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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经营不动产门户

网站、咖啡店等 5 家企业；
每年读书 300 本以上；经常
去听讲座、上英语口语班、

打高尔夫；每个月都去海外

视察旅行，演讲；经常在世

界各国举办公益性讲座和研

讨会；写出了多本畅销书。

他叫泉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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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懒人，最不爱

整理了。朋友推荐我买了这

本书，说是可以“一劳永逸”。

一开始还将信将疑，读完后

就觉得朋友的话没错。书的

前勒口处写着推荐阅读人

群：办公桌上总是乱成一团

的人，电子邮箱内堆满邮件

却不知所措的人，经常把文

件和资料弄丢的人，工作太

忙，没有太多的时间花在学

习和兴趣爱好上的人。好像

说的就是我自己。

先睹为快

你是不是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

要做的工作太多，脑中乱成一团，无

法集中精力干好眼前的工作；虽然制定了

工作计划，但从没能按计划完成过工作；

办公桌上乱成一团，经常找不到重要文

件；以为保存在电脑里的资料找不到了，

只好重做一份……

前些年，我也曾为这些现象苦恼过。

直到我找到一套较为有效的整理方法。

我们身边会有很多纸质文件，如：参

考资料、账单、宣传册等等，这些是我们

办公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电脑和

“无纸化办公”多么普及，信息流通仍然

离不开这些纸质文件。所以，如何科学地

收纳它们，是一项重要的整理技能。

但也无需考虑得太复杂。凡是过于复

杂的事，一般都很难坚持，整理也一样。我

的整理术很简单：

第一个步骤，将文件分为“正在办理

状态”和“保存状态”。

正在办理状态的文件包括：与目前手

头工作有关的、或是看过后决定保留的文

件。已办、需保存状态的文件包括：已处

理完毕、但仍需要保存的文件，如合同、

发票等。

第二个步骤，把正在操作中的文件放

进透明文件夹中，将需要保存的文件统一

大小和形状。

正在办理的文件，最好根据项目分开

保存。如一个透明文件夹放不下时，可分

为几个保存。使用透明文件夹时如注意到

以下细节就更好了：一是给透明文件夹加

上封面，内容一目了然，因为那些翻看的

时间也算是白白浪费掉的；二是透明文件

夹如果数量比较多，还需要进行适当的分

类文件、发票等有各种大小和形状，看上

去会不整齐，还很容易弄丢。一般来说，用

A4纸打印的文件最多，因此，我建议，尽量
把文件统一成 A4纸那样大小比较好。
实在有大尺寸的资料，就把它复印成

A4 尺寸再保存吧。从杂志上剪下来的信
息、或是写在小记事本上的内容，如果比

A4小，我要么把它们输入电脑，要么用订
书机订在 A4纸上。
决定分类方法时，应以“是不是能立

刻找到”、“还原时是否方便”、“是否便于

拿出来”等原则为基准，也应注意不要过

度分类。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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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整理术是一种不依靠卓越

的才能和坚强的意志力，不依靠高学

历，不依靠超强的记忆力，只要按设

定的规则去做，就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让工作效率大幅度提升的简单工作

方法。

它整理的对象是纸质文件、办公

桌、电脑文件、邮件、大脑信息、时间。

整理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通过整理，您会变得思路清晰，

工作更有实效；工作之余有更多的时

间可以自由支配。

《涟钢双菱》印刷本此

后暂停印发。涟钢双菱的品

牌故事和丰富文化内涵，将

更多地通过官方微信推

送———借助万能的互联网，

只为更快更好地贴近您，服

务您的需求。

55 期《涟钢双菱》，感
谢您 4年多来的陪伴。扫描
二维码，让我们移步“云”

端，涟钢官方微信见！



作业区员工正在手动剪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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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袁立项推进
新增系列攻关项目袁推动营销采购尧技术工艺尧精益生
产尧能源利用等方面的改进创新

9月袁冲刺节点
开展野深化项目制冶全员大讨论袁项目制实现近 70%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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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具、方法和手段，以解决制约企业生存与
发展中的问题、促进健康稳定发展。

