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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文 化 微 讯

思想观念的洗礼，必然会带来工作方法及效率的激

活和驱动。汉江工具在对形势客观分析判断后，明确提

出：加快布局打开汉工发展基业的第二生命通道——

现代制造服务业模式。要实现长久发展，就必须主动创

新变革，把为用户创造价值作为自我生存发展之本和使

命，坚持为用户创造价值之理念，坚持通过自我产品的

升级换代+现代制造服务模式，为用户实现“四省”——

省钱、省时、省心、省事。从制造型向制造服务型企业转

型，汉工的发展必须坚持走刀具高端制造、刀具工装夹

具一体化成套供应、刀具使用过程技术优化支持、刀具

修磨涂层一体化服务，最终实现为用户提供刀具、刀具

工装夹具成套供应，刀具仓储、修磨、涂层一体化的刀具

全生命管理工程的现代服务型市场模式。

汉江工具将 2018 年定位为“改革严管年”。具体应

对的思路是：推动精益生产模式，提高劳动生产率，提

高工艺水平和工作流程对效率质量的保障力。加力精

细管理，向精细管理要效益。另外，分公司体系要贯彻

“0”库存原则，杜绝储备标准产品，杜绝提前预备非标

产品，销售计划、生产计划要加大与分公司体系的信息

融通协调，一是有目的合理储备标准产品的库存当量

在总库；二是加快非标产品的锻件毛坯库储备和精准

把握生产节奏。                   （汉江工具党委）

随着机床数控化的高速发展，丝杆、导轨、光栅、轴

承、功能部件、数控系统等关键的外购件在机床上占比

达到 60% 以上，对于这些关键外购件，我们要研究、总

结，只有掌握了这些外购件的性能，装配好、使用好这

些外购件，才能真正的解决好机床可靠性问题，以“第

一次就做对”的质量理念为导向，解决一批长期困扰机

床可靠性的关键问题。

对于机床厂来讲，今年要加强在 “质量、成本、效

率、可靠性”上的控制，将“向管理要效益，向存量要效

益”落地。由技术科牵头，各工段积极配合，在机床精度

保持性、可靠性、加工效率上进行改进，收集各类产品

在用户现场出现的问题，按产品逐一进行分析改进。以

工序间成本为抓手，优化装配制造流程，加强现场 6S

及精益生产管理，全力保商品交付，降低制造成本，减

少浪费。通过质量改进、工艺攻关、成本控制，提高产品

可靠性及市场占有率。

我们要立足本职，以高精高效磨齿机为制造和关

注重点，优化装配制造流程，全力以赴保交付，以满足不

同客户的个性化定制需求为导向，研究用户工艺，精准

对标，突破如砂轮主轴转速、磨削效率、磨削精度等技术

瓶颈。针对一些重点客户对轿车齿轮的高要求，尤其是

CPK ≥ 1.67、齿形、齿向三截面扭曲，齿形形状误差，

磨削烧伤等方面的需求，以及对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可

靠性、人性化操作、绿色环保等的高要求，依托“双创”平

台，以项目制为抓手，设立课题，逐个进行提升。倡导“工

匠”精神，注重机床制造细节，规范现场操作。同时，牢固

树立“以客户为中心，以服务为第一”经营理念，做好用

户服务工作，提高响应速度，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为经

营销售保驾护航。              （本部机床厂党支部）

机床工具行业不同于汽车等规模性扩张行业，单

靠规模体量扩张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

依靠自身的创新研发实力，在技术上攻关难题实现升

级换代，在制造上摒弃通用机床规模化制造思路走定

制化路线，才能实现企业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设备成套服务公司新项目智能生产线、机床再制

