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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3月5日召开的经济分析会上，吴协恩书记要求，《华西月刊》每个月要报道一个企业，介绍这个企业执行集团的要求怎么样？

管理团队怎么样？经营情况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成功经验？从本期开始，将陆续推出各公司管理成功之道，以期给其他企业提供更
多的可操作性经验。

本刊讯 3月11日，华西村举办
纪念吴仁宝老书记诞辰90周年座谈
会，深切缅怀吴仁宝老书记为华西、为
江阴、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
出的杰出贡献，学习他为党、为人民、
为共产主义不懈奋斗的崇高品质。第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
莲，全国政协常委、中共江苏省委原书
记梁保华，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
原书记黄璜，原国家农业部部长陈耀
邦，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等中央部委
及有关单位、江苏省和无锡市的老领
导、老同志，以及陈金虎、蔡叶明、孙小
虎、徐冬青等江阴市领导及老领导参
加座谈会。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
景，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无锡市委原书
记刘济民等老同志，纷纷撰文纪念吴
仁宝老书记。
座谈会上，中央部委及有关单位

老领导，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以及
老书记家庭成员代表、社会各界嘉宾
等，先后用真实、生动、具体的事例和
真挚的情感，从不同侧面回顾了吴仁
宝老书记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品格，再
次感受老书记心中时刻牵挂着百姓、
牵挂着发展的无私精神。
吴协恩书记表示，吴仁宝老书记

走后这五年，华西秉持的思想，就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华西坚持的方向，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这
五年，确实是不寻常、不平凡、不简单
的五年，是继往开来的五年，是变与不
变的五年，我们变的是方式和方法，
不变的是道路和信仰；变的是能力和
创新，不变的是根基和底线；变的是
体制和机制，不变的是责任和使命。
我们践行总书记的经济思想，延续了
老书记“吃透两头、两头一致”的发展
理念；我们践行总书记的改革思想，
强化了老书记“有福民享、有难官当”
的责任自觉；我们践行总书记的生态
思想，坚守了老书记“金山银山、绿水
青山”的价值追求；我们践行总书记的
小康思想，提升了老书记“既富口袋、
又富脑袋”的为民举措；我们践行总书
记的党建思想，深化了老书记“以民为
本、以身作则”的勤廉本色。我们纪念
老书记的目的，就是要创造更加美好
的未来，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
活，把华西建设成“两个一百年”：百年
企业、百年村庄。蓝图已经绘就、目标
已经确定，只有日日行，才不怕万千
里；只有常常做，才不怕万千事。
座谈会前，顾秀莲副委员长等各

级新老领导还参观了华西文体中心、
幸福园等，与会人员还观看了专题片
《吴仁宝》。

（沈少春 赵开军 文/摄）

缅怀一心为民风范 传承崇实创新精神

华西举行纪念吴仁宝老书记诞辰90周年座谈会

为纪念“三八”国际劳动
妇女节，华西物流服务总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凤英，
组织公司女员工前往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雨花台烈士陵园等地参
观学习，并在雨花台前庄严
宣誓，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爱
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3
月8日当天，物流服务总公
司还召开了表彰会议，对先进集
体、先进班组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
彰，进一步调动妇女工作者的积极
性。会上，吴凤英号召公司干部职
工要向老书记学习，所有妇女同志

要向老书记夫人学习，向华西的
“铁姑娘”们学习，向华西各条战线
上在职以及退休的女领导、女厂长
们学习，争做自尊、自信、自立、自
强的新时代女性。（戴蓉 文/摄）

加强交流合作 共谋发展合力
华西各单位积极贯彻村党委会议精神

各 公 司 动 态管理之道

管理出效益。一个企业
的管理水平决定了它的核心
竞争力，华钢坚持做精、做专、
做优战略，围绕这一战略做好
管理文章，给我们很多启示：
抓管理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而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关键所
在，一流的管理出一流的产
品，一流的管理打造一流的队
伍，一流的管理创造一个企业
美好的明天。 ——单旭