是组织创新和组织模式变革的过程，体现为
去层级化、去中心化、去边界，打破部门墙、单
位墙。

项目推进步骤

项 目 来 源

项目关键要素

立项实施情况

攻关进展情况

淤 自上而下 于 自下而上

来自战略和预算分
解的任务

来自市场和现场中
发现的改进需求

绎目标 量化的指标任务，并分解为若干阶段性目标

绎团队 项目实施人员，跨部门、跨单位、跨层级组成

绎激励 充分调动项目组成员积极性的激励措施

绎密度 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打“歼灭战”快速见效

7月袁全面启动
全面推进项目制对标挖潜袁加快向微利甚至亏损市场形
势下的最优经济生产模式转变

节约能源，绿色发展，华菱涟钢

抓住时机，“抢”到了政府的大红包

奖励———

涟钢能源中心供水车间八水站

改造工程 9月上旬正式启动。改造
提升后的八水站，每年可节约电费

逾 100 万元。
按照湖南省电机能效提升工程

相关文件精神，省经信委据此将专

项奖励涟钢 30 万元。对于总投资额
65 万元而言，这笔钱相当于改造工
程款的近一半。

涟钢八水站始建于 1971 年，运
行年限已久，水泵老化、J 系列和 Y
系列电机均已属国家工业和信息化

部明确淘汰的电机，因运行能耗

高，需更换新型高效电机及水泵。

今年上半年，湖南省开始组织和

实施电机能效提升工程，对实施电机

能效改造的企业进行节能资金的专

项奖励。7月份，涟钢正式向湖南省
经信委进行申报，省经信委批复同

意。按湖南省经信委文件的要求，该

项目将在 10月 31日前完工，改造总
额定功率 2024千瓦的电机 13台。

为保证改造项目按时完工，目

前，涟钢相关部门和单位正抓紧设

备订购等相关前期工作。

文 /段学军 彭国雄

自 8月 26 日华菱涟钢在内部积极推
广神龙汽车以来，该品牌汽车受到涟钢

职工青睐。9 月 28 日，在涟钢体育馆前坪
举行的“携手共赢，感恩同享”员工购车

交车仪式上，神龙汽车营销负责人将 168
台车交付到涟钢员工手中。

华菱涟钢 8万多职工家属，其购买力
几乎占据了整个娄底市的半壁江山。神龙

汽车作为涟钢及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

大型终端客户之一，目前已部分采购涟钢

热轧产品。随着双方合作的不断深入，此次

神龙汽车面向涟钢职工推广的标致、雪铁

龙全系列产品，以其良好的质量和售后服

务，受到涟钢职工的青睐，许多职工纷纷致

电询问，表达了强烈的购车意向。

近年来，涟钢全面提速产品研发和转

换进程，消化吸收世界顶尖汽车板技术，

形成以 LG280VK、HSLA340 等高端汽车
用钢为主的拳头产品，成为华菱安赛乐米

塔尔汽车板合格基板供应商。其中深冲系

列产品成功通过自主品牌轿车认证，已批

量供应国内自主品牌汽车。

涟钢是中南地区重要的钢材生产基

地。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 2250mm 和
1750mm 热轧生产线各一条，1720mm冷轧
生产线一条，主要产品有硅钢系列、汽车

板系列、家电板系列、管线钢系列、涂渡

板系列等六大系列。产品用户遍布全国大

部分省、市、自治区及东南亚、欧洲、美国

等国家和地区。 文/刘志

华菱涟钢自今年 7 月份全面启动
项目制以来，共确立公司级项目 27
个、公司督导级项目 113个、二级单位
内部分厂及车间级项目 834 个，共计
974 个项目。其中通过持续对标、滚动
推进新增项目达到 145 个，短短两个
多月的时间与上半年比吨钢降低

