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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是影响现代企业生存与发展

最根本的因素袁 也是一个企业所有资源中
最宝贵的遥

随着体制机制的转型变革袁 武钢有限
借助宝钢股份的野嵌入式支撑冶工作平台袁
着眼长远袁深入展开对标找差袁在人力资源
队伍尧薪酬管理尧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等方
面袁突破了以往的惯性思维袁采取一系列变

革创新的举措袁实施集中一贯管理遥
构建从业务发生到业务结束的全流程

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袁实现专业化分工袁提高
工作效率遥 增设人力资源服务团队袁对炼铁
厂尧炼钢厂尧条材厂尧热轧厂尧冷轧厂尧硅钢
部尧质检中心尧能源环保部尧运输部和安全
保卫部 9个单位实行人力资源集中一贯管
理袁实现人力资源队伍野精简尧高效冶的同时

推进了人力资源管理公平公正遥
利用 e-HR系统上线契机袁 推进岗位

重构工作袁统一管控员工薪酬待遇袁统一构
建管理尧 技术业务尧 操作维护三类岗位序
列袁打通员工职业发展通道袁管理岗位定员
比例由 9.8%压减为 4%袁 优化率超过 40%遥
同时袁有效解决了岗位设置和薪酬管理野一
厂一策冶的历史问题遥

此外袁 公司集中一贯管理在采
购尧运输管理尧安全保卫尧后勤服务尧
纪委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好成绩遥
公司通过全面引入尧 推进实施集中
一贯管理袁 形成了与宝钢股份统一
的管理模式袁为深入开展管理对接尧
对标袁进一步缩小差距尧解决差异奠
定了基础曰 进一步理顺各单位职能
职责袁明确管理界面曰将同类业务管
理职能和责任集中在公司袁 实现统
筹决策尧统一管理尧全流程管控袁提
升了管理效率袁 推进了降本增效工
作袁 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公司经营绩
效遥 2019年袁将聚焦野创新尧创业尧谋
发展冶袁降本增效控费用袁资源价值
最大化袁追求卓越创最优袁奋力推进
公司可持续发展遥

平台人力资源集中管理院借助野嵌入式支撑冶

信息系统的全覆盖袁开启了武钢有
限信息化建设的新纪元袁有力支撑了武
钢有限体系管理能力的大幅提升袁促成
了宝钢股份多基地管控模式的实现遥

武钢有限运营改善部组织管理室

主任陈颂说袁宝武整合融合之所以能取
得超预期的良好效果袁信息化系统移植
覆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抓手遥在两年不
到的时间里袁我们成功导入了集中一贯
管理模式袁 释放了巨大的管理效益和
协同效益袁体系管理能力全面提升遥

武钢有限经营财务部副部长谢辉

说袁标准财务系统切换上线以来袁在提
高工作效率尧提升服务质量尧规范财务
核算管理尧推行财务一贯制管理尧促进
业财融合尧支持公司经营决策等方面袁
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武钢有限采购中心信息管理员左

汉平说袁PSCS尧PLMS 系统的上线袁对
采购尧制造尧运输尧质检等职责界面进
一步清晰化尧合理化袁实现了采购业务
和财务业务的融合袁 极大提升了商务
结算及成本核算效率遥

武钢有限制造管理部首席师陈晓

红说袁新系统上线后袁质量设计方面能
够充分体现用户需求袁 并严格按照用
户需求生产尧 放行曰 采用薄板分段归
并尧集批以及生产预测技术袁可以实现
各工序尽可能规模最大化集批生产袁
以较低成本和快速交货袁 满足用户个
性化尧多样化的需求遥

通过信息化整合袁 宝武协同效应
充分发挥袁助推宝武整合融合实现野聚
变冶效应遥这一效应不仅带动企业效率
提升尧业绩增长袁更对全国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形成了示范引领遥

成效院有力支撑体系管理能力提升

现代化工厂 袁 必须配套现代化管
理 遥 要使先进的技术装备充分发挥效
能 袁就必须实施现代化管理制度 袁提高
广大员工的管理理念 尧管理思想和管理

水平遥
宝武重组以来袁 武钢有限按照宝钢股

份的要求袁 坚定不移地实施集中一贯管
理袁以高质量尧高效率尧高效益为目标袁通

过企业管理层级的扁平化和面向业务流

程的全过程管理改革袁企业的竞争能力和
盈利水平节节攀升袁 让武钢有限遍地生
花袁春光无限好浴

推进集中一贯管理
不断提升竞争能力和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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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整合领航 集中一贯管理加速
要要要宝钢股份武钢有限夯实基础管理大力推进整合融合工作

