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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海涛）近日，“2016 中国

工业行业排头兵企业”榜单揭晓，集团公司

再次荣登“中国工业行业排头兵企业”榜单。

2016 年，集团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和习总书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

及陕西省“五个扎实”、“追赶超越”的新要

求，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坚

持“技术领先，模式取胜”的发展思路，以为

用户赚钱而奋斗为目标，以向存量要效益

为路径，以精准对标为切入点，通过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行业企业发展极其艰

难的情况下，扭转了连续 5 年下滑的趋势，

稳住了经营盘面，实现了“十三五”的稳健

开局。

据悉，“中国工业行业排头兵企业”旨在

发掘工业行业排头兵企业价值，确立企业在

行业中的带头作用。该活动已逐渐成为中国

工业界极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对推动企业

自主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扩大企业

知名度都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集团公司召开党委中心组学习会
传达学习省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转型升级
  看亮点

集团公司获2016中国工业
行业排头兵企业称号

本报讯（通讯员 张广）近日，集

团本部在五楼会议室对本部党（总）

支部书记、组织委员进行集中培训，

宝鸡机床党工部长、分管组织工作干

部，宝仪、格兰德党总支书记及党群

办（部）主任，集团本部党（总）支部书

记、组织委员等70余人参加培训。

会上，集团党委副书记王怀科

作培训动员讲话，并带领大家学习了

省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及上级有关会

议精神；此次培训重点对最新中国

共产党发展党员规程进行了解读，并

就如何填写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

培养考察培养登记表、预备党员培养

考察登记表、入党志愿书及如何规范

党费收缴和管理等进行了集中讲解。

记者：去年以来至今年一季
度，集团本部第二事业部在产品开
发、市场开拓方面进展顺利，收获
很多，请周总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具
体措施？

周恩泉：第二事业部贯彻执行

公司向存量要效益的精神，依托已

经成熟的项目、产品，继续深挖已

有市场的需求。同时依托公司强大

的技术研发平台，寻求新的项目和

客户，积极开发新产品，并尽快完

善推向市场，创造持续订单，形成

销售增量。

一是依托 150T 海工平台产品

的成功研制及顺利交付，承接更多

的海工平台项目。二是依托GE 项

目、铸件采埃孚项目、汉德车桥项

目等的顺利实施以及新能源电液

转向泵的批量供货，继续深挖市场

需求，寻找新的市场，承接更多新

的订单。三是将新开发的铸件、液

压件、齿轮箱、仪器仪表等新产品

尽快完善推向市场，争取更多新的

合同。四是加紧定型已成功试制完

成的军工新产品，尽快实现批量生

产供货。
记者：自 2016 年实施精益生

产管理以来，有哪些收获或经验？

2017 年年初，第二事业部启动了成
本控制年活动，请问在成本控制方
面，第二事业部有哪些做法？

周恩泉：2016 年第二事业部

全面推行精益生产管理，取得了良

好效果。一是各单位基层干部员工

逐步对推行精益生产管理有了统

一的认识。二是结合各单位实际形

成了精益生产管理具体操作办法，

制订出了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初

步形成了秦川精益生产管理系统

（QCPS）。三是各单位建立起了精

益生产管理组织机构，明确精益生

产管理推行工作制度化、程序化，

形成了长效推行机制，做到有目

标，有办法，有考核，有效果。四是

通过推行精益生产管理，2016 年

度第二事业部降本增效同比上一

年节约油辅料、刀具、质量损失等

费用共计 640 多万元。

按照集团公司“成本控制年”

