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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韩通2010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总结 
summary of activity during safety production month  

(NHT) 

◇安全在我心，责任大于天 
Safety is in my heart, responsibility is larger than nothing 

◇新韩通船舶灭火救援实战演练 
Practical exercises of fire fighting and rescue  

◇新韩通全员参与“安全知识竞赛” 
All staff participate in "Safety Quiz"  

in New HanTong Shipyard 

◇2010年度“如东海上风电工程防台、避风应急响应

演练” 
 2010,"Rudong offshore wind power anti-typhoon, shelter 

emergency response exercise" 

◇“海洋28号”改造调试完毕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ocean 28' 

◇苏通公司驻新韩通事业部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Su Tong Shipping Co. resident in NHT  

project team to carry out “Safety Month” 

安全月       Safety Month 

刊首语      Forward  

◇人才建设——当务之急 
Talents construction ---- the urgent task 

◇浅谈HT080 PSPC推进 
discussion on implementation  of PSPC (HT080) 

◇小议工艺改进与工序前移（二） 
discussion on process improvement and process forward  

◇工程船舶高级船员培训动员会”在东海船厂召开 
High-level seaman of engineering ship training meeting 

was held in east sea shipyard 

公司动态   Company  Trends 

法制天地   Legal   Edition 

◇合同业务中应当明确区分的两组合同法概念 
     distinction of two groups of contract law concept  

Editor-in-chief 总编辑 

 Executive  Editor-in-chief执行主编 

Editor  编辑      

陈  兴 Chen  Xing 

蔡世海 Walcome  Cai  

彭波 、赵斌  

 ◇难蚀热情，酷暑更燃激情——谈船厂的“爷们”文化 

  Hard to lose passion ,heart adds fuel on passion 

 ◇造船质量控制的几点建议（续） 

      Suggestions for shipbuilding quality control 

 ◇ 57000吨散货轮（HT068）开工 

  Steel cutting ceremony of 57000dwt Bulk carrier (HT068) 

 ◇我司新签订4+4艘82000吨散货轮 

  Our shipyard concluded 4+4 shipbuilding contracts for 82000DWT                

 ◇57000吨散货轮（HT032）顺利交付 

  Delivery ceremony of the 57000dwt B.C.(HT032)  

  ◇57000吨散货轮(HT026)上台仪式 

  The Keel laying ceremony for 57000DWT B.C.（HT026） 

  ◇57000吨散货轮（HT048)成功下水 

  Successful launching of 57000DWT B.C.（HT048） 

  ◇57000吨散货轮（HT065)命名仪式 

  Naming ceremony of 57000DWT B.C.(HT065) 

  ◇我司召开技术新规范讲座 

    Lecture  on new rules for technology 

  ◇新韩通5万吨级舾装码头七月份工程进展报道 

  50,000 t-class outfitting jetty project progress reports in July 

  ◇新韩通高跨厂房工程进展报道 

  project reports of high inter-plant in new HT  

  ◇2010年，我司接单再创佳绩 

   Orders reach new height 

公司要闻    Company  News 

客户沙龙  Client  Salon 

http://www.cnhtship.com/newsDetail.asp?id=360&classname=��ҵ


≡刊首语≡ 

难蚀热情，酷暑更燃激情 
                 ----谈船厂的“爷们”文化 

每个人都有许多梦想。 

每个人都在为梦想的实现奋斗着。 

在（新）韩通，有这么一群“爷们”，一群追梦人，他们为着一个共同的梦想——韩通的发展与辉煌，一

直在各自的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努力着不辞辛劳地承担着，无怨无悔地奉献着。在这努力、承担和奉献的追梦

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燕子还没回来时，我们便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直到大雪飘飞时才又离去。初春，我们敲开尚未解冻的钢

板，盛夏，我们头顶烈日，背着二氧焊枪唤起晨曦，如此勤勉，不知疲倦。现场吃饭，一盒快餐，就着风伴着

尘，狼吞虎咽，挑灯夜战更是寻常事，为了工作，面红耳赤，争论不休，晚上，一份快餐，一瓶啤酒（也许是

二锅头!），畅谈人生。 

我们依然清晰的记得 

每天公司基建的快速推进！！！(我们不仅是造厂，更像是造城！) 

每月一条条巨轮顺利下水、及时交付！！！ 

每逢重大事件抢险的全力以赴，顺利脱险！！！ 

……！！！ 

每一次下水，交船后的小聚，开场的第一句都是 “干！” （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没有理由，没有借口，就是一个字“上！！！” 

    正如现场一位主管所说：选择了一种职业，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选择成为一名造船人，就注定了这

样的命运。但是这样的环境从来没让我们这些爷们退缩过一步。他们甘愿把青春洒在江边上，安全帽让他们感

到英姿飒爽，简单的工具托起我们的梦想。 

我们有一种“爷们”的精神和动力，铸就了韩通的品牌。看到一艘艘巨轮像远嫁的女儿一样承载着希望

驶离韩通的码头，所有的苦难和委屈都化为丝丝甜蜜沁入心脾，当江海大地上，留下对韩通人的交口称赞时，

汉子们黝黑的脸上绽开了如婴儿般纯真的笑靥。这就是韩通的爷们，敢打敢拼，敢吃苦，如火一样灼热的情

感，如风雨一样坚韧的力量，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英雄，但至少，我们都当过最优秀的战士，岁月难蚀峥

嵘，韩通发展史上，有过我们的足迹。雁过长空！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我们也有这样的一群年轻的爷们，进厂时是二十刚出头，（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的“爷们”越来

越年轻化！）；他们是这样的执着，历经艰辛不改自己的初衷；他们是这样的乐观，虽遇重重困难始终矢志不

渝；他们是这样的坚韧，百经磨难，却依然奋斗前行。在这里，他们也曾流泪过、失望过、愤怒过、彷徨过、

动摇过，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却是沉思着、惊喜着、感动着、自豪着、满足着……实践着自己的理想！这群爷

