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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员 工 成长

本报讯渊通讯员 谢吉冤继 4 月份成
功举办中基层干部野八项基本管理技能冶
培训之后袁5 月份袁公司再一次为中尧高层
领导奉上了一席丰盛的培训盛宴遥5 月 26
日原27 日袁 在集团孙关富总裁的带领下袁
61 位中尧 高层领导及后备人才齐聚永通
度假村袁参加了第一期野卓有成效的管理
者冶培训遥 公司高层领导对本次培训给予
了高度的重视袁 相关部门为培训的开展
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安排袁 整场培
训开展的井井有条袁气氛异常热烈遥
本次培训仍然与北京彼得窑德鲁克
管理学院合作袁 授课老师为彼得窑德鲁克
管理学院资深讲师郭云老师遥 课程从野时
间管 理冶尧野我 能 贡 献 什 么 冶尧 野着 眼 于 明
日冶尧野有效的决策冶和野用人之长冶五个方

2007 年 6 月 16 日

推行卓越运营 打造卓有成效的管理队伍
—公司举办“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培训
——
面袁向大家讲授了什么是卓有成效的管理
者袁以及作为一个管理者如何才能野卓有
成效冶遥 与野八项基本管理技能冶培训相同袁
本次培训仍然将学员分成八组袁 采取老师
讲授尧观看录像并分组讨论的授课形式袁充
分调动了学员的参与热情和团队合作能
力曰与野八项基本管理技能冶不同的是袁本次
培训所采用的课程录像片袁 是由管理宗师
彼得窑德鲁克先生在 40 年前亲自编剧并参

演的遥 虽然经历了 40 多年的经济发展和企
业管理实践的洗礼袁 但录像片中所反映的
管理问题袁 以及分析的症结所在和解决的
策略袁 却仍然处处紧扣当今企业管理的实
际情况袁 甚至都能在我公司找到一一对应
的原型袁加之老师的精辟讲解袁不禁让在场
的每位领导对这位管理宗师由衷的敬佩遥
培训的第一天晚上袁孙总组织所有参
训干部进行了培训心得交流研讨会袁会上

每位管理干部结合第一天的课程内容依
次谈了自己的感想袁交流了自己的观点袁
并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格袁 对照
培训内容对公司和自身的管理实践进行
了深入的剖析袁指出存在的问题袁并谈了
改进的想法和建议遥 交流会很好地巩固
了第一天的培训效果遥 第二天袁在培训课
程结束后袁 各小组又在课程的五个模块
中选择了一个模块袁 结合公司的实际案

户外拓展活动纪念成立一周年
本报讯 (通讯员 李造林)近日袁在华南事业部
成立一周年之际袁 华南事业部全体员工举行了一
次别开生面的户外拓展活动遥
活动在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深圳举行遥 在一
片欢笑声中袁大家来到了著名的海滩要要
要小梅沙袁
蔚蓝的海水尧和煦的阳光尧柔软的沙滩让大家的心
情一下子得到了释放遥稍事休息过后袁紧张刺激的
拔河比赛开始了遥 加油声尧 呐喊声在海滩上空回
荡袁 员工们之间高度的凝聚力在每一场比赛中得
到体现袁最终袁第一小组实力稍胜一筹袁夺得冠军遥
在飘扬的长江精工钢构集团华南事业部的旗帜
下袁欢笑声不断袁拔河比赛吸引了海滩上的众多观

众遥 随后袁排球尧游泳等活动陆续开展遥 夕阳西下袁
烧烤的香味阵阵传来袁大家围炉而坐袁畅叙工作和
生活袁融洽的环境使沟通得到了深入袁事业部年轻
员工之间的感情进一步加深遥
返回时袁已经是华灯初上袁美丽 的鹏城轻轻
盖上了神秘的面纱袁 作为 2010 年世界大学生运
动会的举办地袁对精工而言袁蕴含着巨大的商机袁
我们坚信袁通过不断深入的沟通和了解袁华南事
业部内部凝聚力将进一步提升袁我们的团队也将
成为一支冶召之即来袁来之能战袁战之必胜野的队
伍袁在不远的将来袁这支精工钢构的队伍必将在
鹏城开创出广阔的天地浴

让世界充满爱
要我司积极开展野献爱心冶捐助活动
要要

本报讯 为推进集团企业文化
建设进程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袁共建
和谐 企 业 袁 共 谋 社 会 发 展 袁 共 享 发
展成果袁共创欢 乐家园遥 由精功 集
团 团 委 发 起 的 野献 爱 心 冶 捐 助 活 动

