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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做HR的朋友曾经对我说：“做人力资源部经理以来，干得做多的活是找人，最怕的是出

其不意接到员工的辞职信。”人员的非正常离职，尤其是核心骨干员工的离职，往往让管理者倍感

被动。“就像复印机用光了纸，就像订书机没有了订书钉，他们总是拣最不适合的时候离开。这种

现实会刺痛你，当优秀的人才——尤其是那些你特别想挽留的人决定离开时。” 

    为什么有些人加入公司时“高高兴兴上班来”，最后却“陆陆续续离职去”？当企业的非正常

离职从“个体行为”发展为“一种现象”、“一股潮流”时，管理者应该反省：是雇主不仁还是雇

员不义？是招人策略有问题还是用人机制出了毛病？是经营思路产生偏差还是企业文化变了味？—

—所以，离职管理绝不是一个简单或轻松的话题。 

    危险的“三中”与“三期”人群 

    员工非正常离职的成本到底有多大？美国《财富》杂志曾研究发现：一个员工离职后，从找新

人到顺利上手，光是替换成本就高达离职员工薪水的1.5倍，而如果离开的是管理人员则代价更

高。员工欲离职前一段时期士气低落绩效不佳花费成本，招募新人需要成本，训练上手需要成本。

万一员工带走技术与客户，投奔到竞争对手那里则是更大的成本损失。 

    谁要离开？为什么要离开？他们要去哪里？如何能让他们不离开？这是企业在进行“离职管

理”时最想知道的。调查显示，有三类人、三个时期的员工他们是比较“危险”的。三类人指：人

到中年、中等收入、中层干部；三个时期指：试用期间的新人危机、工作2年后的升迁危机、在职5

年后的工作厌倦危机。 

    留人第一步：招正确的人 

    无论是“三中”还是“三期”，甚至非“三中”、“三期”员工也会产生离职，员工离职大体

原因无外乎内因、外因两方面：外面有更好的机会，有更多的诱惑等待。外因只是促进因素，内因

才是根本的决定因素。内因可以从八个方面来考虑：希望改善薪资福利、看不到发展前景、厌倦了

所从事的行业、受人际关系影响、对工作环境不满意、缺少学习机会、追求职位升迁、个人原因

等。 

    员工决定离开或留下，通常不是单一的原因，而是综合因素在起作用，而且不同人、不同职

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教育背景，他们的离职原因各不相同。纷繁复杂的原因，变化莫测

的心态，企业管理者该如何从根本上来把握、构筑企业的人才管理工程？千头万绪，从头抓起！因

此，留人第一步是：招用合适的人。 

    除了价值观的冲突，人还有个性、行为风格、职业兴趣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人职业兴趣取向

不同：有的人是社交型，喜欢和人打交道；有的人是研究型，对有深度、难度的事情有好奇心；有

的人是艺术型，对美的事物很敏感；有的人是经营型，对数字、对结果很敏感。不同的兴趣取向对

职业的期望不同，适合从事的工作也不同。 

    事业留人：让想做事的人有事可做 

    事业的机会与发展的空间，这是很多企业在吸引人才、保留人才方面“低成本”却屡试不爽的

经验。 

    一个追求上进的员工，总希望能积累更多的经验，担当更重要的责任。我爱我家房地产中介公

司人力资源总监陈海瑛在人才管理上有一个绝招，那就是“让他们忙起来”。当他们处于一种忙碌

状态时，他们在这种忙碌中会得到很多做事的经验，会感到很充实，有收获，能力也被认可和提

升。” 

    不是每个企业都有着大量高阶职位空缺等着人才成长起来。首信集团副总裁李溶说：“首信员

工平均年龄是30.5岁，包括总经理在内，人员结构比较年轻。如果老板32岁，你已经28岁了，你看

不到有升迁的机会，就会转身离开。首信设计了一套自己的职位序列，设计出员工职业发展的三个

方面：管理上、业务上、技术上，这三方面如果要发展，应该怎么去努力，怎样一步步前进。”多

方向发展计划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岗位员工的成就动机，让他们获得来自职业的满足。 

     

把最优秀的人才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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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遇留人：最实在的留人招式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用这句俗语来形容薪资福利等金钱因素对留住员工方

面的作用也许比较恰当。 

    薪金对人才的吸引力有多大？HR们最有发言权的。一份调查显示：看惯了“人来人往”的HR们，

对“高薪吸引人才、低薪影响热情”这样的论断表示了理解，超过80%的被调查者认为，高新对于人才

的吸引无疑是第一位的，“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首先需要相对富足的收入来解决生活之需，然后才

能静下心来做自己的专业工作。”有超过60%的被访者认为“高薪能挖到人才”。 

    运用薪酬手段来吸引人才，已经在企业界得到广泛认可与应用。 

    感情留人：四两拨千斤 

    无论是提供职位还是提高薪水，组织的资源是有限的，而“欲壑”总是难填。所以HR们认识到，

留人“上上策”是“感情留人，从心做起”。和企业有过同甘共苦经历、对企业产生了感情的员工一般

不轻易离职。“一个人有可能因为外面的高薪挖角而动心，但最后他决定留下，不是我们提高了他的薪

水，而是他舍不得那些同事。”一位人事经理说。 

    现代企业雇佣关系，不仅仅表现在企业能够对员工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货币报酬，还需要提供足够的

