重点市场，涟钢组建技术与销售专业团队，负责客

户的开发与市场维护。通过细分市场，提升服务，销量不断增加，

1—4 月累计销量突破 8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35%。在冷轧品种钢
销售上，重点开发终端客户，做好跟踪服务，优化产品结构，销量稳

步提升。 文/刘志

一炼轧厂高度重视热轧卷钢的卷重命中率，通过强

化管理、跟踪分析、及时整改，今年以来，该厂卷重命中

率达到了 80%以上，热轧卷钢也实现了火车满载外发。
为了提高产品外发火车满载率，涟钢对各钢种都明

确规定了卷重，对轧钢单位下达了卷重命中率的指标，

如一炼轧厂 Q235 钢种卷重控制在 22.3 吨依200 公斤、电
工钢卷重控制在 20.5 吨依200 公斤以内、卷重中命中率
要达到 80%以上。

为完成指标，该厂将卷重命中率指标纳入经济责任

制，与工资收入直接挂钩，并安排技术人员每天跟踪分

析，查找生产过程中的各个影响环节，及时整改，来稳定

和提升卷重命中率。

该厂技术室牵头，组织轧钢、机械、电气、精炼连铸

四个车间的技术人员，密切关注影响卷重命中率的生产

各个环节。在轧钢生产过程中，轧机主操每轧一个卷，就

要核实其重量是否与目标卷重相符，超出控制范围的及

时调整。需要平整的钢种，考虑到平整过程中会产生切

头切尾，在轧制过程中操作人员会有意识的将实际卷重

比目标卷重增加 100 公斤，来弥补这一块损失，稳定平
整板卷的卷重命中率。 文 /汪灏 成伟 图/孙远平

4 月 24 日，涟钢 2250 热轧板厂横切生产线取得历史性突破，当日白班共
生产 19 个卷，产量达到 666 吨，超过设计产能。

在涟钢调整产品布局、加大品种钢市场开拓的情况下，该厂横切生产线生

产逐渐扭转颓势，生产组织不断加强，产能不断攀升。进入 4 月份以来，随着标
准化作业的推进，该厂生产作业与组织规范得到了加强，不受控、不执行规范的

行为基本得到控制，设备的预防维修给长期稳顺生产提供了保证。同时，面对满

负荷生产，配合工艺改进，该厂横切线调整了生产方式，通过优化岗位人员，实

施“三班”作业，到 4 月 24日止，其开卷穿带速度每卷缩短约 2 分钟，成品入库
效率比以往大大优化。

涟钢 2250 热轧板厂横切生产线产能的突破，打破了订单兑现的瓶颈，同
时也更进一步促进了高附加值品种钢的开发与生产。4 月份，该厂产量达到
28141.6 吨，比上月增加近 7000 吨，成本较上月降低近 10 元/吨。

右图为操作人员在现场进行生产调试遥 文/刘新星 袁青峰

涟钢 2250热轧板厂：
横切线生产创纪录

坚持精品战略

冷轧品种钢创效 7000万元 卷重命中率超 80%
实现火车满载外发

一炼轧厂：

公司动态2014年 5月 30日2

5月 24日下午，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肇雄率省直相关
部门负责人，在娄底市市委书记龚武生的陪同下来 VAMA 调研（如
上图）。华菱集团总经理李建国，涟钢总经理颜建新，涟钢党委书记、

VAMA 董事长汪俊，VAMA总经理桑杰先生就有关情况做汇报。

VAMA 项目是经国家批准建设的重大投资项目，总投资 52 亿
元，年生产规模 200 万吨，第一期工程 150 万吨，其中冷轧板卷 80
万吨，镀铝板卷 20 万吨，热镀锌板卷 50万吨。自 2012 年 6 月华菱
集团与安赛乐米塔尔公司签订深化战略合作一揽子协议以来，项

目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7.5%，项目建设安全、
质量、进度、投资总体受控。首个酸轧线钢卷将于 6月 6 日下线，镀
锌线和连退线分别将于 6 月 15 日和 7 月 6 日投产。

陈肇雄一行实地考察了 VAMA 项目各生产车间，询问了设计
安装调试及配套建设情况。

陈肇雄对 VAMA 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汽
车板项目作为省重点工程，具有高技术含量和市场前景广阔的优

势。经过艰苦的努力，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后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

做。他要求省直相关部门和娄底市地方政府继续主动服务，为企业

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他希望 VAMA 团队强化内部管理，确保产品质
量，严控生产成本，保证产品高性价比，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努力朝