造均为定制化产品，符合发展趋势，从已承接项目量来

看也印证了这一点。掌握智能制造的核心技术和先进

的工艺方案，是智能智造的核心；机床再制造业务确定

再制造产品的种类规格，形成通用性模块化的再制造

方案，有利于产品可持续改进和产品稳定性的提高。设

备成套服务公司要确保企业在收入稳定（或微增）的情

况下，实现利润相对较大幅度增长，不但要做实产品质

量，降低外部损耗，同时提升产品口碑；创新是必不可

少的，要进行研发体系内部改革，激发研发人员主观创

新热情和大胆创新担当活力，使新产品具有更高的市

场竞争力。             （本部设备成套公司党支部）

质量变革离不开研发平台、生产平台、采购平台、

外协平台的提升。技术研发平台的提升，可建立齿轮机

床（离散）设计、工艺设计、模块化设计的知识资源库。

生产制造平台的提升需要抓好一线管理人员的管理质

量。生产管理干部在抓生产成套时一定要重视质量，牢

固树立“有质量的成套”，生产过程要围绕减少质量损

失、满足交货期开展工作；要严格执行体系文件，按照

文件流程，对出现的异常情况，分析原因，采取措施，使

质量始终处于受控状态。同样，将生产过程“失败的教

训”和“成功的经验”建成部门“知识库”，让所有管理者

及员工进行知识共享。采购平台的提升要将技术环节、

采购环节、试用验证落到实处。从“物资购买”转向“采

购物资管理”，对采购物资质量、品牌、可靠性负责。持

续优化和升级ERP+ 电子采购服务平台，进一步将电

子采购平台网页化，扩大采购寻源范围，进一步加强基

于客观数据分析的决策与管理，提高业务效率和执行

力。外协平台要提升外协件质量及供应商的质量保证

能力、交付能力，建立公司外协质量问题追偿机制，通

过和供方签订质量保证协议来提升供应商质量控制能

力，落实产品质量责任，同时在质量保证、产品验收、质

量索赔等方面达成协议。

总体而言，结合“两化”与智能制造，优化管理、提

升管理，真正发挥出“管理也是生产力”这一纲领。坚持

创新发展理念，以设计咨询为先导，满足用户定制化需

求，以全生命周期为路径，推动公司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          （本部人力资源联合党支部）