职业安全感、归属感、因企业对个人业绩和能力的认可而产生的自豪感、受尊重感，以及由于个人能力

的发挥而带来的成就感和自我实现感等等。当员工从组织中获得的这些感情越强烈，员工对组织的归属

感就越强，跳槽动机就越弱。 

    而那些获得“最佳雇主”的企业往往会注重对人才的感情投资，往往不吝其资、不吝其力：人性化

的办公环境，弹性的工作时间，为妈妈们建立托儿所，提供好的福利等。而像宝洁、德勤等公司，攻心

战在大学阶段就开始了，建立企业奖学金，为大学生提供实习项目等。 

    此外，总经理对于他身边的高管们都十分信任与重视，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核心领导层，再以这帮人

为核心形成了一条以信任和尊重为纽带的留人感情线，这对保留人才是有帮助的。 

    欢迎吃“回头草”的好马 

    在现代企业人才管理上，好马不吃“回头草”的观念已经过时，真是的情况是：如果一个人与企业

有过一段联系（如曾经在这里工作、参加过面试等），雇用他就比较容易，因为如果一个优秀的人根本

就不了解你的企业，把工作推销给他会更难。 

    一个企业如何待它的离职员工，不仅反映了公司领导哦的胸怀与气量，根本上也是企业文化的体

现。重视人性，追求亲善、和谐、以人为本的“惠普之道”，信任并尊重每个人，它相信：只要给予员

工适当的鼓励和支持，他们都愿意努力工作并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它鼓励人才流动，更不歧视离开惠普

的员工，因为公司认为跳槽并不等于背叛，这也才有了中国惠普公司助理总裁、惠普公司战略规划总

监、首席知识官高建华“两出三进”惠普的故事。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认识到：离职员工也是一笔人力资源的财富。除了等着离职员工的“自我觉

悟”，更积极的做法是：像摩托了罗拉（中国）的创始人赖炳荣先生那样，在员工（譬如陈永正）离职

后，仍然关心他（们）新工作的发展，并了解他（们）离职的真正原因，一有可能就把他（们）再找回

来。 

    正确看待离职，培养人才成长土壤 

    山因势而变，人因思而变。我们不应把员工想发展、求变化的心态责难为“朝三暮四”，或者“这

山望着那山高”，问题的关键是“要使员工的求变心态成为企业的可控状态”。人力资源专家笪开源曾

说过：“如果员工追求职业生涯的变化，变到外部就是跳槽，而企业可以通过内部轮岗或者交流工作地

点来实现内部职业生涯的多元性；员工追求创业的刺激，企业可以通过实施内部创业的孵化器机制，或

成立事业部来满足员工的创业欲望。对于绝大多数员工而言，他们希望自己所处的企业有一个良好的人

才成长环境，要有适宜的成长空间和生存土壤。” 

    如同环境的恶化会造成水土流失一样，企业人才环境的恶化就会造成人才的流失。跳槽虽然看上去

是个人行为，实际上更多时候是企业行为的折射。当企业发生员工离职，管理者要做的不仅是对某个人

的挽留，要反省的是“是否企业的人才环境恶化？”同时，并非所有人员的离职都是损失，因为“泡

桐”适宜的成长环境和“红松”是不同的。 

    企业人才管理的真谛不是用“金手铐”锁住张三李四，也不是事后扑火、亡羊补牢，而是使自己成

为一片沃土，让人才如雨后春笋，势不可阻。 

摘自《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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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57000吨散货轮HT033命名仪式圆满举行 
Naming ceremony for 57000DWT B.C.(HT033) 

2010年8月17日，韩通船舶重工有限公司为PD公

司建造的第十艘57000吨散货轮（HT033）目前达

到了交船状态，在韩通重工码头为该船举行隆重

的 命 名 仪 式。Peter  Doehle 公 司 Babic 先

生 ,HAMMONIA 公 司  Kasten  Liebing 先生，Kay 

Thuernagel先生，圣母Daisy Ye女士，英国劳氏

船级社中国中部地区商务经理林立先生、江苏韩

通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常务副总陈林军先生共同见

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并发表了精彩的演

讲。各位贵宾在陈兴副总的陪同下登船参观了这

艘散货轮，并在船上合影留念。 
On August 17, 2010, the tenth vessel for PD built 

by Jiangsu Hantong Ship Heavy Industry bearing Hull 

No. HT033 reached the condition of delivery. The 

naming ceremony for this vessel was held on the jetty 

of  Hantong.  Many honored  guests,  including Mr. 

Babic from Peter Doehle Schiffahrts-KGc ,Mr.Kasten 

Liebing and Mr.Kay Thuernagel from HAMMONIA, 

Godmother Ms Daisy Ye , centre area commercial 

manager of Lloyd’s Register Mr. Lin Li and executive 

vice general manger Mr. Chen Linjun from Jiangsu 

Hantong Ship Heavy Industry, witnessed the exciting 

moment jointly and gave wonderful speeches. All the 

people gave their warm applause.  

In the end, deputy general manager Mr. Chen Xing 

showed the guests around the vessel. 