在我司积极展开遥 这次捐款活动主
要 以帮 扶绍 兴县 内的 贫 困少 年 儿
童 为重点袁捐款倡 议发 起后袁公 司
员 工纷 纷慷 慨捐 助 袁 伸 出援 助 之
手 袁奉 献 爱 心 袁 用 实 际 行 动 展 现 了

迎六一

野扶贫 济困尧 团 结友爱 冶 的 传统 美
德遥
据 统 计 5 月 9 日 至 11 日 活 动
开展 期间袁 公司 募 集的 捐 款 额 近
9000 元遥
(本报记者)

精工献爱心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孙晓朋冤5 月 31 日袁在野六一冶国
际儿童节到来之际袁 由精工建设产业集团捐款 20 万元
援建的野黄陂区蔡店乡精工土家族希望小学冶在黄陂区
蔡店乡举行了奠基仪式遥 集团副总裁尧湖北精工董事长
裘建华袁共青团武汉市委书记胡亚波袁副书记冯爱明袁湖
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谢群袁武汉市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秘书长倪靖以及黄陂区政府区长徐进袁区政府副
区长景保宪等党政领导参加了奠基仪式遥
裘总代表集团进行了发言并现场捐赠 20 万元用于
希望小学项目袁谢群秘书长代表省青基会回赠了捐赠证
书遥 同时袁黄陂区人民政府向集团回赠了锦旗袁黄陂区政
府区长徐进代表地方政府讲话袁并代表与会
政府领导及校方代表对精工回馈社会的精
神表示感谢浴 上午 11院40袁在热烈的掌声和鞭
炮声中袁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为黄陂区蔡店
乡精工土家族希望小学挥锹奠基遥
仪式上袁裘总简单介绍了集团及湖北精
工现状袁并提到袁精功集团 06 年在武汉市黄
陂区投资建设精功楚天工业园袁是精功集团
产业向中部地区延伸的重要战略举措遥 集团
秉承野以人为本尧科技为先冶的经营理念袁将
野发展企业服务社会冶 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遥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袁通过各种方
式回馈社会遥 捐赠黄陂区蔡店乡精工土家族
希望小学袁正是湖北精工野回馈社会冶在华中
地区的开始遥 精工将在不断发展自身的同
时袁努力为黄陂当地经济发展尧人员就业尧社
会安定等做出更多贡献遥

为自己的存在而过得更好遥 我的青春现在是站
在精工的舞台上袁我的舞跳的不一定好袁但为我
搭这个舞台的人是要感恩一辈子的遥
最近有部情景剧叫叶武林外传曳蛮火的袁其片
尾曲我特别喜欢袁记得歌词好像是这样院这世界有
太多不如
意袁 但你的
生活还是要
继续袁 太阳
每天依旧要
升起袁 希望 小
永远种在你 方
心里遥现在袁
我的青春是
我自行车的
车轱辘袁每
天骑着他袁
两脚来回一
蹬袁 车轮飞
转袁 微风掠
过面庞袁感
觉自己与理
想就近了遥
我想袁 这就
是希望袁这
就是我的青
春吧遥