们的成长融进了公司的一草一木，融入公司的大发展，是同龄人无法感受的！后生可敬！ 

困难，让我们认清了现实；挫折，让我们更成熟；信心，让他们心灵高尚；行动，让我们今生无悔，物

超所值。大多的时候我们的默默无闻，但是我们确担当起了公司发展的责任；也许，我们都很平凡，但是我们

丝毫不亚于社会精英。 

也许有人戏谑的称船厂为“男儿国”，（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成为了业界的一大特色，）然而正是这一群

身上没有香水味只有铁锈味的男儿诠释着青春的存在，展示男儿的魅力，证明男儿的洒脱，我们坚毅自信，激

情燃烧，淡定从容。在这里把酸甜苦辣都尝遍，在这里学会了坚持、坚持、再坚持，进步、进步、再进步，发

展、发展、再发展！ 

爷们更爷，爷也是有理想，有追求，我们是（新）韩通一群追梦人。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文/人事行政部部长     蔡世海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公司要闻≡ 

57000吨散货轮(HT068)开工仪式 
Steel cutting ceremony of 57000DWT  B.C.  

   2010年 6月 30日上午 10： 00，我司

DASIN 建 造 的 57000 吨 散 货 轮（船 体 

号:HT068）在我司新船体车间举行开工仪

式，该船入LR船级社。韩通重工副总经理李

继念与船东代表参加了该仪式。 
 At 10:00 am on 30th June 2010, the steel 

cutting ceremony of 57000dwt Bulk carrier (Hull 

No.:HT068) had been carried out at the steel 

cutting centre of Hantong heavy industry Co., 

LTD. The  class is LR. Vice general manager 

Mr. Lijinian of Jiangsu Hantong ship heavy in-

dustry and the Shipowners attended this cere-

mony. 

  我司新签订4+4艘82000吨散货轮 
Our shipyard concluded 4+4 shipbuilding 

contracts for 82000DWT 

 

 

 

 

  2010年7月5日，江苏韩通船舶重工有限

公司在其保持大批量57000吨散货轮项目合同

签订的同时，与国内船东签订了4+4艘82000

吨散货轮的建造合同，首制船将于2012年5月

交付。目前各项工作均已全面展开，相信这

将是韩通造船另一系列船型的良好开端。 
   While maintaining the mass contracting and 

production for 57000 DWT Bulk Carrier,  Ji-

angsu Hantong Ship Heavy Industry Co., LTD, 

concluded  4+4  shipbuilding  contracts  for 

82000DWT Bulk Carrier with china domestic 

shipowners, in while the first vessel will be de-

livered in may 2012. Presently all the work for 

above projects are in full swing. We believe that 

this will be good beginning for Hantong Ship-

yard`s another series of vessels. 

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HT032）顺利交付        
Delivery ceremony of the 57000DWT Bulk  

Carrier(HT032) 

2010年7月13日，我司为德国船东建造的第九艘

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HT032）顺利交付，该船入

LR船级社。 
  on  13th  July,  2010,  the  delivery ceremony for 

HT032 was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at Youfei Hotel. It is 

the 9th vessel of PD project.  

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HT026）上台仪式 
The keel laying ceremony for 57000dwt B.C. ( HT026) 

我司为PD建造的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HT026）

于2010年7月15日上午 10：30在我司1号船台举行了

上台仪式。该船入英国劳氏船级社。 

李继念副总、PD项目驻厂经理Babic及英国劳氏船

级社代表参加了该仪式。 
 

 

 

 

 

 

 

 

 

 

          At 10:30am on 31st May, the K/L ceremony had 

been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at No.1 slipway of Hantong 

shipyard . The vessel is built for PD. The carrier has been 

Class approved by LR, Mr.Lijinian--vice general man-

ager , Babic--PD project manager and Lloyd's Register 

representative attended this ceremony. 



≡公司要闻≡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57000吨散货轮(HT065)命名仪式 
Naming ceremony for 57000DWT B.C.(HT065 ) 

   2010年7月20日，在江苏韩通重工有限公司码头

举行了HT065号船命名仪式，该船为巴哈马船东建

造，入LR船级社，于7月26号交船。船东代表，韩

通常务副总陈林军先生参加命式。 
        On  July  20,2010,the  naming  ceremony  for 

57000DWT B.C (HT065) was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at the jetty of Hantong shipyard, which is built for 

Campbell Shipping Company .The vessel has been 

Class approved by LR and delivered on July 26th. The 

owner representative ,Mr.ChenLinjun--Executive vice 

general manager of Hantong shipyard  attended this 

ceremony. 

 

    我司为DA SIN船东建造的57000吨散货轮（船

体号HT048）与2010年7月19日早上8：30在我司1号

船台举行下水仪式，该船入CCS，计划于2010年9月

30日交船。 陈林军常务副总，李继念副总及船东

代表参加了该仪式。 

        At 8：30am on July 19, 2010, the 57000DWT 

bulk carrier(HT048) of DA SIN project was successful 

launched on the No.1 slipway, the vessel into the CCS, 

scheduled  in  September  30,  2010Deliv-

ery.Mr.ChenLinjun-executive  vice  general  manager, 

Mr. Li Jinian-vice manger and the shipowner attended 

this ceremony. 

57000吨散货轮（HT048）顺利下水  
Successful launching of 57000DWT B.C. 