的部署，今年年初，第二事业部就

启动了“成本控制年”活动，把精益

生产关键指标与各厂日常考核指

标化、一体化、过程化。主要措施包

括四个方面：一是以精益生产管理

为抓手，持续推进和完善精益生产

项目的实施。二是加强各生产经营

单位工序间的成本控制。三是加大

各生产单位工费水平管理和控制。

四是加强各单位金属屑、废油等工

业废品的管理工作。
记者：第二事业部统领集团本

部关键零部件、功能部件业务，在
众多业务细分板块中，业绩占比较
大的是哪些？在协调业务管理、销
售等方面，二部是怎样做的？

周恩泉：功能部件业务中业绩

占比较大的主要有铸件产品、齿轮

箱产品、液压件产品以及仪器仪表

等。第二事业部功能部件大部分是

市场完全竞争性产品，各业务板块

的管理是相对独立的四位一体管

理体制。既要引导各厂努力完成公

司统一经营管理目标及日常经营管

理，又要充分发挥各经营厂的积极

主动性，做到管、放有度。以市场为

导向，重大产品和项目事业部内协

调配合，传统产品积极参与市场竞

争，同时加强各业务板块的考核管

理，最终实现公司下达的经营目标。
记者：今年二季度以后，二部

的运营思路是什么？对未来市场
与业绩有怎样的预判？

周恩泉：第二事业部的基本运

营思路是：一是推进已有重大项目

进展, 狠抓市场开拓和合同订单。

二是重大项目持续推行“项目制”，

生产经营管理全面实行“计件制”