57000吨散货轮（HT033）成功交船 
Delivery ceremony for 57000DWT 

B.C(HT033) 

2010年8月19日，我司为PD船东建造的第10艘

57000DWT散货轮（HT033）于下午4点在2号会议

室举行了交船签字仪式，陈林军常务副总与船东

代表出席了该仪式。 
 At 4:00 pm on 19th August, 2010, the delivery 

ceremony for HT033was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at 

the No.2 meeting room of Han tong heavy industry 

co., ltd. It is the10th vessel of PD project. Mr. 
Chen Linjun—executive vice general manager and 

Shipowner representative attended the ceremony 

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HT069）开工仪式 

The steel cutting ceremony for 57,000 DWT 

B.C (HT069) 

2010年8月23日上午9：30，我司为DASIN建造

的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HT069）在我司新船

体车间举行开工仪式，该船入BV船级社。陈林军

常务副总、船东代表参加了该仪式。 

 At 9：30 a.m. on 23rd August, 2010,the steel 

cutting ceremony for 57000dwt Bulk carrier (Hull 

No.:HT069),which is built for DASIN has been suc-

cessfully carried out in our fabrication workshop. 

The vessel is classified by BV. Mr. Chen Linjun—

executive vice general manager, and the shipowner 

attended this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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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00吨散货轮（HT065）成功交船 
Delivery ceremony of the 57000DWT 

B.C(HT065) 

2010年7月26日，在江苏韩通重工有限公

司会议室举行了HT065号船交船仪式，该船

为巴哈马船东建造，入LR船级社，韩通常务

副总陈林军先生，船东代表参加该仪式。 
 On July 26,2010, the delivery ceremony for 

HT065 was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at the con-
ference room of Hantong shipyard which is 
built for Sonoma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 
The vessel has been Class approved by LR.The 
owner  representative  ,Mr.ChenLinjun--
executive vice general  manager of Hantong 
shipyard attended this ceremony. 

 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HT067）成功下水 
Successful launching of 57000DWT 

 B.C.(HT067) 

我司为宝源船东建造的57000吨散货轮

（船体号HT067）于2010年8月3日早上7：45

在我司2号船台举行下水仪式，该船入BV，

计划于2010年9月30日交船。 武亦文总经理

及船东代表参加了该仪式。 

At 7：45 a.m. on Aug 3, 2010, the 57000 

DWT bulk carrier(HT067) of BAO YUAN 

project was successful launched on the No.2 

slipway, the class is BV, which is scheduled to 

be delivered on Sep. 30, 2010.Mr. Wu yiwen-

executive director and the ship owners attended 

this ceremony. 

2010年8月9日，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HT033）

在陈林军常务副总的带领下顺利完成各项测试后圆满

试航归来，该船是我司为德国船东建造，于2010年5

月31号在韩通重工码头1号船台顺利下水同时是德国

船东系列的第十艘，入LR船级社。 

On August 9, 2010, under the command of executive 

vice  General Manager Chen Lin jun the 57000dwt Bulk 

Carrier (Hull no. HT033) build for PD returned and was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all testing. It is Class approved by 

LR. 

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HT033）圆满试航归来 
Successful sea-trial of 57000DWT B.C.(HT033) 

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HT044）开工仪式 
The steel cutting ceremony for 57000 DWT 

 B.C(HT044) 

 2010年8月16日上午10：00，我司为PD建造的

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HT044）在我司新船体车间

举行开工仪式，该船入LR船级社。陈林军常务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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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a.m. on 16th August,2010,the steel cutting 

ceremony  for  57000dwt  Bulk  carrier  (Hull 

No.:HT044),which is built for PD has been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in our fabrication workshop. The vessel is 

classified by LR. Mr. Chen Linjun—Executive vice Gen-

eral Manager, Mr. Babic—site manager of PD project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LR attended this ceremony. 



≡公司要闻≡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2010年8月12日13:58时，我司为CONTI 德国船

东建造的57000DWT散货轮（船体号：HT058）在新韩

通切割中心隆重举行开工仪式，船东代表：Andrzej  

Olechnowicz、Krzysztof  Franczyk 等人；英国劳氏船

级社LR代表：李金龙、孙凌峰、曾广芳；新韩通重工

副总潘学军参加了本次仪式。开工点火后，三方代表

共同签署了开工文件。最后所有人员举杯欢庆，合影

留念。 
The steel cutting ceremony of one 57000dwt bulk 

carrier, Hull No. HT058, built for Germany ship owner 

CONTI182.Schifffachrts-GmbH&Co.KG Nr.1 was car-

ried out at 1:58 p.m. on 12th August 2010 in the steel cut-

ting  center  of  Jiangsu  New  Hantong  Shipyard.  Mr. 

Andrzej, Mr. Krzysztof and the site team of ship owner, 

Mr. Li Jinlong, Mr. Sun Linfeng and Mr. Zeng Guangfang 

from the site office of LR attended the ceremony together 

with the vice general manager Mr. Pan Xuejun of ship-

yard. Later, three parties signed the steel cutting docu-

ment. All attendees cheer up for this ceremony and take 

group photos to remark this moment. 

