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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华西新市村委员会主办

特色 诚信 共富 和谐

各 公 司 动 态 管理之道

◆始终坚持“说真话、售真货、

定真价”的经营方针。

◆产品不仅要符合国内要求，

还要与国际接轨。

◆即使市场销售再困难，产品

质量不能降，客户信誉不能丢。

本刊讯 6月7日，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考察华西村，并给予高度评价。在参
观了老书记原居、龙希大楼，听取了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的汇
报后，他称赞道：改革开放40周年，华西在与时俱进中解放思想，
在解放思想中与时俱进。吴仁宝老书记不愧是中国三农战线的
杰出代表，现在吴协恩书记以创新的理念、开拓的精神、务实的作
风，正把华西带上全新的境界！ （学军 开军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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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活动，围绕红色教育，6月26日，华西
村党委第九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赴淮安
瞻仰周恩来纪念馆、故居，缅怀周总理光
辉的革命生涯，汲取精神力量，坚定理想
信念，进一步解放思想、追赶超越、争当先
锋，推动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党员们透过一件件简朴的遗物、一

幅幅泛黄的工作旧照、一段段珍贵的视
频资料，真切感受到周总理的伟大品格、
奉献精神和崇高风范。支部书记孙忠表
示，九支部全体党员要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认真学习周总理一心为公、鞠躬尽瘁
的奉献精神，进一步加强自身廉政意识，
常怀律己之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推动支部工
作创新发展。 （夏晓莉 文/摄）

各单位积极贯彻村党委会议精神

本刊讯 6月6
日上午，2018年全国
企业家活动日暨中
国企业家年会在海
澜集团举办。第十
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
国企业家协会会长
王忠禹作主旨报告，
江苏省省长吴政隆
到会讲话，省委常
委、无锡市委书记
李小敏致辞。会议
由中国企联常务副
会长兼理事长朱宏
任主持。会上，华
西村党委书记吴协
恩获评“2017—2018
年度全国优秀企业
家”。
在当天下午举

办的企业家座谈会
上，吴协恩书记第
一个做交流发言。
他表示：未来的商
业竞争，不仅仅是
企业之间的竞争，
更是企业组团之间
的竞争，也就是经
济到了“1+1>2”的
阶段，不能再靠“单
打独斗”了，要靠
“合作双赢”！
（佳志 开军 文/摄）

吴协恩书记获评
“全国优秀企业家”

华西特种焊管厂，创办于1987
年10月，是江苏省内最大的焊管基
地之一。目前拥有十条焊管生产
线，主要设备采用英国欧陆装置，
切断设备由电脑自动跟踪，其装置
设备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焊管厂自创办以来，始终坚持

“说真话、售真货、定真价”的经营
方针，以优质的产品、良好的信誉、
一流的服务，与新老客户发展建立
了友好合作关系，互惠互利，共同
发展。“华西焊管能够屹立行业前
端，关键是我们吸引了优质人才，
打造出优质产品，培育成优质品
牌”，焊管厂厂长唐永良如是说。

吸引优质人才
筑牢发展之基

在唐永良看来，现代企业成功
的关键是人才，只要有了好的人
才，就能生成好的管理理念，生产
好的企业产品。因此，他把人才看
得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的员工队伍中，50%以上

是青年人，中层管理人员和业务
员，基本都是‘80后’。”用唐永良的
话说，企业要长远发展，就一定要
重视年轻人，培养年轻人，大胆使
用有志向的年轻人。
沈怡，是一名留学回村的“90

后”女孩。刚到焊管厂时，考虑到
是女孩子，准备安排到财务上，但
她主动要求跑业务。当时，唐永良
还有些担心，但又觉得年轻人就要
敢于尝试，就鼓励她放心大胆地
干。不到一年，沈怡就从一个动不
动就害羞的小女孩，成长为落落大
方、能说会道的销售人员，成绩比
一些老业务员还要好。
当前，一些年轻人的思想浮动

比较大，享受的成份比较多。看到

这种情况，唐永良组织年轻人外出
学习锻炼，让他们接受传统教育，
拓宽眼界视野。同时，制定了一系
列激励举措，激发员工的积极性、
创新性。6月27日，焊管厂举行了
半年度总结会暨先进班组、先进个
人表彰会，表扬一大批优秀员工和
部分管理人员，进一步营造了良好
的比学赶超帮氛围。

打造优质产品
稳定销售渠道

华 西 焊 管 厂 不 仅 通 过
ISO9001-2008认证，而且达到国家
GB/T13793-2008高精度标准的质
量要求。经过多年的发展，年产光
亮高精度圆管、异型管和镀锌管等
直缝焊管近15万吨，可以根据不同
客户的不同要求，生产不同规格的
产品，广泛应用于游乐设施、健身
器材、休闲和旅游用品等领域，下
游产品80%以上出口欧洲、美国。
唐永良认为，产品是企业的生