    为适应韩通快速发展势头，积极提升人才

队伍建设，结合IMO在近期和即将生效新的造

船规则，由公司技术部组办，邀请上海船舶研

究设计院SDARI的专家开展了讲座，讲座着重

分MARPOL、IMO等30多个最近生效的规则，公

司技术部、质量部、项目管理部、生产管理

部、调试组和新韩通技术部部分人员参加了讲

座。  

                        韩通技术部 供稿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HanTong,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ed person troop, Hantong 

invited professors from sdari to hold a lecture, 

which was organized by technical, according to 

the IMO shipbuilding standard rules which will 

take  effect  recently.  The  lecture  emphatically 

points more than thirty new rules, which will ef-

fect recently, such like MARPOL、IMO and so 

on . Technical 、QA dept.、project management 

dept., produc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com-

missioning groups and part people from new han-

tong attended this lecture。 

我司召开技术新规范讲座 
Lecture on new rules for technology 

        2010年，我司接单喜讯不断，截止7月28

日，新接已生效订单22艘，达140万载重吨。

目前公司生产订单任务已排至2012年12月。 

         Hantong have receiving lots of good news in 

2010.by 28th July ,22 new orders already in force, 

and the deadweight has reached to1.4 million 

tons .At present the company production task has 

been arranged to 2012 .12. 

2010年，我司接单再创佳绩 
Orders reach new height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公司要闻≡ 

新韩通5万吨级舾装码头七月份工程进展报道 
50,000 t-class outfitting jetty project progress  

reports in July 

 入梅的天气忽晴忽雨，闷热难耐，奋战在新韩

通5万吨级舾装码头的施工队伍依然热情不减。为

了抢工期，施工人员常常加班加点，各施工班组之

间也配合默契，使得工程进度快速推进。截止7月

10日，2#泊位已经完成3个分段（本泊位总共4个分

段）。第四分段等待预制梁板安装结束后即可转入

面层施工。整个2#泊位将在8月5日前顺利完成。 

     Facing the irregular raining and hot weather ,the 

construction workers working hard in the 50000t-class 

quay outfitting site of New Hantong shipyard. In order 

to finish the work in schedule time , construction work-

ers often work overtime, and they corporate very well 

to make progress forward Deadline of July 10, 2 # 

berth has been completed three sub-paragraph (a total 

of four berths in this section). After waiting for installa-

tion of precast slab, the fourth section can be trans-

ferred to surface construction. The 2 Berth will be com-

pleted successfully on August 5. 

                                                         新韩通  倪海峰 

新韩通高跨厂房工程进展报道 

project reports of high inter-plant in new HT  

江苏新韩通船舶重工生产车间于2009年12月

初正式开工，该车间建筑面积6.3万平方米，主体

结构高度32米，车间内配备200T行车吊2台，150T

行车吊3台。 

    现历经7个月努力，已完成5万平方米地坪，

相应排水工程已完成，1~4跨钢结构主体工程结

束，5、6跨将进行桩基工程施工，目前该工程施

工正处于冲刺阶段，依照计划进度，将在8月底投

入生产使用。现已完成中组场地、门吊基础浇

筑，将满足8月底300T门吊的安装。  

                         新韩通    张海波 

Jiangsu  new  Hantong  Shipbuilding  Industry 

workshop started to be constructed in early December 

2009 . The workshop building has an area of 63,000 

square meters, the main structural height is 32 me-

ters, the workshop traveling crane equipped with 2 

sets  of  200T,  150T  lane  3  sets  of  hanging.  

        Now after hard working for 7 months, the pro-

ject has been completed 50,000 square meters floor, 

the corresponding drain project has been completed, 

the major project of No.1-4 across-steel structure was 

finished. No5-6 structure will do the piling founda-

tion construction。now is in a sprint to the construc-

tion stage, according to schedule, it is expected to put 

into production by the end of August. Recently, mid-

dle group field and fundamental casting for door 

crane have been completed, which will apply to the 

installation of 300T door crane in the end of August. 



≡公司动态≡ 

为科学、有效的进行人才选拔与培养，以实现企业未来发展与人才梯队建

设的同步与匹配，集合公司人力资源现状，韩通公司与全国著名人力资源管理

专家——陈特立先生及其项目团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深度合作。通过本次管

理项目推进，韩通公司初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人才选拔与评价体系，并卓有成

效的开展了岗位竞聘工作。 

本次项目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以人才测评为参考，确定公司的人才梯队。 

为确保人才选拔的客观、公正，综合采用了职业性格测试、无领导小组讨

论、职业锚测试、专家面谈这四种测评方法对韩通及新韩通公司的近四百名具

有培养潜质的员工进行了科学的评价。在人才测评结果的基础上，顾问公司以

员工日常工作表现为主要评价标准，推动了以一线部门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公司

人才梯队建设。 

 二、从公司战略角度出发，完成公司近三年的岗位需求规划。 

在竞聘岗位确定的过程中，我们推动了岗位需求规划工作，这项工作虽然

略显简单，但十分重要。它能很好的以企业战略目标为出发点，去切合实际的

考虑、规划公司的组织架构。此外，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去触动各部门领导

认真思考各部门架构与编制并积极参与到人才梯队的培养中去。 

 三、建立以五大职系胜任力体系为核心的岗位评估标准。 

本次咨询项目的一个亮点就是建立了韩通公司的五大职系的胜任力体系。

它不仅为人才选拔工作提供了一个科学、公平的杠杆，而且还为以态度第一、

能力为先、业绩为纲的岗位价值评价标准的导入提供了依据。 

四、此次韩通、新韩通提拔员工将近80人，为公司人才梯队培养及后期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本次管理项目推进虽然紧密围绕近期的竞聘工作展开，但思

路并不局限于眼前，而是着眼于未来人才规划及培养问题的解决。因此，我们

相信本次管理项目的推进只是拉开韩通/新韩通公司人才培养、选拔工作的序

幕，随着工作的深入、时间的推移，将会有更多优秀的员工登上韩通/新韩通

大舞台，并推动、伴随公司一起高速成长。 

                                                                       文/人事行政部部长  蔡世海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公司动态≡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HT080船是我公司承造的高技术、高附加值55000DWT自卸船舶。从2010年3月