规模化、高端化、国际化发展，早日实现预期发展目标。

文/陈小军 图/孙远平

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紧张施工，

VAMA 项目已经进入投产最后冲刺阶
段。到 5 月底止，三大主线均进入设备联
动调试，整个项目建设呈现出安全、质

量、进度、投资全面受控的良好局面。

镀锌线及连退线均按计划向前推

进，目前两条线均完成全线穿带，进入设

备联调，退火炉已

完成气密性试验，

炉区管网完成吹

扫及试压；重卷机

组完成调试，具备

生产条件。

按照设计，涟

钢要为 VAMA 提
供配套公辅能源

介质。目前，从涟

钢向 VAMA 提 供
的能源介质除制

氢外全部到位，天

然气、蒸汽、氮气、补充水等公辅能源介

质都开始正常供应。220kV 变电站建设
也按期完成施工和验收，投入送电运行。

由涟钢负责提供的基板也按期完成了生

产，目前，第一批 10 卷基板已经运送到
生产现场，生产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文/陈岗 图/孙远平

4 月份，210 转炉厂累计生产 VAMA
基板板坯 8215 吨，经内部质量模型评定，
一级板坯评级合格率达 91%。

该厂在生产过程中，进一步优化生产

组织和过程工艺控制，以连铸恒拉速为中

心，严格按照钢种列车时刻表组织生产，

制订了各工序生产周期表，抓好生产条件

和设备状况确认，严防生产过程中出现异

常波动。在过程控制上注重细节，精确计

算成份、温度参数，加强钢包烘烤在线监

控等工艺，确保全程保护浇铸。同时，在工

艺、技术和材料上采取一系列优化改进措

施，全面对接 VAMA 工艺质量要求。各工
序点严格落实精细管理和标准化操作，稳

步提升基板板坯生产水平。

4 月份，该厂生产的 VAMA 板坯完全
达到基板质量要求。

文/刘更龙

陈肇雄考察 VAMA，要求：
朝规模化高端化国际化发展

VAMA投产进入冲刺阶段VAMA板坯一级品
合格率达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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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只是一名普通的炉前工，但他用二十多年时间，将

自己干到了炼钢生产的关键操作岗位，干成了公司“金牌工

人”。

他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他写下的操作感想，被车间负责

人悄悄保存好几年，震住了那些拥有大学文凭的炼钢新生代。

他叫舒展华，涟钢 210 转炉厂炼钢车间转炉乙 2 班主摇
炉工。

他的梦想实在而平凡：做个快乐的炼钢工人！

方法一：“像爱亲人那样爱炉子”

———摘自舒展华操作感想

“要像爱亲人那样爱炉子”！

这句话，是多年前舒展华在武汉钢铁公司学习时，武钢师

傅对他说的。工作经历越长，经事越多，舒展华越觉得这话有

道理。“炼钢炉啊，你对它好，它就会对你好。”

两座 210t 转炉，每役炉龄上万次，在全国处于先进水平，
指标并非凭空而来。

溅渣护炉技术，对冶炼过程炉渣的调整及溅渣工作压力、

溅渣枪位、溅渣时间与频率等有明确的要求，目的是用干稀适

度的钢渣加厚钢包工作层，延长炉衬使用周期及转炉寿命。按

每炉钢须用 4 分钟左右的时间进行溅渣护炉计算，如果抢产
量的念头占点先，每炉钢冶炼时省下一两分钟的溅渣护炉时

间，单班也能多产一两炉钢，但护炉压力就传到了下一个班。

如果每个班都这么想，都这么干，炼钢炉就要遭殃了。

这个道理，炼钢工人都懂。

但护炉不到位的情形，并不少见。“这样做，对炉子不爱

惜，对下一班不公平。”所以，舒展华所在的班，超产纪录不多。

拼设备、抢产量不可取！舒展华和同事们在减少喷溅、降

低成本和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科学炼钢给予他和同事们丰厚

的回报：2013 年，通过改进枪位走势和加料时机，他们将氧枪
喷头寿命从 150 次左右提高到 200 次以上；他们班碳温双命
中率和氩站成分命中率这两项重要的质量指标多次排名第

一；全年钢铁料消耗及成本降低额居班组之首；全年合金成本

降低 300多万元；他参与的课题“提高金属收得率”，获得分厂
自主管理课题三等奖；他本人在公司炼钢工技术比武中获得

第四名的好成绩。

方法二：“做一个李云龙式的炼钢工人”