57000DWT散货轮（HT058）开工 
The steel cutting ceremony for 57,000 DWT B.C

(HT058) 

57000吨散货轮（HT038）顺利试航归来 
successful sea-trial of 57000DWT B.C.( HT038)  

2010年8月21日，我司为德国Conti公司建造

的57000吨散货轮（HT038），在常务副总王友

军的带领下，圆满完成了各项测试，顺利达到

船东、船检的要求成功凯旋归来。计划在2010

年9月中旬交船，该散货轮入LR船级社。 
On August 21, 2010, under the command of 

Standing executive vice general manager Wang 

you jun the 57000dwt Bulk Carrier  (Hull  no., 

HT038) build for CONTI returned and was suc-

cessfully carried out all testing. It is Class ap-

proved by LR. 

 

 

57000DWT散货轮（HT084）开工 
The steel cutting ceremony for 57,000 DWT B.C

（HT084） 

2010年8月6日10:28时，我司为宝源国际

船东建造的57000DWT散货轮（HT084）在新韩通

切割中心隆重举行开工仪式，船东代表：刘庚

宝、薄忠惠、周国东等人；DNV船级社代表：黎

新；新韩通重工副总潘学军、周义庆参加了本

次仪式。开工点火后，三方代表共同签署了开

工文件。最后所有人员举杯欢庆，合影留念。 
The steel cutting ceremony of one 57000dwt 

bulk carrier, Hull No. HT084, built for Bao Bright 
Shipping Co.,Limited was carried out at 10:28 a.m. 
on 6th August 2010 in the steel cutting center of 
Jiangsu New Hantong Shipyard. Mr. Liu Gengbao, 
Mr. Bo Zhonghui ,Mr.Zhou Guodong and the site 
team of ship owner, Mr. Lixin from the site office 
of DNV attended the ceremony together with the 
vice  general  manager  Mr.  Pan  Xuejun  and 
Mr.Zhou Yiqing of shipyard. Later, three parties 
signed the steel cutting document. All attendees 
cheer up for this ceremony and take group photos 
to remark this moment. 

CONTI系列57000吨散货船（HT039）成功下水 

Successful launching of 57000DWT B.C (HT039)  

        2010年8月27日，新韩通为德国CONTI公司建造的

第三艘57000吨散货船（船体号：HT039）举行下水仪

式。船东代表、LR代表以及公司领导等出席仪式。 
On 27th August, 2010, the launching for the third 

57000 B.C. of conti project was carried out in New Han-

tong. Site Team of CONTI and LR attended this cere-

mony. 



≡公司动态≡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降高温，保生产 
 Fight against high temperature ,Ensure production  

 持续高温，对于在一线作业的人来说，迎来了

新的“烤验”。对此，为应对高温天气，行政部纷

纷出招，努力营造“阴凉”氛围。目前企业生产任

务饱满，在手订单充足。由于是流水作业，所以一

个车间都不能停。针对各车间的实际情况，我们在

生产间隙合理安排员工休息。领导说：“要使企业

生产得到快速发展，必须先关心好员工的生活。”

为了让职工有一个舒适的用餐环境，公司后勤部门

还加强了高温天气食品的消毒、卫生工作，全天候

提供纯净水，合理调配餐饮，切实保障职工的身体

健康。公司工会还发放了龙虎人丹、清凉油等高温

防暑用品，为员工们送去清凉。并且公司高层轮流

对车间的现场施工人员进行慰问，安排行政部每天

对现场施工人员发放冷饮。公司还为员工宿舍安装

了空调，下班后也能享受清凉。有了高质量的睡眠

保证，工人们每天干劲十足。 

High degree temperature has been lasting for a long 

time. The people who work on the site are facing a new 

challenge.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HR take actions and 

measures, attempt to construct a cool summer. At pre-

sent, our enterprise develops with enough production 

tasks and orders.  Because of line production, every 

workshop should continue working. On account of prac-

tical situation, workers are arranged to rest for a while at 

working times. Leaders said that, in order to develop our 

production, daily life of the entire workers must be 

taken good care.  Back office also anytime enhances the 

disinfection for the food, offer water, blend catering rea-

sonably, just for building a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to 

guarantee worker health. Apart from the above, some 

supplies of sunstroke prevention, just like medicine, 

cooling oil, provided for all workers. Senior leaders take 

turns to condole, arranging HR to provide cold drink for 

all the workers on the site. In consideration of good 

sleep after work, they installed air conditions in the 

workers’ dorm, to ensure everyone full of energy. 

韩通、新韩通择优提拔大批管理人员 
Promotion of management   personnel  

 2010年7月份，韩通、新韩通相继开展

“管理岗位竞聘”。 公司梳理出空缺的管理

岗位供内部员工竞聘上岗，经过激烈的角逐，

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公司共择优提

拔80余名管理人员，为公司人才梯队培养和后

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此次岗位竞聘活动共

持续一个月，孟董、武总等公司高管层全程参

与，本次岗位竞聘、提拔管理人员只是拉开韩

通、新韩通公司人才培养、选拔工作的序幕。

随着公司的不断壮大发展，对人才需求量将会

更大，届时将会有更多的优秀员工登上韩通、

新韩通的大舞台。 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只要肯努力，舞台就属于你！ 

HT and NHT carried on competition of man-

agement  position  in  succession  during  July, 

2010.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al of openness, 

fairness and justice, company prepared vacant po-

sitions for  interior  staff  to  compete，  through 

drastic  competition,  company prompt  preferen-

tially more than 80 management personnel,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alents training and the latest 

development. This competition has been lasting 

for a month. President Meng, executive manager 

Wu,  participate  in  the  whole  competition.  We 

make sure that this competition is just a prologue 

of personnel trai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mpany,  quantity demands of  talents  will  in-

crease, more and more excellent staff will appear 

on the stage of Hantong and New Hantong.As 

long as you work hard, stage will belong to you. 