10日开工到2011年4月15日交船，总计13个月建造周期。是我公司第一条在实际建

造过程中要求达到PSPC规范要求的船舶，该标准的实施不仅会使船舶的涂层质量

上一个台阶，而且也将对公司现有的造船工艺和程序改进产生积极影响。 

为了切实推行PSPC规范，公司专门成立了按专业分工的四个小组，包括分

段、涂装、船台合拢、码头舾装。 

1、分段阶段的PSPC工作： 

舾装方面：能在分段阶段安装的舾装件提前预装。顶边舱甲板面及艏尖舱所有

可能破坏压载舱油漆的管支架覆板分段阶段预装。 

结构方面：首先对于准备车间配送的材料，若自由边不合格要第一时间通知准

备车间进行打磨，确保自由边达080R2标准。分段上胎后要统一划线标准，确保分

段内部结构的装配精度。双层底及底边舱分段完工交检后必须精度测量进行预修

正，确保船台合拢不出现大面积开刀和火工工作。在涂装前所有非拢用吊耳必须割

除打磨好。要做好焊缝的外观检查工作。分段精控所有的分段测量数据要与总装车

间精控进行对接，方便总装的合拢定位工作。 

2、涂装阶段的PSPC工作： 

重点在于分段涂装后脚手架拆除过程中的油漆保护工作，推行PSPC增加施工

费用尽快预算，所需增加设备申请。另外涂装车间要往前追溯控制好分段零件及型

材的自由边打磨。 

3、船台阶段的PSPC工作； 

重点在于船台的合拢过程中的精度控制，要结合57000的建造经验，做到合拢

定位后少开刀、少火工，少加长排。同时在船台压载舱室形成后，总装车间负责监

督油漆的保护工作。 

4、码头阶段的PSPC工作： 

重点控制动火作业，避免舱室的涂层破坏。 

总之HT080作为为首制PSPC船，面对交船日期紧，设计采购仓促现场施工

没有经验等种种困难，全厂各部门都应高度重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对照各部门的工作和作业内容，提前进行生产策划，争取时间，尽早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做好该船的生产准备、生产组织及技术攻关工作，以使该船能安全，优

质、低成本、按期交船，为我公司今后建造同类船积累经验。 
 

分段

预舾

装完

整性 

涂装完工后油漆保护 

统一划线标准，确保精度 PSPC对自由边要求很高 

 



 

 

≡公司动态≡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新韩通自2008年成立以来，在海洋水建、韩通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根据公司领导要求，

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管理水平，打造自己的亮点，确保整个公司2012年成为国内一流的船舶企业的战略目

标实现，全力推进规范化管理，而生产工艺改进做为规范化管理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新韩通的生产形式，我

们组织一系列的活动，集思广益，已经在6月28日编制了工艺改进、工序 前 移的大纲，并规定了每两周组织

进行一次讨论，逐步进行完善，以下是工序前移内容的简要介 绍： 

   1、流水线作业，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并更好 的降低成本，在生产管理过程

中我们一直强调流水线作业，新车 间基本确定了从拼板 埋弧

焊到板片预制小组的流水线，并 着重要求 自动

化设备的使用，如角焊机等，更 好 的提

高了施工质量，另外技术部根据 车

间切割设备，重新进行套料，将 直 条机、

三割炬、等离子进行区分，在一 定 程度上有效提高

了设备利用率。 

   2、模块应用，为了提 高船台下 水完整性，制作了三套管系模

块，包括 发电 机底部模块、发电机顶部模块、分油机底

部模块， 此三套模块可以缩短船台管系内装时间，提高管系

下水完整 性，另外通过两次会议讨论，我们决定将空气瓶底部管

系进行 模块组装；实行机舱底层盆舾装工艺，机舱原有分段划分进行改变，

将海水 箱划分至101+102分段，保证101+102分段在吊装前将机舱底层综合管系

完善结 束，底层所有舱室完善结束

（包括海水 箱），现HT040船已经开始进行施

工，我们将不断进行完善。 

   3、生产资料改进，减少生产资料浪费，我们通过对

脚手搭设工艺进行改进，在货舱内，仅搭设合拢缝

区域及横舱壁区域，货舱舷侧位置不搭设脚手架，

这样极大的提高了脚手材料利用率，并减少人员重

复劳动，有效的降低成本，并且我们已经开始对机

舱区域脚手进行改进。 

   4、根据生产要求编制工序前移要求，重点关注中间

产品成品化，如：分段阶段的工作量往小组阶段进

行前移，将部分舾装件在小组阶段进行安装，减少

分段胎位周期，提高分段完整性。另外我们也扩大

舾装件的前移内容，提高分段预舾装完整性，并逐

步推行PSPC工艺要求。 

   5、规范各工序、各生产阶段需达成目标的文件，如：

我们组织编制《57000DWT散货船船台下水状态要求》，

对57000DWT散货船下水要求进行规范，并规定每条船下

水的状态要逐步改进，提高下水完整性，并逐步缩短船台

周期。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通过近期两次会议的讨

论，我们总结出许多改进的内容，下一步我们将组织公司

各生产一线部门的员工及施工单位进行座谈，了解他们在

实际施工过程可以改进的内容，并工艺改进、工序前移的

活动，作为公司一项管理手段长期坚持下去。 

                                                                                                                

新韩通  陈伟伟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安全月≡ 

今年是全国第九个“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切实开展好“安全生产月”活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年”和

“1+3”安全监控体系建设等各项措施的落实，促进企业安全生产状况的持续稳定好转，新韩通重工积极贯彻市/镇

两级“安全生产月”活动的指示精神，大力开展了以“安全发展 预防为主”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活动。通过

“安全生产月”活动提高了安全生产的质量水平和防范事故的能力，有效的控制了各类事故的发生，取得了显著成

效，保证了安全生产。现将2010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总结如下：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强化管理。 