———摘自舒展华操作感想

舒展华也“追星”，自称是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的“粉

丝”。“李云龙原先是个木匠，但他心中有大爱，做事粗中有细，

所以能打胜仗。”舒展华说。

尽管已是现代化工艺，然而面对巨型机具、高温辐射、噪

声轰鸣，不少人觉得炼钢工人难褪尽“大老粗”的影子，舒展华

也不例外。但他在操作感想中写到：“炼钢要像猪八戒绣花，粗

中有细。要做一个李云龙式的钢铁工人，有一股子精气神”。

炼钢操作室内，操作台对面正中的一块工业监控显示屏，

正是转炉炉口的画面。有一定经验的炼钢工人，通过显示屏，

从炉口的火焰变化和渣子的情况，就能大致判断出钢水的质

量。但一名优秀的炼钢工人，却还要综合各种数据，在短时间

内做出判断并随时调整操作。这和战场上掌握情报、调整战

术，有得一比。

按每炉钢 35 分钟左右的冶炼时间计，留给主摇炉工的操
作时间约为 15 分钟，就是这 15 分钟，决定 80%左右的钢水指
标。但对舒展华而言，他的单炉作业时间从来就不是 15 分钟，
而是 35 分钟。只要当班，每分每秒都在打仗。
丙 1 班炼钢工曾维业曾暗暗观察舒展华：铁水、废钢等还

舒展华和他的快乐炼钢法
没入炉，他就通过界面掌握主要原料的成分、配比，有时还要打电话，到上道工序了解详情，再通过数

学模型计算出辅料配比。一个班下来，他“准备-计算-操作-出钢”，把这套流程一丝不苟地重复一次又
一次，“衔接得天衣无缝，没见他松一口气。”

炼钢生产是个化学变化的过程，由于原料和外围条件或大或小的实际差异，每一炉钢的冶炼都有

不同。正因为如此，如果主摇炉工只抓 15 分钟的吹炼时间，后期一旦出现异常，剧烈反应中往往难以
应对，但“舒展华就能一气呵成。”乙 2班班长李春说：“舒展华会的，我也会，大家都会。但要说想得细
致、做得周全、和上下工序衔接得好，我们还是不如他。”

方法三：“要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

———摘自舒展华操作感想

守着摇炉工的老本行，天天绞尽脑汁护好转炉“饭碗”，二十多年几乎就干同一件事，

“专注和坚持比什么都重要”。

舒展华认为他的职业生涯，是个“只赚不赔”的过程。他从刚进厂时说

起：“那时候工资多少钱？现在多少钱？公司这几年好艰难，但工资分毫不

少地给了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坚持？要我看，企业给我们的，要远远多于我

们给企业的。”

曾维业有些“怕”他。大学毕业刚进厂时，他两眼一抹黑，于

是向正当班的舒展华请教。没想到舒展华热心地问一答十，还带

着他去找认阀门的具体位置。曾维业仿佛开了窍，从此知道该如

何向自己的师傅提问，如何把书本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来，如何举一反三。一次，曾维业在某班试了试身手，在

同伴前面有得色，没想到让舒展华撞个正着，被他粗着

嗓门好一顿数落：炼好一炉两炉钢不难，难的是把

炉炉钢都炼好，不要发飘啊！

东北大学毕业的主炼钢工石国华也有些

“怕”他。以前在操作室内，眼睛盯着监控屏，

手上点着操作钮，心思却开了小差，偶尔

抽空还会玩玩手机。而舒展华只要一上

操作台，就是一副“天塌下来也要先

炼好钢”的架势。被舒展华正面侧面

提醒过几次，石国华觉得自己是

有些不像话，从此改了这习气，

并走上了关键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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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环境如何保持？职工群众满意不满意？一直牵动涟

钢领导的心。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之初，总经理

颜建新率队到涟钢环保重点区域炼铁厂召开环保专题会

议，提出“铁腕”治污，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努力打造“绿色

高炉”，捍卫碧水蓝天。

炼铁厂包含烧结、炼铁两道工序，不仅是涟钢生产的龙

头，也是涟钢环保的重点区域。该厂拥有 3 座现代化大高
炉，4 台烧结机，与之配套的 44 套除尘设施，4 台烧结机全
脱硫设备，是全国同类型钢铁企业中实现全脱硫为数不多

的铁厂之一。

为进一步改善该区域环境质量，涟钢首创炼铁厂环保例

会制度，每月由涟钢主管领导主持召开，针对检查情况提出

整改项目，通报整改进度。同时该厂及时调整机构，在强调全

员管理的基础上，设立了专职环保工作厂长助理和科长，确

立各车间主任为车间环保管理第一负责人。整章建制后，全

员环保意识明显提高，以前环保让路生产，现在环保与生产

摆在了同样位置，“不碰红线”、“不越底线”成为共识。

在企业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涟钢两年计划投入近 2 亿
元，实施环保项目 17 个，其中炼铁区域环保项目 10 个。1-4
月份该厂自行投入 400 多万元，对所有环保项目“再整改，

再细化”，集中清理三个高炉的吸尘口、除尘管道，更换除尘

布袋，改善加湿机效果，减少一次扬尘，特别是将 360 烧结
机原料场 6#、7#、10#等几个转运站砌墙封闭，大大减少了噪
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同时，炼铁厂从职工标准化操作入手，规范操作流程，