青
春

阴

什么是青春钥
外婆说袁青春啊是外公的大花轿遥 那个大花轿里
承载着外婆的梦想和憧憬袁 同时也带着些许惴惴不
安袁 但更多的是好奇袁 好奇外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人袁好奇外公会把外婆带到何方钥
伯伯说袁青春啊是一首歌袁威武雄壮尧气冲云霄袁
野雄纠纠尧气昂昂袁跨过鸭绿江袁保和平袁为祖国袁就是
保家乡袁中国好儿女袁齐心团结进袁抗美援朝打败美
帝野心狼遥 冶
爸爸说袁青春啊是为人民服务袁是伟大领袖毛主
席指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袁是上山下乡袁是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袁是披星戴月袁挥洒汗水袁是农
业学大寨袁是雷锋袁是欧阳海尧王进喜尧石传祥遥
那我的青春又是什么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袁 青春是我屁股上的红
杠杠袁 其数量与我进游戏机房被抓的次数呈线形正
相关遥青春又是一张张做不完的卷子袁一道道纷繁复
杂的数学题袁一份份永远没有尽头的家庭作业袁是老
师的张牙舞爪形象遥 青春还是心仪的女孩走过教室
的窗前袁 是那封写了撕撕了写却永远没有寄出去的
情书遥 青春是大人之间的评价袁 张家女儿考上北大
啦袁李家的儿子研究生毕业出国啦袁有出息真能干遥
青春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袁夹杂着兴奋尧满足尧失落
和彷徨遥青春是几天几夜的网络游戏袁青春是恣意挥
霍着父母的银子买回来的最新款手机袁青春是逃课袁
是补考袁是 10 块钱一包的红双喜袁是理想与现实巨
大反差下酒馆里的觥筹交错和那一个个空酒瓶遥青春
是我拖着大包小包走出学校的大门袁广播里反复播放
着的那首英文歌院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袁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袁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袁he was once a true love of
mine遥
每次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袁但会停下脚步袁四下
追问袁我到底要怎么样的生活袁我的青春应该怎样度
过袁我的未来在哪里钥 当我迷惑不解袁有个声音告诉
我袁这个答案只有自己才知道遥是的袁我的青春袁应该
也只有握在我自己的手里遥 记得晚上从公司回家袁总
能看到公司老总的办公室里亮着灯袁 那间亮着灯的
办公室多少给我点启示遥幼时一本叶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曳中保尔的一句名言振奋了许多中国人院人袁最宝
贵的是生命袁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袁这仅有的一次
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钥 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袁能够不
因虚度年华而悔恨袁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曰在临死的
时候袁他能够说院野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袁都已经
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原原为人类解放而进行
的斗争遥 冶我想我真的没那么伟大袁但目前有几点我
是确信的院我的青春可以跌倒袁但是不能不奔跑袁正所
谓野努力了不一定成功袁但放弃一定失败冶曰我的青春
是与许许多多的人联系在一起的袁 因此任何时候必
须做一个社会人袁要照顾好周围的人袁让周围的人因

有效性有了新的认识袁同时又向他们提供
了成为有效管理者的思路和途径袁参加本
次培训是一次很好的自我认识尧自我反省
的机会遥 同时袁学员也反映通过本次培训
要想成为一名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袁关键还
是看自己如何将培训所学有计划尧有针对
性地运用于平时的管理工作中去遥 部分
学员还建议这门课程应该成为公司管理
人员的必修课程遥

华南事业部举行

2007 年 5 月份
月度考核全面推行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石红芳冤为了切实体现公司
绩效管理理念袁促进广大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袁公司
在月度绩效考核中加大了激励力度袁 占 60%以上
的员工能够实现绩效奖励遥 在集团公司的倡导下袁
5 月份月度绩效考核全线推行新的绩效管理实施
方案袁目前已实施的公司有院集团公司本部尧轻钢
浙江公司尧轻钢安徽公司尧华南事业部尧各分公司
渊销售部冤负责人及华北分公司遥
现将 5 月份公司员工月度绩效考核评定等级
为 A++的优秀员工予以公告表扬袁具体名单如下院
集团本级渊各部门评定冤
营销管理中心商务技术部 林锋平
信息管理部
严建松
技术中心及总师明星员工 李雪良尧陈军尧章宝林
人力资源部
谢 吉
制造管理中心
赵利木尧谢洪翔
各分公司渊销售部冤负责人 华东分公司高建法
华北分公司
王利文
轻钢浙江公司
深化室
沈晓燕
设计院
陈海勇
商务技术部
洪娟渊柯桥冤
板材制造公司
夏 峰
轻钢安徽公司
项目运营管理部
曹娟尧吴林尧刘国强
制造公司
崔志成
工厂设备动力科
陶大海
工艺技术科
后 旺
工厂质检科
李鸿斌
华南事业部
技术部
胡 勇
公司对以上员工进行公开表扬和奖
励袁 希望公司全体员工以他们为标杆袁努
力工作袁争取更好的业绩袁同时也希望公
司其他部门加快绩效考核的实施袁充
分体现考核的公平性和激励性遥