公司成立了“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小组，由公司安委会副组长任组长，安委会成员为主员，负责督导活动的

开展。形成人人关系安全，安全关系人人的良好氛围。 

二、采取多形式、多样化、全方位宣传教育。 

活动期间，广泛利用安全标语、移动式图片展等大力宣传各种安全知识、预防事故的方法，观看安全电教光

盘，开展安全知识竞赛、船舶灭火救援演练、参加全市安全技能大比武（名列前茅）、对特种作业人员，进行了专

项安全技术培训班等活动。 

三、开展“反三违”专项整治行动，争创无隐患岗位活动。 

活动期间，各部门、施工单位开展“反三违”的活动，杜绝了人的不安全行为，排除了物的不安全状态，改善

了施工环境。坚决杜绝了违章操作、违章指挥、违反劳动纪律现象。 

四、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落实隐患整改，注重实际效

果。 

在安全月活动中，公司坚持周安全检查及专项检查相结合的

检查方式。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定期检查和人员的不

定期抽查，使我公司安全生产月活动变得更加生动、全面，有力

地推动了安全工作。 

五、几点体会 

（一）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虽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

通过开展安全生产活动，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得到了提升，安全

生产事故下降了，对公司的稳定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领导重视，才能给活动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三）把握创新，才能使“安全生产月”活动不断引向深

入。 

（四）突出重点，才能达到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减少安全生产事

故的发生，着力构建和谐平安企业。 

六、存在的问题 

尽管公司“安全生产月”开展的轰轰烈烈，卓有成效，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是全员参与“安全生产月”活动的积极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二是精品项目不多，内容和形式较为单调。 

七、努力的方向 

我们将认真总结近年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的经验教训，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努力开展好来年的“安全

生产月”活动。 

一是在思想认识上，再提高； 

二是在推介精品项目上，再创新； 

三是在准备策划上，再认真、详细； 

四是在增强效果上，再下功夫; 

五是在整改安全隐患上，再努力； 

六是在营造氛围上，再加油。 

八、认真总结，以月促年 

6月底，对“安全生产月”活动进行了总结评比、奖励，进一步推进了全员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视、支持、参

与。总之，我们将以此次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经常深入到一线，努力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达到以月促季，以季

促年，全年安全生产无事故的目标，平安、顺利地完成2010年各项安全生产工作任务。 

                                                                              新韩通  吴德忠  



≡安全月≡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安全在我心，责任大于天 

一种“安全”最危险，就是自认为安全的“安全”,空挡滑行！这种虚幻的安全感往往被我们认

可，从而放松警惕，往往极易酿成祸端。当前正值“横一条心，冲刺四季度，实现年度目标”的关键

时期。施工现场处处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然而安全隐患也时刻威胁着我们。 

要在施工中做到时时刻刻都安全，就必须实实在在做好安全防范。造船企业人员素质偏低，安全

隐患较多，保证工程进度和目标及施工现场安全和谐的环境是企业发展的追求。要保证施工现场安全

生产，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是不可少的，它是安全保障的硬件。施工企业（单位）以盈利为主，控制

成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漠视安全，削减必要的安全投入，那么将付出更大的成本。抓安全防范不能只

做表面文章，必须要靠严密 的制度作保障，如果领导来检查就

全副武装迎接检查，领导一 走就松松散散回归原样。长此以

往，必将为更大的安全事故 买单。 

有了安全硬件的投入， 还必须依靠软件，这个软件就是安

全意识。时刻硼紧安全这根 弦弦，时刻注重安全行为，那才谈

得上安全。施工现场随处可 见各类安全告示牌和标语，其目的

是给人以视觉冲击，提醒大 家注意安全。如果仅仅将这些告示

牌、标语当作摆设，作业人 员熟视无睹，我行我素，结果可想

而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一幕幕血淋淋的镜头，一桩桩惨不

忍睹的安全事故，难道还不 能引起足够重视吗？时刻架好安全

心理防线，时刻想安全，要 安全，一线人员如此，管理人员更

应该如此。 

要在施工中做到时时刻刻都安全，还必须潜移默化形成安全意识习惯。进入施工现场穿戴好安全

帽等劳护用品，在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等都是我们施工人员必须要养成的习惯。否则，头顶上掉落

一块鸡蛋大的东西，可能致命，高处上一失足也就成了千古恨了。只有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养成自我保

护的习惯，切实树立安全意识并逐渐成为自觉行为，那么安全才算真正有了保障。 

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企业的效益是最有价值的。两者的融洽结合离不开安全这座金桥。作为安

全管理人应加强现场安全监控，在现场要培养一种敏锐的眼光，勤走多看，敢说敢干，及时洞察施工

各个环节的安全隐患，及时纠正制止不安全的行为，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亡羊不补哀莫大也！我们要

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切实做到“严、细、真、实、慎”。为了自己，也为他人挑起安全的重担。 

安全警钟，拉响安全文明施工的警笛。 

                                                                       文/韩通安环部    陈和平                     



 ≡海洋水建动态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工程船舶高级船员培训动员会”在东海船厂召开 
High-level seaman of engineering ship training meeting was held in east sea shipyard 

船机部根据船员培训计划安排和应对9月份风电项目工程全面展开，于2010年6月19日下午1点在东海船厂二楼食堂

召开了工程船舶高级船员培训班开班动员大会,公司副总,船机部长相关负责人, 东海船厂各船船长、轮机长及东海船厂

各特殊工种参加了动员会，动员会由船机部部长曹建华主持. 

