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对标找差袁 创建世界一流遥 大
野家冶好不好袁还须大家野看冶遥 本栏目想借
您的一双慧眼袁 无论您是生产一线的操
作人员尧技术人员袁还是管理人员尧业务
人员袁 抑或是在市场上走南闯北的营销
人员噎噎我们期待您能拍下企业在安
全尧环境尧管理等方面的短板及各种不文
明现象袁共同促进企业发展尧进步遥 快快
拿出你的手机袁拍下野问题图片冶袁说清
野问题现象冶袁注明拍摄区域袁留下联系方
式渊以便编辑详询冤遥 来稿请标注野找差大
家耶看爷冶投稿袁一经刊用将给付稿酬遥 同
时袁我们会全程为投稿者保密遥
投稿可自行选择以下任意方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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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些野脏乱差冶无处遁形!

纬三路附近袁路旁的污水上漂浮着垃圾袁草坪上有丢
弃的饮料瓶遥无四路附近工地袁现场物料管理混乱袁自动车乱停放遥 纬二路绿化带内袁一块倾倒的指示牌遥

练祁西路狮子林袁废旧设备堆放在厂房门口遥 纬二东路东侧铁路附近袁废弃物未及时清理遥 纬三路经四路附近袁物料随意堆放在楼梯下遥

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

关，每位员工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

者。我们在工作中要把责任和措施落

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工作环节，

避免出现“抓一段、好一段，松一下、

又重来”的反复。希望员工从点滴做

起、从我做起，增强安全环保意识，培

养良好行为习惯。只有每个生产环节

更绿色，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更绿色，

我们的发展才能更绿色。

对标·关注

姻通讯员 申婷婷 杨德宝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袁持续 20天的高
产拉练让马钢长材事业部员工释

放高效生产新动能浴 11月 9日袁长
材事业部日产 212炉袁 钢产量达
1.38万吨袁双双刷新历史最好水平遥

10月下旬袁马钢四钢轧总厂进
行炉役检修袁长材事业部按照公司
制造管理部大量消化铁水要求袁从
10月 23日起至 11月 11日开展为
期 20天的放量生产袁制定了野班产
炉数 68炉袁日产钢量 1.32万吨冶的
野小目标冶遥事业部四座转炉中有三
座已有近 40年炉龄袁设备老旧尧自

动化程度低遥同时袁由于品种钢结构
复杂袁对生产工序稳定性要求极高袁
放量生产压力重重遥为此袁事业部通
过开展对标找差岗位练兵袁凝聚共
识袁将压力传递到每个层次尧每个岗
位袁提升岗位人员操作能力袁确保放
高产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曰制造室制
定周密的生产计划袁按照正在推进
的野高效组产新模式冶袁将整片钢区
联动起来袁合理组产遥

在高产拉练中袁 长材人顺利
实现野小目标冶尧创下双纪录遥 期间
班产最高 72炉袁总吹炼炉数 4036
炉袁累计钢产量 26.6万吨遥 与此
同时袁 摸索总结出快节奏生产的

新经验袁增添了释放规模效应尧推
进炼钢水平再上新台阶的信心和

决心遥 通过优化转炉吹炼手法袁转
炉的吹炼平均周期由 30分钟降
到 25分钟袁仅这一项优化就大幅
提升了生产效率遥 事业部还在强
化环节跟踪尧 联动保供等管理模
式的基础上袁 组织开展专项劳动
竞赛袁充分激发员工的主动性尧积
极性尧创造性遥

下阶段袁 长材事业部将固化
经验袁 持续推进各项生产工艺和
流程的优化袁力争日产钢 216炉尧
突破 1.4万吨袁向年产 450万吨钢
的目标冲刺遥

一波拉练袁双破纪录浴
马钢长材事业部岗位练兵实现野小目标冶

姻特约通讯员 陈立新

通讯员 黄宝华 报道

本报讯 今年以来袁 韶关钢铁积
极对标挖潜袁努力降低炼钢工序能耗遥
1-10 月袁 炼钢工序能耗累计降本
7230万元袁转炉煤气回收量最高突破
134m3/t袁创历史纪录曰炼钢总工序能
耗-17kgce/t袁10 月份达-19.052kgce/
t袁负能炼钢创历史最好水平遥
将降低电耗作为重点袁 持续对标

重钢尧永锋尧石横电耗袁细化对标数据袁
排查电耗高原因袁制定有效改进措施遥
根据生产实际袁制定每天单项指标袁要
求指标异常的责任单位分析原因落实

改善措施曰 制定精炼时间合格率攻关
方案袁明确普钢精炼比标准曰每班对各
炉精炼时间尧电耗进行统计袁对超标炉
次重点分析曰认真排查袁对标水处理电
耗袁制定相应节电措施曰制定连铸机节
电管控措施袁合理使用工艺耗电设备遥

