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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长江精工钢构集团半年度工作调研

本报讯（通讯员 赵森林）近日，集
团高层调研小组一行在方董事长、孙总
裁的带领下分别对安徽分公司、华中事
业部、华南事业部、轻钢浙江公司和重
钢制造公司进行了调研。调研期间，调
研小组首先听取各事业部、子公司负责
人对半年度经济活动情况的分析汇报，

了解事业部、子公司在过去半年中总体
经营状况和业绩以及需要集团协调解
决的问题。随后分别分组与中高层人
员、技术线员工和生产线员工进行直接
深入的座谈交流，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中
相互交流了工作情况和对公司的意见
建议，讨论了目前公司或部门运营中存

在的不足和较有潜力的优势资源，同时 事业部、子公司之间能相互借鉴学习，
了解了关系到员工成长方面的各项需 共同提高管理水平。
在调研过程中，方董事长多次指出
求。
调研小组通过对各事业部、子公司 调研工作不能仅仅局限于解决一些刻
的半年度经济活动分析总结，协助各事 不容缓的眼前问题，应该更多地关注一
业部、子公司找出并分析本单位、本部 些深层次的管理问题，帮助和支持各事
门在日常经营管理中的优点和缺陷及 业部、子公司消化吸收集团公司一些先
需集团协调解决的问题，帮助各事业 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实现管理上
部、子公司理顺工作思路，调整工作方 的输出。同时表示管理不仅要重视各项
向。调研小组成员还与基层员工进行了 制度、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应该关注
直接对话和座谈，较以往更为客观、有 干部队伍的建设。只有建立一支好的干
效地收集了基层员工所反馈的各类问 部队伍，各项制度才具有执行力。并表
题和反映的各种信息，记录了各种改善 示面对错误应坦诚交流和充分沟通以
公司运营的建议，倾听了基层员工的心 免再次犯同样的错误。精工需要的是一
子公司的调研，整 个真实有缺陷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个虚
声。通过对各事业部、
理调研工作中收集到的各类信息，仔细 伪完美的领导人。精工应围绕人的角度
建立起“精工人”的标
分析所反映问题的根本原因，集团将对 来解决人的问题，
一些因公司体制等引起的共性问题，以 准，并以此作为人才筛选、衡量和晋升
总裁办公会议的形式专题讨论并出具 的准则。
本次调研作为集团公司自成立以
相应措施加以针对性解决；对因各事业
部、子公司由于自身经营管理造成的个 来高层领导的首次深入基层开展调研，
性问题，在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的前提 倾听基层员工的心声，是公司领导者对
下，由各事业部、
子公司自行解决，集团 “关注员工成长”经营思路的又一身体
不作干预。同时对调研工作中所发现的 力行的举措，同时也为制定 2008 年度
各事业部、子公司做的一些较好的管理 工作思路和目标提供了最真实可靠的
措施、方法在集团内部加以推广，使各 第一手资料。

我司精心打造广州第一高楼
阴广州珠江新城西塔工程项目部

广州珠江新城西塔工程位于广
州市中心袁和即将建设的东塔合称双
子塔袁地上 103 层袁高 432m袁此 高度
目前为世界第五袁建成后将成为广州
市第一高楼遥 该项目钢结构工程结构
体系为筒中筒结构袁平面为中心对称
的等边三角形袁立面为中间大上下小
的纺锤形袁核心筒为从下到上等截面
六边形遥 外筒为斜交网格柱袁内外筒
通过楼层梁连接遥 钢结构总量约 4 万
吨袁外筒 2.8 万吨遥 我司承接外筒 1.3
万吨的工程量袁共 135 个 X 型节点和
270 件钢管柱遥
X 型节点由四根管和中间拉板
斜接袁设三层与梁连接的节点遥 我司
制 造 的 最 大 节 点 重 约 68 吨 袁 管 径
1700mm袁板厚 55mm袁中间拉板最大
厚度为 100mm遥 节点空间尺寸精度要
求高袁控制难度大袁变形校正难袁焊接
量大尧 难度高且焊缝质量要求高袁相
贯焊缝均为一级遥 制作难度和项目重
要性按集团孙关富总裁的话说袁相当
于第二个鸟巢遥
经过集团有关部门尧 华南事业
部尧重钢工厂的共同努力袁在方董尧孙

总的关心下袁在陈总尧楼总的周密组织
下袁2007 年 7 月 18 日袁第一个节点顺
利通过业主尧专家尧设计院尧监理尧总包
的验收遥 构件外观尧焊缝尧质量控制资
料获得一致好评袁制作工艺尧消残工艺
得到肯定袁充分体现了精工人野精于技
术袁工于品质冶的精神袁为工程顺利进
行打响了第一炮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首
个节点制作充分得到公司资深老专家
的支持帮助袁从工艺的制定尧制作过程
的质量控制尧 工艺的总结改善都凝结
着老专家们的心血遥 而西塔现场项目
部和制作项目部的年轻人则发挥敢于
拼搏尧精益求精的精神袁以西塔项目的
成败为自己的成败袁 以公司的荣辱为
个人的荣辱袁兢兢业业做好各项工作遥
根据招标要求袁 西塔外筒钢结构
需要全部实物预拼装袁 这将导致项目
成本增加尧工期压力增大遥 为了确保首
批实物预拼装的成功和取消以后的实
物预拼装袁7 月 27 日袁在华南事业部陈
国栋总经理的牵头下袁 集团资深专家
刘子祥尧林观志尧江荣熙以及华南事业
部尧 重钢工厂的有关技术人员在武汉
楚天工厂举行了 野西塔预拼装问题与