112.2 元，完成内部挖潜目标的近
70%，取得了“启动快、见效快、落地
实”的良好效果。

在项目制管理中，涟钢以变求存，

进一步对照优秀企业和先进指标，深

入开展挖潜增效活动，推动营销采

购、技术工艺、精益生产、能源利用等

方面创新，努力改善各项经济技术指

标。

涟钢各单位还以问题为导向，责

任落实到人，强化推进组织，督促各

单位围绕目标任务，查遗补漏，实时

立项，形成公司、公司督导、单位、车

间四级“金字塔”形项目集群，按周检

查进度，按月兑现奖励，快速推进各项

目标及重点工作落地。并按月对项目

进行评价 ,及时激励，按月兑现，激发
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涟钢项目制实施以来，通过项目

协调与督导，部分项目指标提升改善

明显。如：焦化厂先后确定了 30 个项
目，在“提高粗苯回收”项目中，推翻

了以前洗油中萘含量高对粗苯回收不

利的认识，重新调整了洗油中萘标准，

粗苯回收由原来的 11.4kg/t 提高到
12. 8kg/t 的水平。一炼轧厂围绕降低
钢铁料消耗、合金消耗、综合能耗等成

本大头及提高煤气回收量等方面确立

51 个项目。通过推行项目制，该厂转
炉煤气综合回收率达到了 122.91m3/
吨钢，超额完成了煤气回收指标。炼铁

厂燃料比、能源介质、配煤项目与上半

年相比也进步明显。物流管理中心的

多个公司级项目实施后，降低成本达

到 10.41元/吨.钢。 文/刘志

8月 26日一上班，冷轧板厂镀锌作业区作
业长张乐迫不及待打开电脑，数据显示，他们

已生产极限品规———镀铝锌宽厚宽板产品

4500 吨，一等品率达 98.8%；产品性能指标全
部合格。

严查工艺 挑战极限

镀铝锌宽厚宽板由于生产工艺难度大且

质量要求高，特别是对机组控制水平

等有很高要求，令众多生产厂家敬而

远之，因此，该产品的质量一直是业

界面临的一大难题。

如何挑战极限，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张乐琢磨：锌花不均、边部增厚等质量缺陷

是“拦路虎”。他在作业区成立工艺巡检组，要求

技术人员和值班作业长每天进行现场工艺纪律

检查。工艺人员全力以赴提高镀前板面清洁质

量，通过调整锌液成份和添加微量元素、改善锌

花的大小和均匀性，提高锌花立体感。

“我们的质量管理不能有丝毫松懈，越严

越好。”对于严格的检查，镀锌线的操作人员

并不反感。

记者从巡检人员的记录上看到了一组数

据：3 月份查处 30 起，4 月份 25 起；5 月仅查
处 3起，6 月份无一起违规行为。

放量生产 超越自我

7 月份，镀层产品接单量达到了 10000
吨，其中极厚极宽镀铝锌产品 4000 吨。

镀锌乙班班长刘杰辉一接班就来到操作

台上，给 DX51D+AZ 钢种做折弯实
验。实验结果显示：无开裂脱锌，粘附

性良好。

以前，大家对于斑迹、色差等一些

不明显影响客户使用效果的质量缺

陷，一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他

们会主动解决，生怕因为一点小瑕疵

给公司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为解决摩擦黑点等质量缺陷，作

业区成立了四大攻关小组，从设备维

护到工艺操作，全方位提升产品档次。

“我们生产的 2.0mm 镀铝锌极限规格
产品，锌花更细小、更均匀，更有立体

感，已经完全达到客户的使用标准。”

说起现在的产品质量，镀锌作业区

镀锌乙班值班作业长陈赞很有成就感。

精心操作 满足客户

原来生产镀锌产品都是设备自动

上卷，因极限品规的质量要求高，需

要手动上卷，劳动强度增大一倍。

8 月 7 日白班，镀锌乙班入口操
作工李彬手拿电动剪，均匀剪下三块

月牙形状钢板。剪一次钢卷需要 20 分
钟，会出一身大汗。

“以前只需在操作室按一按键盘，

现在为保证质量，我们能坚持并克服

困难，决不让不合格品流入市场。”李

彬一边熟练地剪着钢卷，一边对着记

者说。

6 月份，有客户反映：品规为 2.0伊
1500mm 的产品出现翘曲等问题。冷
轧板厂和镀锌作业区第一时间组织技

术力量对内部工艺进行调整，员工们

更是精心操作,全力以赴解决问题，赢
得了市场的好评。

文/伍毅轩 胡佐文

对照标杆 深挖内潜

涟钢有序推进 974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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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钢员工买下 168台神龙汽车