管理措施，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

管理效率，提高人均产出。三是加

强各单位生产经营过程考核管理，

降低单位产品成本，向存量要效

益。具体工作可归纳为五个方面：

1、持续推进精益生产管理，把精益

生产管理纳入绩效管理进行考核，

加强成本控制。2、持续降低各业

务板块产品库存和应收账款，实现

各厂良性运转。3、切实强化质量

管理，提升产品质量，降低铸件、液

压件、军工等产品质量损失。4、逐

步在各单位建立责、权、利对等的

激励机制，实现降本增效。 5、全面

落实新绩效考核办法，注重过程考

核，实现经营目标。

功能部件产品虽然是完全竞

争性产品，但通过我们自身不断

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进一步

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提高市场竞争

力，我们有信心完成今年公司下达

的经营目标任务。

本报讯（记者 李秀国）经过长

达三年跟踪研发，日前，汉江机床成

功与慈兴集团签订 24台SK7605/1

数控内螺纹磨床，标志着汉江机床

一举进入汽车行业。

慈兴集团作为美国福特公司的

配套供应商，主要给美国福特公司的

汽车电子刹车系统螺母部件进行精

密加工。为了使产品完全满足美国福

特公司“高精、高效、高可靠性”要求，

汉江机床多次邀请慈兴集团高层领

导及美国福特工作人员来公司考察

交流，并同慈兴集团共同研发，包括

自动上下料，尽力为客户提供全自动

化的成套成线生产线，经过改进加工

工艺，各项性能指标完全达到用户要

求，成功击败国内外多家竞争对手，

样品最终得到美国福特公司的认可。

当前，电子刹车系统广泛用于

中高档轿车，SK7605/1 数控内螺

纹磨床主要用于汽车电子助力转

向系统（EPS）、电子驻车制动系统

（EPB）、电子控制制动辅助系统中直

径φ12 ～ φ50mm 的滚珠丝杠螺

母的高精高效加工，该机床整体采用

卧式布局，选用SIEMENS 828D 数

控系统控制。主运动为砂轮主轴的旋

转运动；机床的运动有工件主轴旋

转运动（C轴）、工作台往复运动（Z

轴）、砂轮架进退运动（X轴）以及砂

轮架螺旋升角的手动调整运动。工件

主轴旋转与工作台移动两轴联动实

现机床螺纹运动。机床具有自动磨削

循环、砂轮自动在线修整及修整量自

动补偿等螺纹磨床专用功能。砂轮架

的横向进给运动、工作台往复运动配

置进口光栅尺，工件旋转配置进口圆

光栅，实现全闭环控制。

本报讯（通讯员 杨亚平）随着

秦川宝仪市场开拓的深入推进，

石化板块、电力板块等订单不断

增加，在各项生产任务繁忙的情况

下，秦川宝仪各党支部带领党员率

先垂范，跑市场、抓订单，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今年以来，SF6产品事业部出

口表和国内订单大幅增加，仅美国

GE就有 21 种样品需试制，订单量

达数千只，任务十分艰巨。在生产任

务繁重的情况下，由于生产线全是

女工，加之女工一些等特殊情况，一

线员工明显不足，交货压力倍增。关

键时刻，该事业部党支部果断决定，

动员非生产线全体党员带头，每天

延迟下班一到两个小时，帮助生产

线完成力所能及的工作。有的党员

离家较远，但在任务面前，不退缩、

不抱怨，积极带头参加义务劳动，在

他们影响下，非生产线其他员工也

积极响应，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延点

劳动。经过大家十多天共同努力，有

效缓解了订单交付压力。

对外业务部虽仅有五名员工，

但是四名员工都是党员。在对外业

务开拓方面，党员们不辞辛劳，从

春节收假开始，便奔赴各地走访用

户，跟踪新项目，寻找新商机，先后

赴阎良、三原、洛阳、西安，完成了

四个项目的商务洽谈和技术交流；

与此同时，他们先后多次拜访大客

户，加强沟通，赢得了对方认可，签

订零件样品制作合同，其他项目合

作达成初步意向。

阀产品党支部结合部门生产

经营需要，从 2 月份开始，安排党

支部全体党员，每天下午 16:00 至

17:00 轮流到库房打包发货，很好

地解决了库房劳力紧缺问题。物业

党支部配合渭滨区对社区、市场进

行“大清洗、大清整、大扫除”，组织

全体党员参加义务劳动，清除社区

至市场沿街一线约二百米长范围

内墙体、电杆、市场门面房体墙上

的小广告、污渍，受到众多过往群

众和社区居民的好评。

本报讯（ 记 者 霍 然 ）5 月 22

日下午，集团召开党委中心组学

习会，传达学习省十三次党代会精

神、省委宣讲团在省国资委系统的

党代会精神宣讲及省国资委党委

书记孙安会在宣讲报告会上讲话

精神。传达学习了省国资委党委

关于《在省属企业建立党委中心组

理论学习督学督查制度的通知》精

神。会议还结合省国资委“三项机

制”点评整改通知精神，围绕集团

“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追赶超越”

重要举措进行交流探讨。

会议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龙兴元主持。集团党委委员、班子

成员参加会议。集团党委部门负责

人列席会议。

集团党委副书记王怀科传达

学习省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传达

省委宣讲团在省国资委系统宣讲

省党代会精神的情况，及省国资委

党委书记孙安会在省党代会宣讲

报告会上讲话精神。集团党委副书

记、总裁胡弘通报集团一季度“追

赶超越”落实情况。会议通报了省

国资委对集团落实“三项机制”的

整改通知。

会议还学习了省国资委党委

关于《在省属企业建立党委中心组

理论学习督学督查制度的通知》精

神，学习了孙安会书记在 4 月 26

日《陕西日报》署名文章和在省国

资委系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暨精

神文明建设表彰会上讲话精神。中

心组成员结合省国资委“三项机

制”点评整改通知精神，围绕集团

“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追赶超越”

重要举措进行交流探讨。

中心组学习会议上，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龙兴元指出，宣传好、

贯彻好省十三次党代会精神，认真

学习、深刻领会孙安会书记讲话精

神及落实好国资委各项部署，是国

有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追赶

超越”的基本遵循。要倍加珍惜天

时地利人和的良好机会，树立强烈

的忧患意识、竞争意识和担当意识，

增强战略定力，坚持既定的“向存量

要效益，以主营业务盈利为底线”方

针，精准落实“三项机制”，激发干事

创新动力，为“三航两机”、汽车、新

能源、智能制造、消费电子等国民经

济、国防安全等重要领域提供先进

的基础装备和高品质的工业服务，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奋力谱写追赶超越的新篇章。

本报讯（通讯员 景小侠）作为

集团公司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考核试点单位，汉江工具高度重视，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安排部署，

并结合实际，制定了《关于在公司开

展员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考

核的实施方案(试行)》，明确了考核

目标、考核任务和具体工作要求，成

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党政工团

齐抓共管的机制，将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列入公司党建工作的重

要内容，扎实深入推进。

多措并举，努力践行。为了让

员工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内涵和意义，争做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员工，汉