走进华西钢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钢”）的生产车间，这里生
产安排井然有序，物料堆放合理区
分，一点都没有想象中钢铁生产车
间的脏乱。目前，华钢各项管理工
作有抓手、每个部门有目标、每个
岗位有任务，充分调动全体员工追
求成本、效益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产品产量、生产指标得以逐月提
升。华钢董事长杨永昌表示，管理
出效益，管理是企业的中心与基本
竞争力，因而管理创新对于打造一
个具有持续竞争力的现代化企业
是非常重要的。“华钢要经过管理
方面的创新，提升企业现代化管理
程度，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转
型道路上走得愈加稳健、快捷。”
华钢作为华西集团的子公司，

自2003年12月竣工投产以来，始
终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在
现有产能规模上坚持“做精、做专、
做优”的经营管理理念，重质量、树
名牌。同时，始终严抓环境保护、
综合利用、节能减排工作不放松，
专注于全方位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

做精，规范为重做精细管理

今年初，华钢召开高线客户座
谈会，与会代表现场见证了高线现
场管理，一致认为，从这条运行已
15年的老生产线的现场管理来看，

目前是国内一流水平，无论新线、
老线对比，都是名列前茅。
高线生产车间，是华钢“6S”现

场管理的一个缩影。“做精，就是要
以精益管理的理念，根据市场需求
定义企业生产的价值。对外，突出
品牌建设与价值协同，以客户的精
确需求拉动产品生产，而不是把产
品硬推给用户！”华钢董事长表示，
吴协恩书记经常讲“利他就是利
己”，华钢对外要用“利他”的理念
来开展合作，严格执行“快进快出、
两头锁定、合理库存”的供销要求，
保障效益，规避风险；对内突出安
全、环保、质量、能耗、效率和素养
等管理重点，重视“利他”协作的团
队建设及“6S”标准的综合治理。
在安全管理上，华钢依法成立了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总监，
以及10名在前国家安监总局注册的
安全工程师、31名专职和2名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其中2人被江阴市安监
局聘为安全专家）。企业还成立了安
全生产委员会，由总经理任主任，各
分厂厂长/经理、安全总监都是成
员。自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到专兼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都按照岗位明
确了安全职责，其他各级管理人员按
照“一岗双责”的要求明确安全职责。

2017年，华钢发布了各厂部安全
生产职责，明确了安全生产主管部门、
安全生产主体单位、安全生产监管部
门的职责。建立健全了企业组织机构
安全生产职责和企业员工安全生产责
任制，实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
全生产责任体系网络，完善并严格执
行安全生产责任考核机制。
按照村党委、集团公司的总体

改革要求，华钢将“三项改革”作为
企业管理的重心工作。企业人事改
革架构从2017年初已建立完成，并
经过一年的优化完善，目前运行良
好。接下来，将推进企业制度的持
续改进，按照建立现代企业的理念
要求，结合集团制度、ISO9000、
ISO14000、OHSMS18000、安全标准
化体系及能源管理体系等要求，持
续改进制度、落实规则、规范管理。

做专，差异为主做专业产品

为了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华钢不与国内大型钢铁企业做产
品的同质化竞争，在把握好所用原
材料进入关的同时，定位分析销售
市场，在自身的优势产品区间确定
并坚持做好细分领域的专业产品，
还形成了以质量为重、品牌为心的
一整套的管理体系。生产上严抓
产品质量，企业钢坯合格率保持在
99.95%以上、轧材合格率保持在
97.5%以上的水平；运营上，企业实
施差异化品牌战略，逐步去掉产品
中市场或技术等不占优势且附加
值低的普通产品（即使企业有效
益），以客户精确需求准确定位产
品，坚持特色、保持优势，在工业标
准件用钢领域确立优质品牌。
凭借优异的质量和品牌，华钢

打造出企业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在紧固件、标准件集中的浙江区
域，公司生产的工业标准件用钢在
细分市场里具有突出的品牌地位和
市场影响力，客户中有着“中华”牌
的美誉，价格高于同类产品，是上海
钢联浙江区域高线产品市场价格调
研的重点产品，主要客户有浙江宇
星、浙江瓦标、浙江中拓物产、杭州
包杭集团、厦门建发等大型企业，产
品下游客户所产产品主要出口欧美
中高端市场。

做优，“绿色”为要做优质企业

一个有价值、有责任的钢厂，
要以切实的行动提升节能减排和
循环经济水平。华钢郑重将“绿色
发展”写入公司的战略理念中，从
战略层面大力推进绿色发展。
在华西村党委、集团公司的决