奏响质量“三部曲”
———记冷轧板厂镀锌作业区质量攻关

项目制是什么

一张图看懂涟钢的项目制



RH炉刚投产不久，我们冶炼
最简单的 SPHC-B 钢时，一炉钢
的冶炼时间很长，各类生产事故

时有发生。这样的效率，完全满足

不了生产的需求。领导鼓励我们：

“我们现在确实有困难。但是，我

们一定要开动脑筋，把这些问题

拿下。”于是，多少个日日夜夜，

不管是在高位料仓、合金加料系

统的设备改造，还是顶枪、真空槽

的各处软连接的真空泄露处理，

我们寻找问题，一一破解。终于，

在我们的努力下，合金斗再也不

卡料了，真空度达到全国先进钢

铁厂的水平。现在我们 SPHC-B

的平均冶炼时间控制在了 15 分
钟以内，能满足生产的一切需求。

敢于战斗，永不服输；坚毅果

断，锲而不舍。这就是亮剑精神。

克敌制胜，需要这种精神；生产

经营，同样离不开这种精神。有

了这种精神，我们就敢于面对困

难和挑战。亮剑精神是一种坚毅

果断、锲而不舍的精神，有了这

种精神，我们就能发挥更大的工

作潜力。作为涟钢的新生力量，

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应用到工作、

生活、学习上，以亮剑精神，铸就

新的钢铁长城！

文 /阳祥 图/刘更龙 阳祥的同事们对钢水进行测温尧取样袁以精确控制钢水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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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个变化的时代袁工作在这个改革行
进中的企业袁很多东西失去了确定性袁容易让人
不安起来遥 焦虑尧躁动尧倦怠尧拖延等情绪袁在周
边人以及自己身上不时流露袁有时挺让人失望遥
然而有一种人袁走着自己的路袁简简单单尧不停
不歇袁桩桩件件尧不慌不忙袁和他们在一起袁能让
你的心神一下子笃定下来遥

陈劳模就是这样一种人遥
一个周六袁合作单位通过百度云盘袁上传一

份视频文件给我袁28G多的视频被自动分卷压缩
成 15 个文件遥 我安装一个百度云管家袁 按提示
分批下载文件遥 也许是网速袁也许是操作袁也许
是电脑本身袁总之袁家里电脑被我和那个超大的
文件折腾了半天后袁直接装死不干了遥

第二天是周日袁 绝大部分人休假的日子袁我
打电话找到陈劳模帮忙遥 他说袁好遥

第三天是周一袁刚上班袁陈劳模告诉我院可以
了浴

我简直来不及惊喜遥 一下班袁赶紧带着移动
硬盘去他家拷贝遥

仅仅完成文件的复制袁 差不多就是半小时遥
这个过程中我之所见袁 使得心中的歉意就像春
天乱长的杂草院陈劳模家袁女主人单位有事袁外
出两天曰孩子两岁半袁精力旺盛尧缠人爱闹袁扯着
他的胳膊不撒手曰老娘昨天住院袁今天理疗袁步
履蹒跚袁气力虚弱噎噎