江工具一是加大宣传，营造活动

氛围。通过电子屏、《汉工报》、专

题会议等形式，积极开展以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

要内容的学习教育。二是先进引

领，崇尚爱岗敬业。在《汉工报》、

宣传橱窗专栏刊登先进职工的照

片和事迹，让敬业爱岗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三是关

爱职工，和谐友善。开展为每位员

工送生日蛋糕、送祝福活动，大力

倡导干部职工“六尊重”，营造温

馨和谐的汉工大家庭氛围。截止

五月已有 443 名职工收到了生日

祝福。开展职工体检，分批、分次

安排专车对全体在岗职工进行体

检，与医疗机构合作，建立职工个

人健康档案，对职工健康进行跟

踪检查。四是提升素养，开展读书

活动。从 4 月份起在全体员工中

开展“书香汉工、文化汉工”系列

读书活动，为基层单位建立职工

读书角，着力提升员工素质，推动

汉工文化建设。

同时，集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考核试点还在集团本部能

源动力处、计量检查处、机关处室、

秦川物业公司开展。

集团本部培训党（总）支部书记、组织委员

汉江工具全面启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考核试点

本报讯（记者 秦宝军 吴亦君）按照集团公司关于开展

省党代会精神学习宣传宣讲活动的安排， 6 月 6 日，集团公

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怀科就认真学习贯彻省十三次党

代会精神，用党代会精神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进行

了动员，驻宝企业的党工部长、党总支书记、党群办主任及本

部党（总）支书记等参加了会议。

会上，王怀科副书记从省十三次党代会的主题、过去五

年工作的基本总结、陕西未来发展的根本遵循、推动陕西发

展实现新的跨越的基本思路、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的系统部署、今年的重点工作任务等六个方面进行了

学习。并指出，各企业要结合实际，深入讨论，真正把党代会

精神吃透悟准；要集中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新闻报

道，多层次、多角度宣传党代会精神，及时反映干部职工学

习体会和成效；要用党代会精神凝聚力量，激励党员干部

迎难而上、奋发有为，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战

略定力，坚持既定的“向存量要效益，以主营业务盈利为底

线”经营方针，精准落实“三项机制”，努力把各方面的工作

热情和创造活力汇聚到追赶超越的实践中。

当天，汉江机床组织召开了干部大会，向基层传达学习

了省十三次党代会精神。集团宣讲团成员、汉江机床党委副

书记严虎勤主持会议并做出专题宣讲，结合公司工作实际，

汉江机床要求，要以学习贯彻省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为动力，

狠抓干部队伍、骨干队伍建设，领导干部要对自己高标准、

严要求，统筹协调，合理安排，带领职工一起完成“双过半”任

务；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聚力追赶超越。领导干部要严格

按照上级“五个扎实”的要求，始终把发展抓到手上，稳增长、

调结构、促转型，不断筑牢追赶超越的坚实支撑；要抓党建、

强作风，全面从严管理队伍，继续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打造全面过硬党员队伍；抓住机遇，乘

势而上，用足、用好国家各项支持政策，要扬长补短、提质增

效，直面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用实际行动助力

追赶超越、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宝鸡机床组织召开支部书记专题会议，集团宣讲团成

员、宝鸡机床党委副书记袁炜主持会议，宣讲学习省十三次

党代会精神。并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要以省党代会精神为动力，为指针，增强责任意识，激发担

当精神，注重先锋带头作用的发挥。会议强调，要发挥公司

管理信息平台、车间板报等载体的作用，宣传好省党代会精

神，激发职工创新活力，全面做好做实党建工作，带领干部

员工为公司增赢工作助力添智。

汉江工具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陕西省十三次党代会

精神，党委副书记王小雷作为集团宣讲团成员主持、宣讲，并

要求，各党支部要认真组织党员学习，在全公司积极开展学

习贯彻省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活动。要结合企业实际，抓好品

质提升，强化转型升级，使企业稳步发展。作为党员干部，要

夯实责任，把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位，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

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同时，集团公司工会委员会会议和本部工会主席会议也

由集团公司宣讲团成员对省十三次党代会精神进行了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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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就是要冲在前

汉江机床数控内螺纹磨床批量进入汽车行业

多举措向存量要效益
—— 访集团本部第二事业部总经理周恩泉

提质增效访谈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经秦川集团党委研究决定，李清耀同志为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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