成立转炉煤气回收攻关小组袁提
高转炉煤气回收量遥 对煤气回收情况
进行野天天读冶袁每天发布回收量信息袁
加强总结分析遥 攻关小组通过对标行
业先进袁采取煤气延时回收控制手段袁
转炉煤气回收时间每炉延长 30秒遥在
各单位的共同努力下袁 炼钢工序综合
转炉煤气回收量突破 134m3/t袁 创历
史最好记录遥

对标找差深挖降本潜力

韶钢降低炼钢工序能耗取得突破

姻记者 张 犀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袁 宝钢股份营销中
心渊宝钢国际冤举办野我为企业耶对标
找差创一流爷献一计冶案例成果发布袁
来自热板与工程材料销售部尧营销管
理部等部门的 14个项目团队袁 围绕
野全面对标找差尧 深化营销变革冶主
题袁作了现场展示与成果发布遥
据了解袁野献一计活动冶深化推进

以来袁营销中心渊宝钢国际冤员工献计
达 4362条袁采纳并计划实施 3919条遥
通过对标杆尧找差距尧补短板袁解决了

涉及营销尧管理尧生产设备尧财务以及
多基地营销模式探索等方方面面的难

点尧痛点尧堵点问题遥
此次发布的 14个案例精彩纷呈遥

南方公司针对报价难尧 备料难尧 操作
难尧分析难等野痛点冶袁逐步探索建立汽
车板智慧营销平台袁 实现了响应速度
更快尧用户体验更好尧运营效率更高尧
管理成本更低等效果曰青岛一体化一
线员工围绕野提高设备预见性维修能
力冶袁通过运用智能控制尧监测技术袁初
步实现了现场设备预见性维修能力提

升多种功能在手机端的在线应用遥

宝钢股份营销中心（宝钢国际）聚焦难点痛点堵点

“献一计”成果精彩纷呈
姻通讯员 袁 毅 程 杨 报道

本报讯 寒冷的冬日阻挡不

了员工献计的热情遥 日前袁武钢集
团举行野我为企业耶对标找差创一
流爷献一计冶评审会袁对从 8193条
计策中脱颖而出的 38个 野好点
子冶进行评审袁3000余名员工通过
网络直播野观战冶遥

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调研中国宝武重要讲话精

神袁引导广大员工凝心聚力尧攻坚
克难袁在集团公司领导下袁武钢集
团大力开展野献一计活动冶遥活动着
眼于产业园区业转型发展袁党政工
团各部门齐抓共管尧 同向发力袁各

级领导高度重视尧带头参与袁员工
群众广泛参与袁 实现献计参与率
100%袁涌现了一大批野金点子冶野银
点子冶和野智多星冶袁充分挖掘出了
蕴藏在员工中的聪明才智遥围绕产
业园区业蝶变升级袁 员工献计
8193条袁 采纳 4218条袁 拟实施
3209条袁 为加快产业园区业发展
奠定了基础遥

为让员工有获得感尧幸福感和
荣誉感袁武钢集团工会专门搭建舞
台袁通过野线上评审冶的方式让 38
个野好点子冶上台展示袁并择优向
集团公司推荐袁 选派优秀员工参
加集团公司 野员工献计立功创新
日冶活动遥评审会现场袁选手们在 5

分钟内围绕问题尧计策尧效果三方
面进行阐述袁由武钢集团各职能部
门负责人组成的专家评审及基层

单位工作室带头人尧员工代表组成
的大众评审共同打分遥 同时袁评审
会采用线上同步直播袁 共 3600余
名各单位员工积极参与观赛袁疯狂
为参赛选手打 call遥

下一步袁 武钢集团将创立健
全关于员工创新发展的有效机

制袁使野献一计活动冶常态化规范
化曰加强智慧工会建设袁充分利用
中国宝武工会互联网技术和平

台袁 对接和落实工会工作的网络
化智能化建设袁 实现对大数据信
息的动态分析与实时把控遥

8193条计策比拼 3000+员工野观战冶
武钢集团评审对标找差创一流野金点子冶

姻通讯员 吴 轩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袁宝武水务鄂州
分公司以精益野6S冶管理提升活动
为平台袁对标找差袁优化管理遥
鄂州分公司结合生产现场实

际袁成立以主要负责人挂帅尧各作
业区负责人为组长的精益野6S冶管
理推进工作小组袁 制定精益野6S冶
管理推进计划袁细化实施办法袁全
面推进落实分公司现场管理工

作遥

标准是行动的指南袁通过制
定完善现场环境尧设备卫生等方
面的管理标准和检查考核办法袁
严格管理袁强化落实执行曰实行
分岗负责袁落实责任主体遥 各作
业区按照分公司制定的管理标

准袁对照考核办法袁自行组织班
组检查尧整改遥 分公司每月对各
作业区现场管理进行检查袁对不
合格和不达标项目进行通报袁提
出整改意见和建议袁 限期整改曰
对现场管理整改较好的典型案