这些袁他电话里都没说遥
而此时袁问一句袁答一句袁我挤牙膏般还原着

陈劳模被切成几截的夜晚遥
野晚上 9 点多开始袁中间我睡了一觉袁凌晨 2

点多下载完遥 冶
野那个时候不正给孩子把尿嘛遥 冶
野这个文件很大袁又是视频格式袁压缩方法不

一样袁 一般的解压软件不行袁 我找了几个软件袁
一个一个试遥 冶

野大概早上 4 点多钟弄完的吧遥 冶
真的抱歉遥 但要要要
这份视频文件虽然很重要袁可时间要求并不

太紧急袁可以抽空再做遥 这句话袁我打电话求援
时肯定和他说过遥

我与陈劳模并无特殊交情遥 刚认识他时袁他
已是全国技术能手尧 涟钢劳模遥 这次找他帮忙
前袁他再上一个台阶袁已是全国劳模遥

从他家走出袁 品味着他捧出的最后一颗葡
萄袁一股甘甜在我舌尖浸润袁如这初秋的晚风一
般宜人遥

那是他全国青联的朋友圈中袁友人回乡创业
收成后邮寄过来的果实遥他走在这样一条在外人
看来自讨苦吃的路上袁结识着一群行业不同但追
求相同的伙伴袁 无休无止中精进遥 他皮肤黝黑袁
不善言辞袁开辆破车袁扶老挈幼遥 人有的麻烦他
皆有袁人有的梦想他坚持遥 即使从一名技校毕业
生袁一步步自学读到大专尧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
历袁即使从一名挫煤工人袁成为首席技师尧高级
工程师的野双师冶型人才袁今天袁他依然在一个被
需要的时刻袁慷慨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遥 除此
之外袁 这个拿奖已经拿到人民大会堂的成功者袁
对我这无权无钱的普通人袁又能有什么企图呢钥

时代急速变动袁 虽然令许多事物变得越来越
难以把握起来袁 但我依然愿意相信袁 还有许多东
西是恒定不变的遥 就像有人可以拒绝鸡汤文袁可
以排斥成功学袁 但还是有更多的人赞赏奋斗者袁
愿为行动派遥 我亲眼看到袁有人歇着时袁有人还在
忙着曰有人后退一下时袁有人向前了一步曰有人烦
恼着别人的勤勉袁 有人正攀爬自己的山坡遥 我还
愿意相信袁在滚滚向前的改革车轮中袁一切怠惰尧
投机尧功利和虚名袁都将碾碎成泥袁随风而逝遥

陈劳模不会是个例外遥
陈劳模袁陈奇福袁信息自动化中心员工袁涟钢

测控一体化技能带头人遥
文/淋致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

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

一座山，一道岭。这便是亮剑精神。”