曹部长首先阐明了开展培训班的目的和意义,其主要目的在于增强船员的船舶管理意识,不断学习,提高自身业务水

平,树立服务理念,提高大家的工作热情。参加动员会的全体学员热情高涨、反响强烈，感同身受，认为公司通过这种形

式的内部培训时给大家最好的福利，让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有的放矢。  

随后培训班培训师与与会各船船长、轮机长及各特殊操作工就培训内容展开了讨论，各学员从自身实际工作岗位特

点出发,谈及了各自知识面的缺乏之处和需要培训的科目,填写了《员工培训需求调查表》,给授课培训师提供了有针对性

的备课依据。 

船机部通过上周在洋口项目部及这次在东海船厂进行的培训动员会，发现了大部分学员所需要的培训知识，将针对

性的进行培训课程的准备工作，使培训活动内容更贴近我们船员本职工作，船机部计划下周在新韩通船厂对现场船舶船

员进行类似培训。 

                                                                                海洋水建 供稿 

According to the seaman training plan , the ship 

department organized the high-level seaman of engi-

neering ship training class which was held in Nantong 

east sea shipyard. The vice general manager ,ship de-

partment manager and relative person in charge took 

part in the meeting .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raining 

course is to enhance awareness of the crew of the ship 

management, continuous learning, improve their profes-

sional standards, establish a service concept. all stu-

dents  will  participate  in  work  in  enthusiasm,  and 

through this way of training ,participators will not only 

improve their special ability ,but also can enhance their 

work efficiency .                                               

          

 

 寓  

 言 

 故 

 事 

1、 一只乌鸦坐在树上，整天无所事事。一只小兔子看见乌鸦，就  问：“我能象你一样整天坐在那里，什么

事也不做么？”乌鸦答道：“当然啦，为什么不呢？”于是，兔子便坐在树下，开始休息。突然，一只狐狸出现

了。狐狸跳向兔子并把它给吃了。  

      这个的寓意告诉我们要想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你必须坐（做）得非常非常高。 

2、 一只鸽子老是不断地搬家。它觉得，每次新窝住了没多久，就有一种浓烈的怪味，让它喘不上气

来，不得已只好一直搬家。它觉得很困扰，就把烦恼跟一只经验丰富的老鸽子诉苦。 老鸽子说：“你搬

了这么多次家根本没有用啊，因为那种让你困扰的怪味并不是从窝里面发出来的，而是你自己身上的味

道啊。 

    这个的寓言告诉我们与团队格格不入，问题来自于自己！  



≡海洋水建动态≡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台风季节来临前夕，根据海事部门要求，结合“海上防

台、避风应急预案”演练要求，公司船机部和如东海上风电工

程项目部于2010年6月23日上午在如东海上风电工程项目部举

行“2010年度如东海上风电工程防台避风应急响应（沙盘式）

演练”. 

6月23日上午9点半，南通海事局如东海事处领导莅临现

场，“2010年度如东海上风电工程防台、避风演练”正式拉开

序幕，首先由公司副总兼公司“防台、避风应急小组”副组长

高广辉发布台风来临警报，随后项目部“防台、避风应急响应

领导小组”组长姚鸿民启动应急响应预案，从现场船舶撤离、

人员撤离、后勤保障等工作进行了实际模拟演练，参演人员在

各自工作岗位上出色完成各自职责，船舶安全撤离，人员安全

撤离并安顿好，使台风造成的破环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演练

效果很成功。 

演练结束后，全体参演人员在项目部会议室进行了

“2010年度如海上风电工程防台、避风演练”总结会。南通海

事局如东海事处徐永锋处长对“2010年度如东海上风电工程防

台、避风应急响应演练”的举行进行了点评，并提出以下几点

要求：一、加强防台、避风工作的演练，做到在台风来临时各

船舶及人员能按预案要求进行合理、有序、有效的响应；二、

对防台、避风中如遇到突发事件如何处理提出了具体要求；

三、防台、避风工作还要加强对外合作，在必要时候可以利用

社会资源。全体与会人员积极响应，表示一定要按照徐处要求

把今后的防台、避风工作做好。 

      公司应急演练小组对下步的工作进行了安排，计划在7

月份进行船舶消防救生的演习。            

                                     海洋水建 供稿 
       Before the coming of typhoon season, according to 

the marine sector‟s requirements, combining the "anti-

typhoon, sheltered emergency plans" exercise require-

ments, the ship department and the Department of wind 

power projects held the "2010 Rudong offshore wind 

power anti-typhoon, shelter emergency response exer-

cise" on June 23, 2010  

   The purpose of this excises is to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anti-typhoon, to make sure that when the typhoon 

comes, the staff can follow the plans of a reasonable, or-

derly and effective response; Second, improve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the emergencies during the typhoon season; 

third,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departments 

and make full use of social resources. All participants 

responded positively, saying that according to the Depart-

ment request,they will do a good job in the future anti-

typhoon work . 

 2010年度“如东海上风电工程防台、避风应

急响应演练” 
2010, "Rudong offshore wind power anti-typhoon, 

shelter emergency response exercise"  南通市东海船舶有限公司承建的“海洋28号”

船舶（船体）改造工程顺利结束，该船于2010年6月

26日在东海船厂船台顺利下水，目前已开往洋口项目

部，即将投入潮间带风电沉桩工程。 

   “海洋28号”是一艘专为海上风电工程沉桩项目

改建的工程船舶。甲板上安装60吨海工吊，起吊高度

65米，船艏部制作安装导向架。经过船机部协调各相

关部门，该船于6月下旬在东船厂船台圆满完成了下

水任务后拖至韩通船厂码头完成舾装工作。 

 „ocean 28‟was reconstructed by Nantong 

east sea ship company and now the hull- chang-

ing project has been finished and had successfully 

launched in the East Sea Shipyard on June 26, 

2010..Right now it has drive up to the Yangkou 

work-site to prepare for the piling work in wind 

power project. 

“Ocean 28” is a project for offshore wind 

project. 60 tons marine cranes is installed on the 

deck and the maximum lifting height is 65M. the 

Combined with the launching program, the de-

partment of marine machinery has done a series 

of prepared work. On June 26 , Under the custody 

of the local marine patrol bureau, the "Ocean 28"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of the launching task 

and then sent to Hantong shipyard for further 

outfitting works . 