宝武要实现整合融合化合袁 集中
一贯管理至关重要曰要实现野集中一贯
管理冶袁就必须要找到突破口遥现代化企
业的管理通过信息系统实现袁 信息系
统的设计尧运用往往引领管理理念尧管
理风格和管理模式遥 宝武整合后袁野信

息化整合冶成为了整合融合的突破口遥
2017年 3月 24日袁宝武整合信息

化专项组首次推进会召开袁 擘画出整
合方案和实施路径要要要

信息化整合目标院 用一至二年时
间完成 17 个全局性经营管理系统的

覆盖袁 二至三年时间完成制造成本管
理系统的覆盖遥

信息化整合的四个坚持原则院坚
持业务尧信息化双轮驱动袁同步推进曰
坚持效率与效益导向曰坚持共同责任曰
坚持整体策划尧分步实施遥

信息化整合
助推整合融合实现“聚变”

为了保障整合工作顺利推进袁武
钢有限成立宝武信息化整合专项组袁
快速组建了工程指挥部及 13 个信息
化专业小组袁 确定责任领导和工作联
络员袁由公司领导担任指挥长袁并从各
厂部抽调 200余名业务骨干脱产投入
到此次信息化整合工作中遥

信息化整合专项组秉承 野任务有目
标尧目标可落实尧落实可评估尧评估可激
励冶的工作原则袁编制宝武整合信息化专
项百日计划尧年度计划和三年计划袁并制
订了信息化整合专项工作评价办法袁以
此指导和促进后期工作推进遥 专项组建
立按周推进的工作机制和例会制度袁通
过野三单三表冶管理方法袁稳步推进百日
计划尧年度计划和三年计划各项工作遥

宝山尧 青山两地业务部门高度耦
合袁共担责任袁通过野一厂对一厂尧一部
对一部冶的联络机制袁有效保障业务管

理变革及系统覆盖任务遥整合期间袁两
地业务团队频繁接洽袁 股份总部团队
到青山悉心指导尧 武钢有限团队到宝
山跟班实操袁 业务人员与开发人员合
署办公袁形成了良好的建设氛围遥

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与进度袁由业务
部门和宝信软件尧武钢众鹏共同组成的
各项目团队采用

野5+2冶尧野白加黑冶
等非常规工作节

奏袁在不到两年时
间内完成所有总

部系统的覆盖任

务遥 2017年 9 月
30日袁 核心经营
层系统顺利上线遥
2018 年 4 月 30
日袁EQMS渊一期冤
顺利上线曰6月 30

日袁PSCS和 EQMS渊二期冤顺利上线曰10
月 31日和 12月 31日袁 制造系统分两
阶段成功上线遥

为用好系统尧助推管理提升袁武钢
有限制订了叶已上线系统应用评价管理
办法曳袁推进系统上线后的应用推广袁实
现同步建设尧同步使用尧同步完善遥

前行院两地协同袁全力推进

武钢有限以产销系统为基础袁建
设了较多独立的卫星系统袁 缺乏集中
一贯管理袁系统间集成度不足袁特别是
业务系统尧财务系统间的衔接欠缺袁数
据落地尧实时性不强遥由信息化带动武
钢有限经营管理以及业务流程的变革

升级袁 这样的逆向整合方式对传统模
式带来不小冲击袁引起争议甚至抵触遥
野联合重组袁大家都很支持袁但真到了
把老系统推倒袁 新系统全部覆盖的时
候袁很多人感情上还是放不下遥 冶

此次信息化整合包括 17 个经营
层管理系统和 8个制造层管理系统的
覆盖袁涉及武钢有限全品种尧全业务尧
全流程的信息化管理遥 武钢有限是一
个有着 60年历史的特大型企业袁已形
成一整套管理体系袁 其管理模式与管

理思想在员工心中根深蒂固遥 短期内
摒弃旧思想袁打破旧模式袁去接受另一
种全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流程袁 无疑
是颠覆性改革遥

武钢有限

号召广大干部

员工要 野做改
革的推动者 袁
不做改革的绊

脚石 冶袁要敢于
自我否定 袁善
于换位思考 遥
武钢有限对标

股份总部 袁调
整公司组织机

构及职能 袁优
化业务管理流

程袁 修改下发 897项管理制度遥 广大
员工快速转变思想袁主动作为袁为信
息化整合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袁形
成改革合力遥

变革院做推进者袁不做绊脚石

野工欲善其事袁必先利其器冶遥 设备是生
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要素袁 是企业
从事生产经营的重要工具和手段袁 是决定
企业生产效能的重要因素遥 武钢有限充分
认识到设备改革的重要性袁 深入推进设备
集中一贯改革院