这一段铁骨铮铮的话，出自《亮剑》

主人公李云龙。

观看抗战名剧《亮剑》，常常被

李云龙代表的抗日英雄们不畏强

敌、敢打硬仗、善于取胜的亮剑精神

所震撼。今天，我们在比拼质量的隘

口与国内外先进钢铁产业相逢，如

何才能技压群雄最后胜出呢？

必须承认，我们在管理、技术、

产品研发、营销服务等方面，离先进

制造企业还有差距。但想想当年，木

匠李云龙带领着苦大仇深的农民出

身的八路军战士，大字识不得几个，

小米加步枪，他们凭什么与强敌抗

衡，最终彻底消灭敌人？那就是亮剑

精神！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是我对

亮剑精神的最初理解。

3 年前 210 转炉厂准备开发取
向硅钢时，很多人认为，取向硅钢是

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经

过层层动员，反复培训，我们决心迎

难而上，啃下这块“硬骨头”。在一两

年的时间里，我们日复一日，从成百

上千炉钢中，找数据、找规律，从别

的钢铁厂学技术、做总结。2015 年 1
月 11 日，我们正式生产了第一炉取
向硅钢，铸坯轧制性能基本符合质

量要求。紧接着 1 月 27 日、4 月 9
日，不断试验，不断总结，终于在 7
月 21 日生产五连浇，成份、温度、质
量指标全部命中。

愿陈劳模不是例外
以亮剑精神铸钢铁长城

“夹紧了没有？我要准备往下钻了啊，一

二三，开钻！”远远地就听见班长易凤兰铿

锵有力的声音，指挥着三个女汉子齐心合

力钻样。

———这是最近经常在原材料检验中心

生产技术室化学组上演的一幕。

五批试样 三人协作

质量管理部连续送了五批从各个钢厂

剪来的螺纹钢试样，每次 3-4 个，需要检测
里面的十种元素。

这些试样只有小手指粗、2-3cm长，实在
不好制样，一个人根本无法搞定。都说团结

就是力量，三个女汉子在五楼的制样房里分

工合作：我紧握铁钳，铁钳的另一端是短而

小的螺纹钢试样，易凤兰是主刀手，掌握钻

床的运转，杨继东手拿刷子和试样袋，准备

钻床一停，就来装屑样，三个人精诚合作。

干力气活 首战告捷

还记得第一次钻取试样时，易凤兰为了

换上最小的钻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知

道，平时制样并不是我们的职责。班上没有

男子汉，这些力气活只能靠我们自己———女

汉子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易凤兰使出吃奶的劲，才把钻阀拧紧。

钻阀换好后，开始钻样。

我一面担心自己力气太小，夹不紧试

样，另一面担心靠试样太近，钻阀钻动试样

时，会有屑样飞溅出来伤到眼睛。

可是担心归担心，事情还得做。我双手

死死握住铁钳，易凤兰开动台式钻床，钻阀

呼呼旋转起来，没有想象中的恐怖，钻阀顺

利进入试样中心，屑样源源不断被钻出来，

OK，第一个试样取屑成功。

耐心调整 能干巧干

第二个试样就没有这么顺利了。这个试

样两面都不平，我想靠我的力气，让钻阀钻

在试样的正中间，可是钻阀根本就不听我的

使唤，一钻下去就偏了，说到底，还是我的力

气太小了。取样靠边上，一是取样量会偏少，

二是试样边缘氧化严重，会影响结果。这一

面不行，换另一面，虽然问题依旧，还是钻到

了边缘上，但经过我们的调整，多钻了几次，

总算钻取了足够的屑样量。

钻取第二批试样时，我们吸取了教训。

试样两面不平，先在磨样机上把试样磨平，

再钻样就轻松多了。

都说实践出真知，看吧，真知就是这么

实践出来的。 文/乔蓉

麻烦先扛着袁梦想坚持着遥 他总是这样袁无休无止袁走在一条外人看来
是自讨苦吃的路上要要要

“女汉子”制样记

本文作者阳祥

银全国劳模陈奇福在京出席全国青年联合会
第十二届委员会全体会议



住房

产品

环境

物流轧钢

炼钢

银从前袁野先生产袁后生活冶袁我们住过这样
的房子遥和建厂第二年人均宿舍面积不到一平
方米相比袁这些砖瓦房已是很优厚的职工福利

银还有更艰苦的遥 企业草创期袁
建设者就住在这种名叫野干打垒冶的
住处遥 渊图片来自互联网冤

今天袁我们在这里袁继续为祖国建
设钢铁大厦遥 我们还在这里安居乐业袁
创造更加美好的小康生活

共和国袁涟钢随你一同前进遥
厂志记载院57年前袁涟钢老一辈创业者野一年吃掉 40万斤南瓜藤袁鼓足干劲袁力争上游袁胜利实现了耶九一爷发电尧耶十一爷出铁袁向国庆献礼的战斗目标冶遥

66岁的共和国袁曾饱经忧患袁今天勇立世界潮头遥 57岁的涟钢袁曾历经风雨坎坷袁今天仍改革前行遥
2015年国庆袁让我们以钢铁情怀尧钢铁力量要要要祝福祖国浴 祝福涟钢浴

现在袁转炉炼钢生产是这样的袁自动炼钢

那时袁炼
钢用过这样
的连铸机袁现
在 看 着 很
low,而当时实
现全连铸生
产袁作业效率
极大提升

那时袁
轧钢生产
是这样的袁
咱们工人
有力量

现在袁轧钢生产是这样的袁咱们工人有科技

从
前
现
在

现
在

从
前

那时袁我们这样装运

现在袁我们这样装运

那时袁环境是这样的

现在袁环境是这样的

现在
从前

那时袁高炉是这个样子的袁有点像烟囱

现在袁高炉是这个样子的袁威风凛凛

炼铁
那时袁 高炉砂模铸铁是这个样子的遥

一不小心就会烧烫伤

现在袁高炉生产是这个样子的袁滚滚铁流

从前的产品袁还在今天的工程建筑中脊梁挺直

比昨天更快尧更远曰
比昨天更高尧更强曰
比昨天更轻尧更薄尧更环保曰
比昨天离你更近遥

今天的产品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黄河小浪底

三峡大坝

现在

从前

现在
从前

现在
从前

现在
从前

现在

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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