策指导下，几年来，华钢先后投入资
金7亿多元进行一系列的技术质量
改进、环保节能改造，使公司技术指
标、环保节能工作得到再提升，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在坚持绿色生产理
念，“以人为本”和生态“利他”的思
路指导下，公司切实有效地抓企业
的生态环保、节能减排、循环经济及
清洁生产等，做好技改提升，确保达
到产业政策的相关要求，多年来先
后多次被评为江苏省、无锡市和江
阴市清洁生产、安全生产和环保节
能等工作的先进单位。2017年，再
次被江苏质监局评为“江苏省能源

计量示范单位”。
在华钢，不仅公司设立了能源

环保部，所属分厂和部门也都设置
了综合管理科，分工负责环境保护
相关工作，制订规章、考核等管理制
度并监督执行，有效落实国家环保
政策、法律法规。能源环保部对各
分厂、部门的节能环保卫生工作每
周进行一次现场监管，发现问题立即
通知责任单位整改落实。各个分厂、
部门都积极行动，根据自身情况，明
确自身职责，制定与实际相结合的分
厂、部门级的制度，完善调整组织结
构，层层分解，让综合治理工作责任
到人，根据划分的卫生责任区域，层
层划分，做到环境卫生无死角。
华钢现有用于道路、料场等洒水

清扫的新型环保洒水车、消防车各一
辆，还在抑尘重点监管区域安装定点
车辆喷雾冲洗装置，在绿化带安装了
自动喷头，全面鼓励分厂、部门打造
展现自身的亮点特色，倡导执行各种
垃圾分类，食堂、职工就餐环境改善、
浴室、厕所等公共设施改造，从软硬
件互补提升，为员工创造了良好的工
作环境同时都在点点滴滴记录着公
司环保工作的持续进步。
华钢依托华西品牌及信誉优

势，凭借自身的优秀管理和经营能
力，现已进入国内60多家优秀钢铁
企业行列。后期的发展中，华钢将
严格落实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在重
环保、倡节能、控成本的前提下，坚
定落实好“做精、做专、做优”的战
略思路，力求以优质的名牌产品不
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华西的
“两个百年”建设贡献好自身的力
量！ （刘晓）

在管理创新中提升核心竞争力
——华西钢铁有限公司注重管理为先提升发展效率

3月18日，贵州省赤水
市市长谭海率团考察了华西
村博物馆、都市农业、文体活
动中心等华西旅游资源，并
前往仁宝阁深切缅怀了老书
记。谭海市长认为，华西乡
村旅游资源丰富靓丽，老书
记不简单，人格风范高尚。
期间，华西国旅与赤水市旅
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旅游合作协议。双方表示，
会以此为契机，大力宣传，充分利
用好彼此的红色和新农村建设旅
游资源，互送客源，共促发展。
赤水市以红军四渡赤水而声名

鹊起，少数民族风情浓郁，资源禀赋
良好，深受广大游客好评，具有十分
广阔的合作前景。近年来，华西村强

化“强强联合”意识，注重旅游资源品
位的提升，夯基固本，树品牌形象，吸
引了全国各地众多的旅游同行前来
加盟合作，反响良好。3月份，华西
旅游再传捷报，经积极创建，华西村
荣获了“2017年度江苏‘旅游百佳’
单位”称号。 （陈桦 文/摄）

3月14日，中国化学纤
维工业协会在上海举行第
六届第四次理事会暨中国
化纤行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特种
化纤厂应邀参加，并当选为
“2017年度全国化纤行业品
牌质量先进企业和标准化
先进单位”，受到中国化学
纤维工业协会表彰。

2018年，化纤行业将深
入领会和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围绕“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
这两个关键词展开工作，推动行
业健康发展，重点将从强化基础
和开拓创新两方面着手。华西村
股份有限公司特种化纤厂将继续
锐意改革，奋力拼搏，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要求，适应新时代发展要
求，实现产品的高质量发展，为建
设化纤强国、建设“百年华西”作
出新的贡献。 （曹英杰 文/摄）

◆管理工作有抓手、每个部门

有目标、每个岗位有任务。

◆严抓环境保护、综合利用、

节能减排工作不放松，专注于全方

位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将“绿色发展”写入公司的

战略理念中，从战略层面大力推进

绿色发展。

◆制定与实际相结合的分厂、

部门级的制度，完善调整组织结

构，层层分解，让综合治理工作责

任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