由公司承建的“海洋38#”是委托七〇八所设计

的我国首艘自升式海上风电安装船，该船图纸送审工

作已于7月底结束，并已于6月开工建造，预计将于今

年12月底交船。 

“海洋38”号自升式海上风电安装船按中国船级

社规范设计，具有总体性能的先进性与适用性相结

合、可靠性与安全性及创新性相结合、结构设计优

化、配套设施操作维护方便、生活设施完善舒适、满

足HSE（健康、安全、环保）要求等特点。该船总长

89.4米，型宽36米，型深5米，配备一台250吨×30米

电动全回转起重机，可吊装3.6兆瓦风机，吊高甲板

以上110米。该船作业水深2.5～12米，设4根桩腿，

桩腿带桩靴，入级中国船级社，适用于江苏沿海。浅

水区及类似海域的无冰期作业。 

在设计过程中，该船还预留了艉部增设两台舵

桨、艏部增设一个侧推装置的位置，可根据需要随时

改装为自航船。七〇八所在设计该船过程中，研发成

功的新型配套设备──重载摩擦式绞车钢索闭式循环

升降装置，已于今年6月4日被批准为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 

自升式海上风电安装船也被称为自升式海上风电

安装平台，其设计、建造与入级均按照中国船级社

“海上移动平台入级与建造规范”进行，与自升式海

洋钻进平台的构造有很多相同之处。此前，七〇八所

曾为我司研发、设计的“海洋36”号坐底式海上风电

安装船，该船可在潮间带座底作业，配置一台350吨

×31米桅杆式吊机，并预留了加装桩腿及推进装置的

位置。前期交付的“海洋29号”已成功安装的16台风

机已并网发电。 
China's first Self-elevating Offshore Wind Power 

Installation Vessel "Marine 38"was designed by 708 re-
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 has been finished sub-
mitting the drawings by the end of July and started con-
struction in June, is expected to completed before the end 
of  Dec. 2010. 
         " Marine 38" jack-up boat has been class approved 
by China classification society, with the overall perform-
ance and relia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safety and innova-
tion, the optimization of structural design, easy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facilities, life comfortable and satisfied 
HSE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etc. 
The ship is 89.4 meters long, 36 meters width , equipped 
with a 250 metric tons (30 meters, electric z-propeller 
crane hoisting 3.6 megawatts fan, hanging above 110 me-
ters high deck. The ship 2.5-12 meters water homework, 
four leg, pile leg-bands pile boots, suitable for jiangsu 

coastal wind power project. 

≡公司动态≡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2010年7月21日，镇江市安监局副局长唐

洪云带领工矿、监察支队一行6人，来到新韩

通重工进行船舶专项整治验收以及督查夏季

安全生产工作。督查组专家听取了公司常务

副总王友军对公司的简介以及安环部对全公

司安全管理工作的汇报。督查组专家细致检

查了公司安全管理台账及施工现场的安全措

施，专家们对新韩通重工的安全生产工作开

展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并积极要求将公司安

全管理模式在全市范围了进行推广示范。最

后唐洪云副局长对公司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提

出了宝贵意见，公司常务副总王友军感谢专

家们对新韩通重工安全工作的关心和指导。 
On 21st, July, 2010, TangHongyun, the dep-

uty chief  of  Safety Supervision bureau from 

Zhenjiang City, came to NewHantong, following 

by six people from mining industry and surveil-

lance detachment, to carry on shipping inspec-

tion and acceptance of specialized remediation 

and supervising security in production .The ex-

perts from supervision groups listene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company and management report 

given by safety department. After checking up 

ledger of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safety meas-

urements on work site, exper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security work carried out by New Han-

tong and positively hope to promote the safety 

management model in the whole city .In the end, 

TangHongyun, the deputy chief put forward pre-

cious suggestions, Wang youjun Executive Vice 

General Manager, thanked all experts for caring 

and conducting. 

镇江市安监局到新韩通指导工作 
Safety Supervision bureau visiting  

for guidance (NHT)  

自升式海上风电安装船“海洋38号”进展报道  
Self-elevating Offshore Wind Power Installation  

Vessel- "Ocean 38"progres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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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200M并联振动锤组装工作完成       

 

    经过海洋水建团队的齐心协力、夜以继日地奋斗，荷兰200M并联振动锤组装工作仅用了两天时间

就将原本复杂的安装工艺、繁重的安装任务提前五天完成。其工作的高效节时，团队的拼搏争先精神

让人惊叹不已。 

    荷兰200M并联振动锤组装工作于八月十六日开始，原计划一周时间完成拼装任务，经过整个项目

部的努力，仅用了两天就完成了组装任务。这背后的力量源自哪里呢？源自整个团队的凝聚力，源自

领导强有力地沟通和协调作用。船机部部长曹建华在担当组装任务总指挥期间，鼓励团队敢想敢拼，

大胆尝试，不断创新。正是由于整个团队上下凝成一股

绳，我们才能如此无往而不胜。在组装过程中，曹部还多

次强调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提高安全生产意识，遵守安全

技术操作规则，增强各级管理、施工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

心。 

    后记：只有拥有了一支很强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

力的团队，拥有了一批彼此间互相鼓励、支持、学习、合

作的员工 ，企业才能不断壮大，健康发展。 

 After a concerted effort and day and night hard working of 

the team, the assembly of 200M vibratory hammer from Dutch 

has been completed five days in advance, the installation of 

which is very complex and hard. The high effective and team 

spirit is amazing.  