并与铁口泥厂家合作攻关，提高铁口泥质量；为确保设备稳

顺运行，炼铁厂成立了炉前设备攻关小组，减少因设备故障

出现的冒烟。同时加大考核力度，冒烟考核从 1000 元/次增
加到 3000 元/次，其中基层管理人员每次承担 40%。如今站
在双菱大厦楼顶看厂区，别有一番风景：近处，林立的高炉

炉顶吐出的一团团白色水蒸气在蓝色的天空下慢慢飘散，

成为一团飞舞的云彩；高炉下面，作为湘江支流的涟水河碧

波荡漾，河岸绿树成荫，涟钢大桥车水马龙，一派繁忙；远

处，铁红色的现代化工厂厂房鳞次栉比，一抹抹绿色与各种

管道、皮带通廊等大型设备和谐交织。

今年 4 月 14 日，由中新社、湖南卫视、新浪湖南等十多
家媒体组成的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报道组来到娄底，站在

高炉下的涟钢大桥上，触目所及，绿草如茵，江水如碧。涟钢

双菱大厦办公楼的影子清晰的倒映在涟水河中……从涟水

河流入湘江的水，连续 12个月达到芋类水标准。 文/张忭

加强能源管控和技术攻关，实现煤气资源回收利用最

大化。5月 20 日上午，华菱涟钢发电六期项目正式点火烘
炉，月底成功并网发电。发电六期投入运行后，涟钢将力争

全年总发电量达到 29.5 亿 kWh，自发电占生产总用电量
比例达到 72%，进一步拓展节能减排创效空间。

担社会责任 谋人民利益

涟钢“绿色高炉”捍卫碧水蓝天

涟钢发电六期
点火烘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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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上午，十里钢城被满满的祝福
和幸福包围，期待已久的涟钢青年集体婚礼

隆重举行。31对青年在成千上万名市民的关
注中，在 3000 来名亲友和观众的见证下，走
进了神圣的婚礼殿堂。当天共进行了“花车队

巡游涟钢、娄底城区”、“现场婚礼仪式”两个

环节，涟钢党委书记汪俊，副总经理焦国华担

任主婚人和证婚人，并代表公司给新人颁发

了集体婚礼证书和礼金。十来家省、市媒体记

者聚集采访，涟钢摄影协会提供了 35 名专职
摄影团队。整个活动迎合了社会对破除陈规

陋习、新风新俗的期盼，以其盛大、隆重，在十

里钢城和娄底市引发强烈反响。

本次集体婚礼由涟钢团委牵头，联合人

力资源部、工会工作部、宣传部主办，婚礼共

分“十里钢城、娄底城区幸福游”、“集体婚礼

仪式”、“浪漫三亚蜜月旅行”3 个环节。上午 9
点 18 分，新人“幸福游”开幕，由 22 台电动敞
篷汽车组成的花车队从涟钢双菱大厦出发，

经过娄底二大桥，横穿市区主要街道后从娄

底一大桥返回。靓丽的婚车，绵延几十米的队

伍，新娘新郎幸福的笑容，醒目的“涟钢青年

集体婚礼”标识，不仅体现了钢城青年对美

好、浪漫爱情的追求，也彰显了钢城青年低

碳、环保的生活理念，使车队一路成为焦点，

引来人们的拍照和喝彩。

10点 08分，在大家的翘首盼望中，巡游车
队缓缓驶入了“集体婚礼仪式”现场———涟钢

文化广场。现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除了各个

新人的嘉宾团队，闻讯赶来的市民将整个文化

广场全部包围，31 对新人手挽手走上了幸福的
红地毯。“交换戒指”、“爱人盟誓”、“涟钢领导

主婚和证婚”、“喝交杯酒”、“电动汽车抽奖”、

“放飞爱情球”等一个个浪漫而又温馨的环节

让新人们倍感幸福。当汪俊、焦国华分别为新

人们颁发集体婚礼证书和礼金时，更是将现场

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这是涟钢建厂以来举办的首次特大型集

体婚礼，得到公司党委的高度重视，要求把集

体婚礼和涟钢对管理、技术业务人员《操办婚

丧喜庆事宜》结合起来，弘扬“节俭、喜庆、热

闹”的婚庆新风，并作为“自选动作”，丰富涟

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质内涵，切

实促进“反四风”建设。为吸引青年参加，涟钢

团委等部门进行广泛宣传和动员，得到了广

大适婚青年的积极响应。“新人集体浪漫三亚

蜜月旅行”也在 5 月下旬举行，涟钢为每对参
加旅行的新人提供赞助支持。

涟钢为 31 对新人办喜事
追 求 美 好 浪 漫 彰 显 低 碳 环 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