侯文洪

西塔工程首个节点验收现场
对策研讨会冶遥 会议就预拼装计划尧方
案尧问题与对策尧电脑预拼装展开充分
讨论袁确定预拼装实施的具体思路尧计
划袁明确预拼装可能的问题和对策袁决
定首批三个拼装单元实物预拼装和电
脑预拼装同时采用袁并将鸟巢三维测
量系统用于西塔项目电脑预拼装袁以
后争取只进行电脑预拼装袁以达到降

低成本尧加快工期的目的遥
时值酷暑高温天气袁 绍兴重钢工
厂尧 武汉楚天工厂正展开西塔项目构
件的生产遥 焊花闪耀袁 工人们挥汗如
雨袁车间管理人员辛勤地忙碌着袁这些
动人的场面让我们对项目的成功更加
充满了信心袁 让我们为自己是精工人
而感到无比的自豪遥

加入精工团队 踏上事业之旅
一批 07 年应届大学毕业生走进精工，处处感受到“以人为本”的精工企业文化。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健）2007 年 7
月 14 日，对于精工钢构集团来说是一
个特别的日子，因为这一天精工人将要
迎来一批新的大学毕业生，
为公司注入
新鲜的血液。

本期
导读

2007 年
应届大学毕
业生就要来
公 司 报 到
了，公司上
下都期待着
这个日子的
到来，大家
都在积极地
准 备 着 ，人
力资源部作
为牵头部门，首先考虑的是这些大学生
的衣食住行和岗前培训工作。
在衣食住行方面，人力资源部积极
与行政事务部进行沟通协调，在公司住
房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为

达到持续改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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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做准备。一部分安排在新宿舍，
一部分分在老宿舍，还有一部分没有办
法解决,怎么办？两个部门多次讨论之
后决定到附近小区去租房。公司陈国栋
副总裁听说公司想在聚贤花苑为大学
生租房，
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刚刚装修好
的一百四十多平方米的人才房贡献了
出来，
公司孙关富总裁也特批了一笔为
大学生们购买被褥、凉席、自行车等生
活必须用品的款项，宿舍管理员将所有
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床位和被褥配
备得整整齐齐，几个部门相互配合，准
备了一周，
万事俱备，只等大家的到来。
7 月 12 日，就有同学打来电话，说
他们希望早点到公司，已经买好了车
票，13 日就要过来了，14 日包头的过来

一批，
15 日哈尔滨的又有一批，都是晚
上 10 点多钟到火车站。人力资源部黄
幼仙总监得到消息后说，这些学生都是
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他
们对行走路线不是很清楚，并且到达的
时间都在夜里，
人力资源部必须派专人
专车去接他们，
并且要安排好他们的吃
住。紧张而有序的接待工作开始了，连
续 3 个夜晚，人力资源部和行政事务部
的司机一起往返于公司与火车站之间，
安排大学生。
一批一批地接待、
接待工作完成之后，7 月 17 日上
午，在人力资源部的组织下，公司在四
楼多功能厅举行了简单而又不失隆重
的“2007 届大学生欢迎会”，集团总裁
孙关富、副总裁周黎明、渊下转第二版冤

音谁是精工最可爱的人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版

近日袁经绍兴市企业联合会尧绍兴市企业
家协会对绍兴市各企业单位 2006 年度的各
项经济指标考核评定袁 浙江精工建设产业集
团被认定为 2007 年度绍兴市百强企业袁位列
第 36 位遥
浙江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尧 浙江精工世
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顺利通过浙江省建筑业
诚信企业年度复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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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领导在重钢制造公司进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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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受邀参加
第六届中国科学家论坛
本报讯（通讯员 钱琳）2007 年 7 月 14
日至 16 日，
“第六届中国科学家论坛”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
“创新中国——
—官、产、学、研和合发展”，我
司专家顾问戴为志先生参加了本次论坛。
“中国科学家论坛”创办于 2002 年，是

在国家科技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
防科工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会的指导下，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等高校的支持下，由科技日报社主办的高层
次科技盛会，迄今已举办五届，成为我国一
年一度的全国性重要科技盛会。