The Dutch blast-caused vibration hammer in parallel assembly work began on August 16, It was planned to 

be completed in one week. But after hard working of the whole team, it is completed only in two days. where is 

the force behind from? It comes from the whole team cohesion, from leading strongly communication and co-

ordination. The minister CaoJianHua during the commander in bear assembly task and encourage team dare to 

spell, bold attempt, innovates unceasingly. Because of the whole team down a rope, Our work is so effective, 

so invincible. In the assembly process, Mr Cao also has repeatedly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safe production, 

every employee in the construction site must improve the production safety consciousness, safety technical 

regulations, strengthen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workers at all levels of production safety responsibility. 

 Postscript: only owning a very strong force, cohesion and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team, owning a batch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each other, learning,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can move forward, constantly and 
healthily. 

  8月14日上午，韩通、新韩通、海洋水建员工齐聚在新办公楼的六楼参加了韩通管理

学堂——团队共赢之心态的课程。 

 韦凯文老师的精彩授课赢得了学员们一阵又一阵掌声，《团队共赢之心态》训练的特

色，正是从客观的层面切入，在训练中让每个参训人员共同经历和体验团队成长发展所会

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和每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和解决的方法。让团队成员真实地体验：在团

队合作中，何谓消耗性竞争？何谓无益的退让？何谓逃避？何谓妥协？何谓双赢？其中是

透过一系列全新的训练安排来实现，从热身、参与、问题分析与问题解决，到分享体验，

使每个参与者清晰地了解和掌握快速组建团队、建立共识重整个人和组织关系、培育领导

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训练效果显著，是现代企业培育团队精神和协作力的一个很有价值的投资。 

 协力竞争、团队合作是现代商业竞争的主流，每个团队成员在组织中都应从依赖、独

立走向互信互赖的，同心协力的境界。但在现实中所反映的状况往往是不尽人意，很多企

业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他们的团队是缺乏这种自觉成长的跨越能力，因而在组织成长的中

途很容易因协作不力而拖累企业的发展。 

 

团

队

共

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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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高员工英语水平，公司特聘请外籍英语培训师进行专业培训。经过前期紧锣密鼓

的准备，韩通船舶重工英语培训班成立及收起培训仪式于2010年8月12日行政楼多功能厅

正式拉开帷幕。启动仪式由人事行政部彭波主持，总经理武亦文、陈林军常务副总、陈兴

副总、李继念副总、郑锡山总助等公司高层参加了启动仪式。 

    首先由总经理武义文先生致辞。武总以其个人的经历感悟，给大家进行了指导。他着

重指出，持续不断地学习对我们每个员工、对企业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有学习的意

识，并要将之赋予行动。目前，公司给大家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希望大家珍惜之、利用

之、收益之！ 

    随后，陈兴副总在对培训部署中讲道，语言的学习在于练习和氛围，之所以请一位不

懂中文的培训师的目的就在于此，努力为大家营造一个学习英语的氛围。可能全英语培训

刚开始对大家来说比较困难，但是只要坚持下来了，肯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本次培训师HILDA发言表示，很高兴有机会来到韩通，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英

语水平都可以得到提高，更好的服务于工作。 

    最后，学员代表范晋来进行精彩发言，慷慨激扬的发言给我们带来蓬勃的士气，表达

出了学院们努力学习的信心！ 

    当今社会，只有学习力才是唯一的企业竞争力，我们只有不断学习，建立终身学习

制，为现代企业的发展是动力军！ 

  学员代表发言稿摘选： 

  俗语说“只会说家乡话，难以走出家门！

只会说中国话，无法面对世界”英语作为当

今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通用语言之一，也是世

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被应用到世界的每个

角落。如果我们能学好英语，我们就有更

多的就业和获取成功的机会。可能大家都

已注意到这一点，学英语的人数正在以很

高的速度增长。  

  各位同事，知识与信息在不断更新。如

果我们要适应这个变化的世界，就必须努力

做到“活到老，学到老”，要有终身学习的

态度。不学习充电就意味着倒退，不提高自

己就意味着“自杀”，白天谋生存，晚上图

发展，通过学习充电，不断提高自己的核心

竞争力，这是21世纪生存的基本准则之一。 

  再次感谢公司领导给我们带来的这次再学

习和充电的机会。同事们！成功者不一定有

多高的文凭，但一定都是善于学习的人。让我们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这次再学习行动中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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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国际大酒店首批员工培训开学典礼 