Right now this ship was finished transforma-

tion work ,sent to Yangkou work site ,and is sure 

to do more contribution for the project. 

“海洋28号”改造完成调试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ocean 28‟ 



≡安全月≡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新韩通船舶灭火救援实战演练 
Practical exercises of fire fighting and 

rescue ---NHT 

   今年六月份是全国第九个安全生产月，

新韩通重工安环部按照市镇两级安全管理机

构的统一部署，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计划，

突出船舶防火防爆工作重要性，于6月23日

成功举行了船舶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活动，通

过演练活动提高了广大员工遇到突发事件时

应急处置能力，也为新韩通安全生产管理工

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整个活动约30分钟，

最后公司领导唐云副总及安环部部长吴德忠

对演练进行总结讲评，重点突出实战演练的

重要性，强调面对突发事件时应及时响应和

处置水平，并现场进行安全知识提问，且为

新韩通重工今后的各项实战演练提出具体的

要求。                 新韩通 供稿 

新韩通全员参与“安全知识竞赛” 
All staff participate in "Safety Quiz" in New  

HanTong Shipyard 

    6月份为全国第九个“安全生产月”活动，八桥

镇新韩通重工根据市/镇两级的精神，积极在全公司

内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并详细制定公司“安全

生产月”活动计划，根据公司“安全生产月”的计

划，于6月25日在公司举行全员“安全知识竞赛”活

动，通过安全竞赛形式提高广大员工的安全知识和意

识，参考人员从中高层领导到普通员工，实行全闭卷

考试，由公司唐云副总、安环部部长吴德忠、人事行

政部负责监考，考试卷内容从《安全生产法》、《消

防法》、《职业病防治法》、船舶行业安全知识等方

面相结合，采用了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鼓励先进，进一步推进了广大员工对安全工作的

重视和参与，为企业今后安全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新韩通 供稿 

 新 

韩 通

重 工 

 

“ 安

全 知

识 竞

赛 ” 

     我们这个社会有两种需求：对组织

而言，需要组织内每个人为其做出的贡

献；对个人而言，需要把组织当成实现

自己人生目标的工具和舞台。如何培养

成千上万适合组织并组织创造效益的骨

干队伍，如何搭上组织成长的快车而成

长与成功，是今天每个组织与我们每个

人成长与成功的关键。 

 

   （韩通员工阅览室将于8月中旬对韩

通员工开放，地点：行政楼6楼。）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安全月≡ 

苏通船务公司驻新韩通事业部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Su Tung Shipping Co. resident in NHT project 

team to carry out “Safety Month” 

根据上级活动安排，组织参与了安全技

术培训班、开展船舶灭火救援演练、安全知

识竞赛 等 活

动，进 一 步

强化安 全 责

任 人、 安 全

管理人 员、

施工人 员 的

安全法律法规、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条例等

知识的应知应会水平，提高施工作业时对危

险的感知度与安全意识，以及人员的应急响

应能力，从而使职工养成安全行为的习惯，

把平时想在心里的、喊在口上的东西，变成

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抓得住的东西，

并潜移默化到职工的言行之中。真正使每一

位员工的思想从“要我安全”转化到“我要

安全、我会安全”的实际行动中来。 

                   苏通船务   王峰 

“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动员

自6月份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以来，新

韩通船舶重工、苏通船务队扬中事业部高度重视，根

据新韩通活动计划我公司也制定活动的具体方案，通

过全面动员部署、全员积极参与，并通过各种活动形

式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开展。 

5月底，苏通船务扬中事业部根据上级公司“安

全生产月活动”计划，对活动内容进行了详细布置。

首先，通过全面动员，掀起以“安全发展、预防为

主”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活动，通过安全宣传

栏、悬挂横幅及公司网站宣传等，营造浓烈的活动氛

围。并检查各级安全生产责任书签订情况，以及事业

部安全管理网络修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

全法制意识。并根据各项目的危险源点清单，对船

台、车间、仓库、宿舍的安全隐患进行逐一进行安全

大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落实限期整改。 

安 

全 

寓 

言 

有一家人家做了新房子，但厨房没有安排好，烧火的土灶烟囱砌得太直，土灶旁边堆着一大堆柴草。 

一天，这家主人请客。有位客人看到主人家厨房的这些情况，就对主人说：“你家的厨房应该整顿一下。”  

主人问道：“为什么呢？”  

客人说：“你家烟囱砌得太直，柴草放得离火太近。你应将烟囱改砌得弯曲一些，柴草也要搬远一

些，不然的话，容易发生火灾。”  

主人听了，笑了笑，不以为然，没放在心上，不久也就把这事忘到脑后去了。  

后来，这家人家果然失了火，左邻右舍立即赶来，有的浇水，有的撤土，有的搬东西，大家一起奋力

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除了将厨房里的东西烧了一小半外，总算没酿成大祸。  

为了酬谢大家的全力救助，主人杀牛备酒，办了酒席。席间，主人热情地请被烧伤的人坐在上席，其

余的人也按功劳大小依次入座，惟独没有请那个建议改修烟囱、搬走柴草的人。  

大家高高兴兴地吃着喝着。忽然有人提醒主人说：“要是当初您听了那位客人的劝告，改建烟囱，搬

走柴草，就不会造成今天的损失，也用不着杀牛买酒来酬谢大家了。现在，您请客，怎么可以忘了那位事

先提醒、劝告您的客人呢？难道提出防火的没有功，只有参加救火的人才算有功吗？我看哪，您应该把那

位劝您的客人请来，并请他上坐才对呀！” 

主人听了，这才恍然大悟，赶忙把那位客人请来，不但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还真的请他坐了上席，众