公司举办第一期生产管理技能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 谢吉）随
着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公司
对生产管理人员管理能力的要
求及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为
进一步提高公司生产管理人员
的管理能力，加快对生产管理
人才的培养，不断满足生产管
理的需求，充分发挥公司生产
制作的竞争优势，在集团方董
的指示和关心下，结合公司目
前生产管理水平及生产现状，
经过仔细分析和甄选，公司最
终聘请上海百仕瑞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为我司量身定制了适合
公司发展需要的生产管理培训
课程体系，力求打造生产管理精英团队。该
课程体系共八门课，参加对象主要为二类人
员：一类为指定参加人员（现任工厂总助及
以上管理人员）；二类为由员工自己报名或
主管推荐的后备人才，公司根据培训人数及
课程内容择优选拔。
经过精心准备，第一门课——
—《精益生
产管理体系》 于 8 月 11 日－12 日在新世界
大酒店隆重举行，授课老师为百仕瑞特聘高
级讲师汪锦晖老师，共有 64 位学员参加培
训。本次培训采用老师讲授、小组讨论的形
式，将参训学员分成八组，在课程正式开始
前，集团总经理助理、重钢制造公司总经理
楼宝良作了重要讲话，为培训的成功举办奠
定了基础。
本次课程内容包括 JIT（恰及时）生产、
5S 与现场改善、看板、TPM 设备管理、生产
计划与标准数据等内容，是将整个培训体系
课程的精华部分萃取并熔合的一门课程。虽
然目前公司的生产管理人员学历层次并不
很高，也很少接受生产管理上的专业培训，

但在授课过程中，汪老师以其深厚的理论功
底、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纯熟的授课技巧，将
精益生产管理的理念和知识讲解得深入浅
出，通俗易懂，让每个学员都能理解精益生
产管理的内涵所在，并且结合培训前一天在
公司的调研结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司生
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与参训的生
产管理干部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对流，最终，
学员们被汪老师的真知灼见所折服，在听课
的同时也对自身的管理工作进行了一次深
刻的反思，而培训效果如何也正体现与此。
因此，可以说本次培训不仅仅是一次培训，
同时也是一次生产管理评审会议。在培训结
束时，楼总结合培训中指出的生产管理问
题，及时对相关人员下达了指示，要求在规
定时间内做出整改措施，这样将培训内容与
工作及时挂钩，相信会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培
训效果。今后几期如能同样做到如此，相信
在八门课的整个培训项目结束后，公司生产
管理人员的管理技能在整体上将会实现大
幅度的提升。

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
为办好集团报而共同努力！
—本报举行 2007 年第一次通讯员会议
——

本报讯 2007 年 7 月 28 日，
对《精工钢
构报》编辑和通讯员来说，是一个值得铭记
的日子。
这天上午，
《精工钢构报》2007 年第一次
通讯员会议在轻钢浙江公司二楼会议室举
行，在这次会议上，还对精工建设产业集团
首届员工摄影大赛获奖者进行了表彰。
集团主管宣传的领导、行政总监吴先贵
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参加会
议的有来自集团本级各部门和有关子公司
的通讯员 16 人，以及部分摄影大赛获奖者。
吴总在会上回顾了《精工钢构报》的创办
历程和已取得的成绩，强调了通讯员队伍建
立的重要意义。吴总说，
通讯员要写好稿，
关
键是要先练好内功，
努力提高写作能力。吴总
勤投稿，
每月至少要向
要求通讯员要勤写稿，
稿子要适应《精工钢
《精工钢构报》投稿一篇，
树立
构报》宣传企业形象、
“精工钢构”
品牌以
及弘扬精工企业文化的用稿要求。
通讯员代表谢吉、蔡赟上台发言，向大
家表达了力争做好一个优秀通讯员的决心。
随后，参会的各位通讯员纷纷发言，各
抒己见，表达了对《精工钢构报》的期望；特

音功成隐忍何须赞

魂撑广厦掣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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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对新建立的“《精工钢构报》 通讯员制
度”，通讯员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很
多宝贵的意见。有通讯员提出，通讯员的稿
费能否按月发放；有通讯员提出，每月要报
道的主题能否先传达给各个通讯员；有通讯
员表示，集团报也应具有一定的娱乐性，能
否恢复原来四版上的副刊。
翌日，在吴总的带领下，通讯员们赴杭
参观了在建的杭州国际会议中心工程，在工
地现场，通讯员们充分感受到了精工项目部
的施工人员为确保杭州国际会议钢结构工
程于 8 月中旬顺利结顶而不畏酷暑、奋战高
温，抓进度、抢工期的可贵的豪情壮志。随
后，又参观了杭州休闲、旅游第一站——
—雷
峰塔，雷峰塔是由我司承建的中国第一座钢
结构古建筑。在游人如织的雷峰塔塔顶，通
讯员们极目远眺西湖的美景，心中涌动的是
作为精工人的无比自豪感——
—为精工人用
精湛的技艺奉献给人间天堂的古建筑杰作
雷峰塔而自豪！
这次通讯员会议的召开，以及采风活动
的开展，对进一步办好集团报将起到一定的
作用。
（本报记者 周仁忠）

音激情夏日 魅力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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