 2010年6月18日上午，文景国际大酒店首批员工培训开学典礼在江苏韩通船舶重工有

限公司六楼会议室隆重举行，文景国际大酒店常务副总冯东杰，以及各部门总监共同出

席了典礼，此外参加此次典礼还有71名新进员工。 

 典礼由锦江国际行政人事总监李相林主持，首先向各位学员介绍了主席台就坐的各位

领导以及酒店的各位总监，然后全面总结了新员工军训工作并宣布在军训中表现突出的

优秀班组和优秀个人名单，在热烈的掌声中，由冯总为各代表一一颁奖。 

 在开学典礼上，文景国际大酒店常务副总冯东杰首先对在军训中付出心血，洒下汗水

的教官和在座的学员以及各部门负责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冯总热情激昂地向大家介绍

了文景国际大酒店的概况以及管理公司—上海锦江饭店的简介和管理模式，并重申了酒

店将坚持以人为本、宾客至上的管理理念。他在讲话中对各学员在军训中的表现进行了

肯定，表达了对学员们的要求和期望，并指出

本次培训的目标就是培养优秀的人才，号召大

家要以昂扬的斗志、激情的精神面貌和严谨的

作风，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文景人，各位学员

应抱着归零的心态，谦虚谨慎，不断进取，努

力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 

    随后由房务部李冬梅作为新学员们代表宣

誓发言，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军训的体会和感

受，表达了

他们珍惜机

会，勤奋学

习的决心。

他们将严格

遵守企业制

度，学习企

业文化，在

今后的实际

生活和工作中投入激情，展示活力，勇敢承担责任，

履行承诺。 

   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由主持人宣布开学典礼结

束，此次培训历时一个月，主要分为员工手册、礼仪

礼节、消防卫生的集中培训和分部门进行的理论和实

际操作培训。 

                                                                                                                   

文景国际大酒店  供稿     正在紧张装修中的酒店实景，文景

国际大酒店预计今年10月底试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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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封闭的军事训练、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文景文化的熏陶，七天的封闭式军训给新员工带来了全

新的提升和蜕变。为把员工培养成为优秀、专业的服务及管理人员，文景在这次对新员工的培训上，不

遗余力，重力打造。 

 军训是磨练人的意志力、强化纪律性的良好武器。在

磨练个人意志的同时，亦可培养大家积极合作的团队精

神。经过一番认真的筹措准备，2010年8月10日，文景国际

大酒店首批员工军训在江苏韩通船舶重工有限公司拉开了

帷幕。  

 盛夏的八月，骄阳似火，酒店特聘请南通武警支队的

教官们对学员进行训练，学员们情绪高涨，认真而努力，

虽然天气炎热，但是学员们没有丝毫的懈怠，教官们也没

有放松，在学员们精神饱满和教官们认真负责的状态中，

丰富多彩的军训开始了。 

 军训的主要内容从军姿、蹲下起立、前后转、起步、

跑步、正步等方面进行。虽然是一些简单的“稍息”、“立正”，但是要整个团队协调一致、反应迅速

敏捷也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学员们对此十分认真，虽然汗水早已挂满他们的脸上，但他们依然英

姿飒爽，昂首挺胸，每一个动作要领都反复练习，教官也是不厌其烦的指导、纠正，一遍不行，再来一

次，两次，三次，直到满意为止。一遍遍重复的动作，一

声声嘹亮的口号，虽然大家的嗓子早已嘶哑，却依旧嘹

亮。为了保证军训顺利完成，行政人事部总监全程跟踪军

训，各部门主管跟班负责，每日做好记录，并将有关信息

及时反馈部门，取得部门的配合。虽然平时不经常运动的

他们在军训开始都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但是依然能够坚持

军训，在思想、行为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短短一周时间里，参加军训的全体人员克服了炎热的

天气带来的种种严峻考验，大家勇于挑战极限，超越自

我，团结协作，圆满地完成了既定的训练计划。严格的军

训，强化了员工们的团队意识和团队精神，使大家在组织

纪律性、执行力、意志品质和团队协作意识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对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管理理念有

了深刻的理解和体会，这都将为他们在今后工作

中能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

过不断的学习和提高，我们坚信，一定都够把我

们的队伍打造成为行业内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而且特别团结的管理和服务团队。可以

说，这次军训是我们员工成长历程中一段有着非

常意义的宝贵经历，就我们文景而言，他们作为

第一批员工是书写历史、创造纪录的第一次；也

是进入酒店史册的大事！                                                                                           

                      文景国际大酒店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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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船是集技术、资金、劳动密集于一体的行业，在当今造船业竞争十分激烈的形式下，如果要在市

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并能获得利润，实行目标成本控制则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将企业的经

营、生产及职能部门有机结合在一起，建立一个责、权、利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以充公调动广大职工的积