命，质量是产品的生命、企业的尊
严，以质量求效益是公司发展的必
经之路。他表示，衡量产品质量的
标准，就是是否能够满足客户的期
望和要求。因此，他要求公司产品
不仅要符合国内要求，还要与国际
接轨，按照客户的要求生产符合当
地标准的合格产品，特别是严格控
制焊管镀锌层的重金属含量。如
今，公司产品每半年向客户递交一
份环评报告，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
评。
在客户的拓展上，华西焊管主

要是以稳定老客户为主。目前，与
上海乔山、厦门朗美、广东国威、山
东迈宝赫等出口企业，建立长期供
货关系。像广东国威，与华西焊管
有着18年友好关系。“我们的产品
虽然价格高，但是质量好、信誉好，
他们用得放心！”唐永良对产品充
满自信。
对产品的自信，源于从小处着

手，提高产品质量。前几年，公司研
发了“冷切飞锯”工序，在生产过程
中直接去除毛刺、铁屑，为客户节约
了成本，从而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培育优质品牌
创新企业管理

企业运作，需要各部门互相协
调、分工配合无误。以前主要依赖

电话、文件、会议等各式各样传统
模式进行，容易造成工作不能如期
完成，而影响最初的工作目标，如
交货期、品质、功能、利润等等。再
加上变更订单数量、更改交货期、
变更产品功能等，标准作业就变得
较为不标准了。
为了规范企业管理，华西焊管

引进了“金蝶系统”，帮助企业解决
组织内基础作业出现的问题，以信
息系统与电脑网络的特性帮助企
业整合，促使各部门之间沟通协调
合作。同时，建立微信群，让企业
主要管理成员，以及各部门负责人
把出现的问题及时发布到群里，让
大家都看到，即使在外地也能准确
及时的解决问题，大大提高了工作
效率。
安全生产永远是企业的重中之

重。华西焊管专门成立安全监督小
组，由副厂长、车间主任、带班长等
不定时巡查车间，小到安全帽劳保
鞋，大到各个电气设备，从危险品堆
放，到安全隐患的排除，真正安全管
理无死角，最大限度保证员工的安
全，让每一位员工都能“开开心心上
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当前，钢铁行情稳中有涨，作

为中间产品的焊管，面临“两头挤
压”，一方面原料价格不断上涨，另
一方面销售价格上不去。面对这
种情况，唐永良提出，即使市场销
售再困难，产品质量不能降，客户
信誉不能丢，一定克服困难满足客
户需求，充分运用“华西村”的品牌
效应，在逆境中创造发展条件，取
得更好业绩，为建设“百年企业、百
年村庄”作出贡献。 （范峥）

以质取胜，屹立行业前端
——记华西特种焊管厂

本刊讯 6月13日，“工业企业数字
化转型”沙龙在华西天本众创空间成
功举办。微软中国资深项目交付总监
李永刚、企业咨询服务部大客户经理王
刚等嘉宾，华西节能、海达集团、标榜汽
配等企业代表，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各企业代表针对企业运行

中的人员、成本、渠道、技术、工艺、用能
等关键痛点，与嘉宾开展了深入地交
流，围绕企业的运营管理进行了讨论。
李永刚表示，全球制造业进入了创新发
展时代，主要基于新业态不断衍生、生
产模式多样化、竞争格局裂变，建议企
业应加强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增强重
点领域创新能力；加大新工艺开发推
广，强化关键环节创新服务能力。

（葛煜豪 文/摄）

本刊讯 今年6月，是全国第17个、
江阴市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为了认
真贯彻各级监管部门以及华西集团的
安全生产工作精神，华西化工码头先后
举办“我在华西，我要安全”征文、宣誓、
签名活动，“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安全
知识讲座，以及安全生产演练等活动。
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存发展中的主

题，是职工身心健康、安全和效益的保
障。通过一系列活动的举办，使全体职
工充分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
提高了广大员工的安全意识。华西码
头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安全环保服务工
作，确保公司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和提
高，将安全意识不单单是停留在嘴上、
心里，而是能落实到工作、生活的每个
细节中。 （李蓓 文/摄）

◎记者札记

华西焊管厂虽然是一个

老企业，但通过吸引优质人

才、打造优质产品、培育优质

品牌，始终走在行业前端，成

为了华西传统企业的一张亮

丽名片。这说明，在吴协恩

的带领下，华西不仅积极拓

展新兴行业，而且努力提升

传统产业，做到了“两手抓”

“两头赢”，值得我们学习和

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