别人的教训就是我们的经验，要走出我们的“舒适

区”，勇于创新，全力以赴推行精益生产降低生产过程

中浪费，降低过程成本。不断培养人才，利用精益管理

系统和方法，增强企业竞争力。利用精益的理念帮助企

业善用劳动力，防止大量浪费资源和资金。利用我们

国企这么多年的技术优势和品牌效应，积极创新，减库

存，抓变现。对生产流程进行再梳理，调整管理模式，减

少中间环节，对成熟产品的工艺进行再改进，压缩生产

制造周期。

将能进行标准化的零件尽可能的采用标准化，从

设计源头就开始向标准件靠拢。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

艺和先进的制造手段。如 3D 打印、机器人等。严格控制

计划投入，严格控制采购周期。并且将投入的材料在最

短的时间变现。严密控制产能规划，根据产品加工的流

程，对生产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建立快速、顺畅的操作

流程，以高品质及尽可能低的成本，满足客户需求。
        （本部机加二厂党支部）

热处理厂积极践行龙董事长提出的 “向管理要效

益，向存量要效益”的经营思路，把效益作为衡量工作

成绩的标准，把增加效益作为推动工作的动力，以生产

全要素和整个生产链为研究对象，以精益生产为抓手，

从生产、技术、质量、设备管理等方面入手，对生产的各

个环节进行全面的梳理，寻找增加效益的突破口。在生

产方面我们主要是围绕降耗和延长高价值工装的使用

寿命去开展各项工作；在质量方面主要围绕“第一次就

做对”和减少废品去开展各项工作；在设备管理方面主

要是围绕“严控备品备件的领用和减少设备的停产频

次及维修时间”去开展各项工作；在技术方面按照技术

先行的思路，把工艺优化作为今年的主攻方向和重点

工作。为了顺利推进各项工作，热处理厂按照设备的功

能及技术人员的特长，重新对技术人员的工作做了分

工。技术主管亲自负责难度最大的多用炉工艺改进，同

时成立了以厂长为组长的攻关小组，每周都召开专题

会，讨论、分析、探讨已经取得的一些成绩和今后的努

力方向。采用“小步快走”和逐个突破的办法，把工作向

纵深推进，使“工艺改进、优化”工作取得较好的成绩。

目前，多用炉渗碳工艺通过调整碳势，改变强渗和

扩散的时间比例有效的缩短了渗碳时间，已经在一些

工艺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本部热处理厂党支部）

当前，塑料加工业面临增长速度放缓和生产要素

成本不断增加，资源、环境、能源约束的多重压力。市场

需求不旺，成本上升，企业合理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

这种形势下迫使我们塑机行业必须加快转换盈利模

式，加快培育新的利润源。第一要紧跟国际塑机行业发

展的最新科技动态，同时以市场为导向开发新产品。第

二不断推进原有产品的革新及升级，引导客户消费，以

新技术和新应用为客户创造新的附加值。第三加快产

业链的延伸，推动单纯生产型企业向生产服务型的转

变，获得更多的增值效益。      （本部塑机厂党支部）

学习机床工具行业现状分析的心得体会 （摘登）

春回大地，草尖挂着的露水折射着春光。当草色带着新绿，

潮一样地涌动，和迎面而来的春风撞个满杯时，暖暖的春意便

乍泄而出。草色，是浸染生命绿色的画布，嫩绿、翠绿、碧绿……

“松阴坐久还移席，草色春深欲染衣。”草色在诗人的笔下

充满了灵性。草色重了，春，也就深了。

节气中的春，隐在万物之间，小草是第一个感知的。陆游有诗

句：“染成草色春犹浅，老尽梅花雨未休。”草色，是浅浅的春，是富有

灵气和神韵的。春草携思念，拾快乐，收起无奈与哀怨，用微笑采集着

春天不褪的色彩。大地有了草的色彩，才更彰显蓬勃的生命力。

诗人韩愈《早春》中写道“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

无”。在滋润如酥的春雨中，远远望去是一片绿色，可当你走近

时，却发现草芽极为稀疏，几乎不见。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春天

无声的力量，以及来临时的悸动。踏草色穿行，春的气息那么真

实，小草那润人肺腑的绿意，令人神清气爽，轻嗅草色，你就会

闻到春醉人的味道。

草色，一幅饱蘸着生机的画卷，草色最知春，在经历了严寒

之后，世间万物开始复苏，小草顽强地从化冻的土地里，石头缝

间探出头来，随风摇曳，孕育希望，染绿了大江南北，装点了锦

绣山河。小草默默地生长，迎春风、沐春雨，草尖一寸寸触摸自

己的天空，然后就在刹那间——春意盎然！

小草不争俏，只把春来报，多像一种人生态度：顽强、坚韧、

淡泊的生长。四季从春天开始，春色从草的一抹绿色开始渲染，

春意渐渐就浓了。                      （通讯员/张宏宇）

尝试，在字典里的意思是试行、实验，或者是对新事物的试

探。从它的含义上来看，是对陌生领域的探索和研究，在当前的

企业发展和个人成长上，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今天，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

各个行业。既包括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也包括机械、军工、航

空航天等高端装备制造业，互联网正悄无声息的改变着这些行

业的格局。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对新事物、新市场的尝试和适

应，成为每一个人乃至每一家企业都无法回避的现实。

儿子小的时候，一次带他路过街边一家儿童玩具店，儿子

的视线被一个坦克玩具深深地吸引住了。坦克的外壳是迷彩色

的，外形很酷，后面有一根白线连着开关。我试了一下开关，坦

克没有任何反应。老板告诉我是小问题，回去收拾一下就行，然

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满意的价格买回家。拆开后盖一检查，

很快发现线路的一端有虚焊。等我修好后，看着一旁开心玩着

玩具的孩子，那种因为一次尝试给我带来的快乐，让我至今想

起来还记忆犹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于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美国本土

企业步履艰难。政府为了提升本国经济的竞争力，特别是扶持

小企业的发展，与证券管理委员会专家提出了一个日后推动美

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新举措，成立了纳斯达克交易所，专门服务

初创期的高科技企业，为此把上市的门槛降低，既企业可以上

市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够存活下来。后来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大公司，如微软、英特尔、思科等一批高科技企业，全都出自纳

斯达克这一新兴市场。这一切都源自华尔街的一次偶然尝试，

让美国重新成为那个时代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当下，在中国这片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伟大公司如百度、

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没

有停下尝试的脚步，在各自的领域里尝试、失败、再尝试、失

败，最后直到成功。它们对新事物及影响人类生活的方方面

面，都抱着预见性的、主动性的见解进行着新的尝试。以新时

代的企业家精神深耕细作、砥砺前行，进而推动企业向更高

水平快速发展。

在新经济环境下，每一家企业，每一个个体都应该带着包

容的心态、有所作为的勇气和胆略，在各自的领域里敢于尝试，

勇于担当，攻坚克难，为实现心中的梦想，为了民族工业的振兴

与发展尽一份力量。最后，让我们共同努力，用智慧和汗水迎接

那风雨之后的一抹绚丽的彩虹。          （通讯员/张战斌）

刚入职公司那会儿，我们办公室是在一个独立

的小院里，第一次走进小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那七棵又高又壮的核桃树, 它们并排矗立在院子中