武钢有限参照野管理+技术冶的机构和职
能设置模式袁 按照有利于信息化移植及上线
后的有效运转袁 有利于四大基地设备管理的
一致性袁对设备管理部内设室进行更名袁实现
相应管理权限集中遥同时袁对公司各厂设备管
理体系进行优化调整袁 有效实现了公司设备
管理架构的一致性袁实现了集中统一管控遥

整合优化自有检修力量袁 组建检修中

心遥 检修中心下设四室五厂一车间袁实现检
修资源统一调配袁 有效解决了公司检修力
量分散尧条块分割尧能力不足等问题遥

实施维修供应商集中管控袁不同类别的
供应商负责不同类别的设备维修服务曰按照
野区域化尧专业化冶原则袁统筹优化整合维修
业务曰改变维修业务管理模式袁实施工时定
额和项目定额遥通过推进维修供应商优化整
合袁提升服务质量袁检修资源得到有效整合袁
一个区域内存在多家检修队伍的现象得以

根除袁责任边界不清晰尧各自为战尧协调耗时
耗力等野老大难冶问题得以化解遥维修供应商
从过去的 116家下降到 26家袁 相关协力员
工人数不断减少袁维修费用大幅度降低遥

设备集中一贯改革院围绕点检定修制

生产制造管理作为武钢有限管理系统

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袁 是公司生产经营活
动的核心遥 推进实施制造系统集中一贯改
革袁尤为重要遥

调整部门人员及职责袁 协同意识不断
增强遥 武钢有限按照野以成本为中心的资源

一贯管理尧以合同
为中心的生产一

贯和以质量为中

心的产品一贯管

理 冶的原则 袁对制
造管理部下设机

构及职责进行调

整曰按照新信息化
系统上线的流程

和界面要求袁对部
内机构及职能职

责进行优化袁协同
处理问题意识不

断增强袁为生产组
织和质量的集中

一贯管理奠定了基础遥
建立管理制度体系袁以野一冶贯之遥 按照

野同一语言尧同一标准尧同一平台尧同一文
化冶要求袁进行制度创新和流程优化袁修订
完善生产尧质量尧原料等相应管理制度袁规
范生产管理业务尧明确管理流程遥 进行管理

标准对标袁从营销尧生产尧服务全流程保持
管理标准的一致性袁 确保生产管理工作正
常化尧制度化尧经常化遥 如通过对汽车板放
行标准对标袁 汽车板抱怨率较之前下降
58%遥 优化质量绩效目标管理袁建立全流程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遥 聚焦质量一贯管理重
点袁着力重点产品制造能力,工序制造能力
和体系保障能力的提升遥 通过流程优化实
现降本目标遥 如对标宝山袁推进小卷废改次
以及余材充当袁 重新建立管理标准和管理
流程袁采取专人负责制袁2018年公司废品率
降至 0.35%遥

加快推进基层作业长制遥 作业长是生
产管理直线上的一个重要环节遥 作业长不
仅是直线系统的基层领导袁 也是现场第一
线上的生产组织者和指挥者遥 在集中一贯
生产管理方式下袁公司一贯生产作业计划袁
直接下达到生产作业线袁 由作业长确认接
受袁并直接组织作业计划实施袁这体现了作
业长在集中一贯生产管理中的重要地位遥
目前袁武钢有限作业长制正全面铺开遥

制造系统集中一贯改革:推行作业长制

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基础袁 是企业
内部管理的中枢袁企业的生产尧经营尧进尧
销尧调尧存每一环节都离不开财务的反映和
调控袁 深入实施财务集中一贯管理成为公
司改革的首要任务遥

实施机构集中改革遥 取消各驻厂财务
室袁 收回了采购和营销两个关键环节的财
务管理职能袁 在经营财务部下新建成立共
享服务中心和三个区域成本管理室袁 在机

构设置上实现了将公司范围内的财务管理

职能全部集中袁实现财务管理全覆盖袁确保
统一指挥尧统一监管和统一行动遥

加强业务集中管理遥将原分散在各个驻
厂财务室的核算职能集中到共享服务中心袁
提高工作效率曰 加强资金管理集中统一袁防
范资金风险袁大幅提高了资金利用效率遥

制定统一规则遥 梳理了财务管理的业
务流程和职能边界袁修编各类财务制度 102

项曰 推动基础业务统一化尧 规范化和标准
化曰组建资金计划项目组袁规范支付规则遥

通过财务集中一贯管理的顺利实施袁
二级单位的财务室从 38个减至 14个袁工作
效率大幅提升遥 打破了工序间的壁垒袁发挥
了协同作用袁 实现了上下工序之间联动降
成本遥 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袁公司经营活
动现金流净值大幅度增加袁 财务费用不断
降低遥

财务集中一贯管理:以标财系统上线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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