人也都拍手称好。  

事后，主人新建厨房时，就按那位客人的建议做了，把烟囱砌成弯曲的，柴草也放到安全的地方去

了，因为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法制天地≡ 

 

                                                                 文/韩通  法务部部长   何忠庆  

    合同法上的基本概念、术语往往有其特殊的含义，反映了合同的不同履行阶段和双方不同的心理位置，对合同法

概念的含混不清同样也会 “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错误的理解和应用合同法概念、术语往往会造成严重后果：或

变主动为被动，或转胜为败，或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因此，在日常合同业务中，作为业务经办人应当尽量准确

理解和应用合同法概念、术语，并在此基础上及时、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行动，维护己方的合同权益。本文就两组

合同法概念做简单介绍，希望对大家掌握、理解合同基本知识有所帮助。 

A 、合同产品质量责任与产品质量责任。 

    合同产品质量责任与产品责任是两种不同的民事责任。 

    合同产品质量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向对方提供的产品质量不符合合同

约定 , 该方当事人根据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即合同产品质量违约责

任。这个违约责任的产生是以当事人之间存有合同关系为前提条件。只有当一

方当事人提供的产品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时才构成合同产品质量违约责任。  

我司所采购船用配套产品往往有特殊的技术、规格要求，这些产品不同于

大路货产品，因此合同附件也约定了技术指标。如果这些特殊技术要求的产品

不符合我司在合同约定的技术要求，我公司在到货检验后，使用之前 ，有权

要求供应商承担退、换货、或撤销合同，要求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的合同违

约责任。  

产品质量责任是指用户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因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质量标准所规定的对产品性能、

使用期限、可靠性、安全性等要求而造成财产、人身损害时，产品的制造者和销售者应依法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产

品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仅责任 , 这种责任的承担不以当事人之间有无合同关系为条件，通常情况下，也不以当事人主

观上有过错为前提。产品使用人既可以单独要求产品销售者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产品制造者承担责任，还可以要求

制造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  

B 、合同产品验收期限与产品质量三包期限。  

合同对采购的产品一般都有明确的相对较短的验收期限，超过这个期限，即使

所采购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卖方也可以拒绝承担合同产品质量违约责任，合

同法上就视为买方对产品质量无异议或视为产品质量符合合同约定。，即使有

异议并诉讼，法院也会支持卖方，而不支持买方。因为，买方对产品检验是有

期限限制的，买方的检验既是权利，也是义务。超过检验期限检验，买方就丧

失了提出质量异议的权利，就无权要求卖方承担退、换货的责任，这是合同法

的规定。  

    如果买方因超过检验期限未能及时检验

而丧失退、换货的权利，则只能在使用有瑕

疵的产品过程中要求买方承担售后服务、质

量三包义务。但买方的售后服务与质量三包往往流于形式，很难真正做到位、做到

买方满意。因为这个时候，主动权已掌握在卖方手上了，即使卖方不尽职做好三包

义务，买方也拿他没有奈何。事实上，售后服务、质量三包有没有做到位，很难有

统一标准衡量，双方在此问题上往往纠缠不清，容易扯皮。即使有质保金，也很难制约对方。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客户沙龙≡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完善质量体系监控环节：现代造船特点是模块化，要求每一区域和系统都要控制在规

定的误差范围内，特别是发现问题时要及时处理，保证在进入下个环节前修整完毕。在我

们监造的过程中发现生产流程的环节和信息反馈有些问题，例如，下料切割时将坡口方向

开反，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已经发现的问题，但没有通过有效渠道及时反馈信息，仍然

将错就错加以施工，造成严重的焊接变形，以至于无法矫正。这种情况不但影响造船质

量，也给下一流程带来极大影响。再如，本来在上一个流程完成的工作，移到下一个流程

完成，即增大了工作工作量，也影响了质量，就拿自由边打磨来说，在构建小组立时很容

易进行的一项工作，开放的环境、充足的视线，工作效率会提高很多，如果在小组立时没

有完成而放到分段中组时再做，困难可想而知。希望贵厂能加强对每一个流程节点的监

控，加快流程速度，保证施工质量。 
To improve the monitoring link of the quality system: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modern ship 

building is modularization, that is to  request every region and system to be controlled in specified 

error limits, esp. to handle problems at the earliest when problems emerging and guarantee to fin-

ish preparing before entering next link. In the process of manufacture supervision, we found there 

were some problems in the links of production runs and information feedback. For example, to 

turn the direction of the groove to the wrong side when blanking cut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pro-

gress, the construction crew did find some problems but didn't feedback inform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through effective channels, still did the wrong construction, which lead to severe welding 

deformation and beyond rectification. This not only affects the shipping quality, but also brings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next flow. As another example, to move the work that should be done in 

the previous flow to next flow, this will increase workload and influence work quality. Take 

abrading free edge for example; it is easy to do in the open environment and flexible perspectives 

when the building group is set up. If it is not finished at that time but in the section, there will be a 

lot of difficulties. We hope that your company can improve its monitoring of each process node, to 

speed up process speed, and to ensure construction quality. 

    注意控制施工环境：船厂在发展阶段，难以做到施工环境的十全十美，很多内场制作

的部件都在露天场地完成，但要保证施工质量对环境的基本要求，如果达不到要求势必造

成施工缺陷，导致大量的返工作业，既造成浪费又影响质量，如果给人留下“野蛮施工”

的坏印象，一时很难消除。 
Pay attention to control the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if the shipyard is on the developmental 

stage,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the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perfect. Many components that should 

be made in infield are finished in the open air, but to ensure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ruc-

tion quality to the environment. If it cannot reach the requirements, it certainly will cause the con-

struction defects, thus making large reworking, which will cause wastes and influence quality. And 

it is hard to remove the bad impression once leaving the bad impression of "brutal construction". 

 

 
   

——威兰德   WINLAND  



地址：江苏通州李港沿江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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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513-8676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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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gzhou City,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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