间, 当我问起这些核桃树的年龄时，即使是在这里

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也不能准确地说上来。后来老

院子经过拆迁，这里已经成了员工停车场，但那些

核桃树却有幸被保留了下来，每次经过停车场看到

那棵核桃树总是让人回忆满满。

那时候，每当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时，核桃树的

树枝上吐出了淡黄的嫩芽，开出似毛虫一样略带异

味的花，渐渐地，淡黄的嫩牙变成了葱绿色的大叶，

毛虫似的花也变成了麻雀蛋似的核桃，春风吹过，

满树的绿叶在微风中飒飒做响，每天在这里工作，

就仿佛身处在大自然一样的清新。到了夏天，核桃

树杈上的嫩叶变成了茂盛的枝叶，那些像扇子一样

的叶子组成了一把大绿伞，把阳光遮挡的严严实实，

送给大伙儿一片阴凉，让我们在炎热夏天里感受不

酷热，每当工作劳累时，我会站在院子里看看这些

成长的核桃树，觉得生活就像这核桃树一样总是在

不经意间成长。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坐在办公室里偶尔会听

到核桃成熟后自行落地的咚咚声，工作之余我们会

去院子里拾上几个核桃，每一个拾起核桃的人都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我们也会在某个周末组织大伙

儿一起收获丰收硕果，每一年的收量都会不同，时

好时坏，但大伙儿都能分到一点尝尝鲜，让大家共

同感受到收获的喜悦。到了冬天，核桃树的叶子一

天天开始变黄、凋落，每天早上上班时地上便是一

片落叶，像是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地毯，同事们就会

一起拿起笤帚清扫这些落叶；抬头看那些核桃树，

叶子熙熙攘攘的挂在树梢上，当冬日的太阳透过那

些棕黄色的叶子，就像无数个光点一样洒满整个院

子，站在太阳下可以享受到大地的温暖..........

回忆起老院子那些核桃树，我的心里会生起一

股股安全感，那个熟悉的院子就像是我们的家，而

那些核桃树更像是守卫我们的战士，日日夜夜，春

夏秋冬！                      （通讯员/刘娇）

3 月 26 日，秦机子校举行“奉献爱心，传递温情”为主题的爱心
小市场义卖活动。通过本次义卖活动，既培养了学生关爱他人、乐
于助人的良好品质，同时也锻炼了理财常识、与人沟通的能力。现
场热情高涨，家长们也一起参与到活动中，义卖
物品琳琅满目、价格公道，同学们用自己的行动
和微笑，奉献着满满的爱心。据了解，本次爱心义
卖活动募得的善款，将用于资助本校贫困学生。

                                  （通讯员/强宝利）

编按：近日，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当值理事长，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龙兴元在行业形势研
讨会上对机床工具行业现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集团各企业纷纷组织学习，认为该文直面行业发展
痛点，认识独到，引人深思。现将部分体会文章刊登如下。

草色染春

尝 试

记忆里的核桃树

近日，为了让集团本部的女职工轻松愉快的度过“三八”妇女节，
本部工会举办了一场爬山比赛，并对上一年度在岗位上涌现出的优秀
女工进行表彰。女工们个个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你追我赶的奋力向山

顶进发！经过两个小时的攀登，所有与参赛者都陆
续到达了既定目的地。工会奖励了率先到达的前 20
名优胜者。本次比赛工会还准备了趣味游戏游戏项
目，使活动气氛更加愉悦。  

（通讯员/杨雷）

因为有风，大海更加波澜壮
阔;
因为有雨，大地更加充满生

机;
因为有阳光，蓝天更加温暖

明亮；
因为有你，世界更加自然清

新。
阳光，让这世界变得灿烂;
风雨，让这世界变得缠绵;
音乐，让这世界变得浪漫;
因为有你的存在，世界才变

得充满温情，

家庭才变得温馨，生活才变
得多姿多彩，
世界变得更加美丽。
我想借一缕春风，二滴甘露，
三片绿叶，四朵鲜花，
在春光明媚的季节把它织成

五颜六色的礼盒，
结着七彩八飘的丝带，
用九分的真诚十分的热情，
为最美的你送上我最真挚的

祝福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通讯员/杨雷）

致最美的你
三八节

一树树嫩叶
摇曳着不倒的风姿
是要经过严寒雪霜的
一朵朵小花
孕育出果实的甜蜜
是要历经苦楚风雨的
一棵棵小树
参天成了合抱栋梁
是要从细如针毫时长起来的
一寸寸阳光
暖暖流进了千家万户
是要经过光年计数的万里奔袭
一只只美丽的蝴蝶
翩翩起舞，绚烂夺目
是要经过痛苦破茧的挣扎

一弯小路
通天成了金光大道
是要经过千人万人的踩踏
一脸脸童真
笑出了太阳的灿烂
是要园丁蜡炬成灰的培育
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中
积聚着智慧的光芒
是要经过格物践行累积的勤勉
美好幸福要在奋斗中
实现夙愿！
复兴之梦将在奋斗中
圆满实现！

（通讯员/郭晓娟）

奋斗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