例尧 方法和措施进行宣传推广袁
并要求各作业区将现场管理指

标落实到岗位尧 落实到员工袁做
到人人身上有指标袁 人人知晓袁
人人参与遥
与此同时袁鄂州分公司组织开

展全员野6S冶宣贯培训袁通过一系列
制度规范行为曰 以员工操作室尧厂
房尧 工作区域为抓手袁 形成精益
野6S冶动态管理系统袁并通过发动员
工对标找差献计献策袁 自发进取袁
向更高的目标迈进遥

标准袁让行为更规范责任更明晰
宝武水务鄂州分公司推进精益野6S冶管理提升

本报讯 近日袁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渊简称方大钢铁冤代表团以对标学
习为专题访问宝钢股份遥
方大钢铁是方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和战略规划中确定的主营业务板块之一袁
总部在江西南昌遥 旗下拥有方大特钢尧萍
安钢铁尧九江钢铁尧达州钢铁四大钢铁生
产基地袁钢铁产能规模在 2000万吨遥 今年
上半年袁方大钢铁利润总额行业排名第三
位遥
方大钢铁表示袁 宝钢股份在智慧制

造尧制造能力尧技术创新尧可持续发展方
面袁都走在了钢铁行业的前列袁引领了行
业的发展方向袁值得学习借鉴遥 方大钢铁
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宝钢股份宝山基地生

产现场袁并与宝钢股份开展了不同层面和
专业的对标学习交流遥 渊孙延军冤

宝钢股份推进跨基地炼铁
同工序对标竞赛

本报讯 近日袁 宝钢股份跨基地炼铁
同工序对标竞赛暨班组建设研修推进会在

青山基地炼铁厂举行遥 各基地就对标劳动
竞赛优秀案例尧 班组建设优秀案例尧野芝麻
开花奖冶 成果尧野我为企业 耶对标找差创一
流爷献一计冶等工作成果进行发布和深度交
流遥各基地将进一步注重自身经营理念尧管
理思路尧工艺方法的提炼袁全面对标找差袁
不断深化改革目标袁结合野四转冶要求落实
好重点工作部署袁 全力以赴完成年度生产
目标袁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遥 渊武轩冤

宝钢资源野走出去冶
取经先进经验做法

本报讯 近日袁 宝钢资源前往嘉能可
集团尧洛阳钼业尧五矿国际等企业袁开展对
标找差走访交流袁就贸易尧投资尧矿山运营尧
智能管控尧成本管理尧人事效率尧激励机制
等方面进行详细交流袁 探讨了未来进一步
开展贸易合作等话题遥 渊鲍资冤

宝武炭材制止餐饮浪费
厉行节约出新招

本报讯 宝武炭材在前期制止餐饮

浪费野随手拍冶活动中袁发现现场岗位餐定
量供应暂时难以做到完全个性化袁 个别
员工确实存在吃不完的情况遥 工作小组
对此进行广泛征询与讨论研究袁 建议采
用将剩余餐食打包带走的方式来杜绝浪

费遥 近日袁公司工会按照工作小组建议袁
为现场员工配置了打包饭盒袁并发送到现
场员工手中遥 渊陆路冤

方大钢铁代表团
到访宝钢股份对标交流学习

当前，集团公司按照“高于标准、优于城区、融入城市”的原则，全面推进“绿色城市钢厂建设”

的行动方案和工作体系，以“厂在林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为引导，建设“洁化、绿化、美化、文化”

花园式工厂。可是最近，有员工在宝山基地区域，拍到一些“脏乱差”现象———

姻通讯员 徐 臻 报道

本报讯 今年以来袁 宝武重工重
工钢构针对不同客户的实际需求袁采
取灵活制定销售价格尧延伸加工配套
服务等手段袁多渠道促销袁开发非定尺
H型钢客户遥 1-10月份袁重工钢构向
华东尧 华南地区客户加工销售非定尺
H型钢 2.5万吨袁其中重型 H型钢加
工销售 0.25万吨袁开创了非定尺 H型
钢加工销售新局面遥

结合进货价尧 市场需求及市场价
格走势袁重工钢构实时对非定尺 H型
钢价格进行调整袁 为提升效益夯实基
础遥在意向客户报价中袁合理商定销售

价格袁 并针对客户实际需求推荐非定
尺材料遥在销售报价上袁着力拉开定尺
材料与非定尺材料的价格差袁 引导客
户尽可能选择合适的非定尺材料遥

与此同时袁 重工钢构以优质的加
工配套服务获得了客户青睐遥利用现代
化智能仓储管理信息系统袁大力开展H
型钢锯切加工配送及 T型钢剖分尧定
制化工角槽加工配送业务袁满足客户的
品种尧规格尧数量需求遥 此外袁从工序延
伸和产线配套两个方面袁开展定制化增
值服务遥对于长期合作的客户及终端大
客户袁开启资源共享互动模式袁及时推
送非定尺H型钢资源到库信息袁 真正
实现及时尧贴心尧高效服务遥

宝武重工重工钢构灵活促销

开创非定尺 H型钢加工销售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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