例展开分析讨论袁 并依次交流了各自的
看法和建议遥 这不但很好地巩固了两天
的课程内容袁 又何尝不是一次管理评审
会议呢钥
从学员对课程的随堂评估来看袁本
期培训整体效果比较令人满意遥 学员们
反映这次培训让他们发现了很多在实际
工作中存在的袁 而且自己平时不曾注意
到的问题袁 让他们对管理者管理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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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讯院6 月1 日袁 湖北精工董事长裘建华提议对刘古
塘村小学进行节日问候渊我公司建厂在原刘古塘村范围冤袁
并安排制造公司总经理沈建江负责传达遥 上午 10院00袁沈
总与行政部尧总经办人员一同前往小学袁并将近 200 册书
籍尧各类体育用品袁赠送给该小学同学袁同学们在接到礼物
时袁无不感到高兴遥 随后袁沈总与该村刘书记及小学校长
进行了交谈袁介绍了公司发展情况袁并表示了公司对周边
群众的关心袁沈总提到袁公司自 06 年驻足盘龙城以来袁得
以顺利投产袁得到了刘古塘村的大力支持袁特别是对当地
村民的协调方面袁给予了很大的支持遥 双方都希望在今后
的发展中袁能形成一个和谐的团体袁共同进步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陈佳果冤5 月 30 日晚袁华舍
街道首届外来务工青年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暨 野华
东杯冶十佳歌手大赛在华东纺织有限公司举行遥 精
工钢构尧天圣控股尧华东纺织等十多家企业的员工
代表参加了此次歌手大赛遥
晚会把野以人为本袁科技为先冶的企业发展内
容谱写成优美的歌曲袁在宣传形式上具有独特的创
新袁通过这种新颖的方式袁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
新时代企业如何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袁适
应环境袁面对挑战袁以野以人为本袁科技为先冶的理念
为指导袁勇往直前袁大胆创新袁力求发展袁让企业走
出国门袁面向世界遥 同时通过这种活动袁也让人充分
感受到其内在的文化是多么引人深思和学习遥
我司参赛选手谢吉在晚会开场一曲 叶我等的
花儿也谢了曳袁那深情款款的嗓音袁陶醉了无数场
下女观众的心袁 也唱出了多少男观众的心声袁是
啊袁漂泊于异乡袁有一个人与自己厮守是多少年
轻人的心愿遥 李健以一曲叶母亲曳袁更是将晚会现
场推向高潮袁同时也引起了多少思乡的人们的共
鸣袁赢来了观众们阵阵掌声遥 是啊袁在外的游子袁
有谁不思念自己的母亲袁他们是背负着多大的思
乡之情远在他乡袁 为了企业的发展默默付出袁在
这第二故乡奋斗尧创业遥 这种发自肺腑的声音怎
能不让人热泪盈眶浴
一曲叶同一首歌曳响起袁烟火和礼花在夜空弥
漫袁将意犹未尽带向晚会的结束袁同时也将新 时
代企业的精神文化理念和员工精神带向了在场
的每个人袁 青年们嘹亮的歌声在夜空中回响袁焕
发青春的激情在他们心中回荡袁对第二故乡的那
份炙热的感情在这里开花结果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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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会话 >
A院Have you decided the final price for
our project?
A院你们对我们的项目有最终的定价了吗钥
B院Yes, but is there any room for us to
discuss the contract terms further?
B院是的袁但是我们还能不能在深入谈谈合
同条款钥
A院Sure. Please tell us what are you going
to discuss?
A院可以遥 那请告诉我们你们想谈些什么内
容钥
B院First, regarding to the terms of payment,
it is a little bit hard to accept.
B院首先就付款方式来说袁就有点难以接受遥
A院That cannot be.
A院那好像不太可能吧遥
B院We don't have your advanced payment
and we need have to open a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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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d against 10% of contract value. Mean鄄
while there is a 10% warranty.
B院我们没有预付款并要开出 10%合同价款
的履约保函袁同时还有 10%的质保金遥
A院Eh 噎 OK. So please comment your
opinions.
A院呃噎好吧袁那说说你们的观点遥
B院We are demanding 20% ~30% advanced
payment while an equivalence advanced
payment bond can be issued for you. Be鄄
cause the payment on account is quite
large, it is a heavy burden for us without
your advanced payment.
B院我们希望能有 20%耀30%的预付款袁当然
我们可以开出等值的预付款保函遥因为前期
的垫付是相当大的袁 如果没有你们的预付
款袁将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经济负担遥
A院I understand. To this matter, it is nego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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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ble. I will have a word to my boss, and
give you the soonest reply.
A院我了解遥 对于这个问题是可以商量的遥 我
会和我的老板说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尽快地
给你答复遥
B院That's better. To any other issues, we
would like to talk after the lunch.
B院那就好浴 对于其他问题袁我们想在午餐后
再继续讨论遥
A院No problem if you want to continue,
but of course I won't refuse to have
lunch.
A院如果你们想继续也没问题袁当然我也不
拒绝现在去午餐遥
B院OK. Let me show you the way.
B院好的浴 让我为您引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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