极性，力求以最小的消耗，获得最大的利润。 

 影响造船成本的主要因素： 

 1、设计成本按照建造规范及合同要求设计完成后计

算出理论成本，它对实际成本有先天制约作用。 

 2、采购成本：即造船物资的市场价格。在造船价格

一定的情况下，采购成本的高低也直接影响造船利润的

高低。 

 3、生产成本：即建造船舶所耗费的材料、人工费用

总和，是目标成本控制的重点部分。 

 4、管理费用 ：即为组织生产的、行政管理职能和

履行社会义务发生的费用，它可分为可控费用和不可控

费用。 

 控制造船成本有效途径： 

     1、技术部门根据合同要求、建造规范设计出

船舶详细设计图，按照无余量造船工艺、分段分片

预制组装做到施工人员平面作业完成分段建造理念

完成生产设计施工图纸，制定相关工艺流程。技术

部门在控制钢材利用率起到关键作用比如：按照区

域、中组流程合并套料以提高钢材利用率。套料要

求余料最大化，制定余料相关管理规定。达到余料

二次利用，避免车间擅自私用或遗失。总之技术部

门在控制造船成本起到关键作用。施工人员按照技

术部门工艺流程实行分段分片预制组装，中合拢形

成环形分段上船台合拢，这大大缩短造船周期。为

降低成本提供了宝贵资源。 

 2、采购部门按照技术部门提供材料清单要奉行货比三家的原则要控制采购成本建立各类物资基准

价格并根据市场信息定期修改，采购实际价格应该低于基准价格。推行物资管理，确定合理的物资库

存，加快库存物资的周转，以减少资金占用。 

 3、生产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材料、人工和专项费用。生产成本的高低与生产部门的组织指挥有着

直接的联系，因此生产部门要周密细致地准备、组织协调生产，使人力、设备、材料始终处于最佳组合

之中。 

文/新韩通技术部 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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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名思义，习惯性违章就是指那些因守旧有不良习惯

或贪图省力方便在操作或施工过程中故意违反安全规章制

度的行为。它是诱发责任事故的土壤和温床。我们作业直

接从事生产的单位，习惯性违章在生产单位的操作等活动

中常有出现。这些“习惯”也因其的便利性和偶然安全性

使我们习以为常。而危险却恰恰隐藏于这些“习惯”之

中，待到时机成熟，如同火山爆发，严重威胁我们的生产

和人身安全。 

  从违章的内容看，工作人员所违反的都是一些最基本

的、也是最为重要的规程、规定。 

  从违章的性质看，行为者往往既熟知安全规程，又懂得其做法的危害性，但在实际行动中，不顾

规程和危害，按自己认为可行的方式办事，这就严重地削弱了安全规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从工作人员违章的心态看，一是工作马虎，满不在乎的麻痹心理；二是害怕麻烦，图省事的懒惰

心理；三是相信经验，忽视规程的侥幸心理；四是意气行事，逞强好胜的自负心理；五是把情绪带到

工作中，对工作心不在焉。 

  从违章可能引发的后果看，违章不一定就会造成事

故，但事故（除不可预见、不可抗拒外）却是因违章而发

生的，且后果一般较为严重。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操

作不经过审核和模拟操作就拿到现场执行是否会发生恶性

误操作事故？如果现场设备运行状态改变而安全措施又没

有及时变更、又没有交待给现场所有作业人员是否会造成

人身触电事故？等等，总归一句话：后果不堪设想！ 

  习惯性违章在我们的身边屡见不鲜，如：进入施工现

场不戴安全帽或戴安全帽不规范、高空作业不系安全带、使用破损的工具设备等等。这些事情在某些

人的心目中，无非是不戴安全帽、不系安全带的一桩小事而已，只要完成工作任务，不出事故，没有

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长此以下去，当某些坏习惯习以为常，在脑子里根深蒂固时，必将后患无穷。 

  企业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习惯性违章现象是埋藏在家园里的一颗炸弹，时刻威胁着我们的安

全。大家为了家园有更加美好的明天，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加美满，请自觉杜绝一切违章习惯。 

文/新韩通 安环部 吴德忠 

    有两只同住在一个窝里的乌鸦兄弟，

有一天，它们住的窝破了一个洞。老大

想，老二会去修的；老二想，老大会去修

的，结果谁也没有去修。后来洞越来越大

了，老大想，这下老二一定会去修了，难

道窝这样破了，它还能住吗？老二想，这

下老大一定会去修了，难道窝这样破了，

它还能住吗？结果又是谁也没有去修。 

安

全

寓

言 

    一直到了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呼地刮

着，大雪纷纷地飘落。乌鸦兄弟俩都蜷缩在

破窝里，结果，窝被风吹到地上，两只乌鸦

都冻僵了。 

    安全警示：对发现的安全隐患一定要想

方设法及时排除，决不能推诿扯皮，更不能

任其发展而埋下更大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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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鹰的生存中充满很多游戏规则。鹰时常会对捕获的猎物抓而又放，放而又抓，一直到将它们折

腾得筋疲力尽。鹰有时会毫无惧色地扑向比它大数倍的动物，追逐和吓唬它们，以验证自己的胆

量；有时还会从巢中兴奋地飞到空中追逐飞行的昆虫，学习这些飞行小动物进攻和逃避进攻的方

法，以增强自己的捕食技巧。天气好的时候，鹰会在天空中翱翔、翻飞，速度疾如箭矢，令人惊

叹。鹰经常会做出一些恐怖的动作，以恐吓他者，捍卫自己的利益。一般情况下，它会竖起头部和

颈部的羽毛，然后将头凶猛地向前伸出，并张开双翼，脚爪向前，似乎要马上扑向对方，让对方不

得不对它们警觉起来。鹰的恐吓和炫耀更是在飞行中进行的，有同类入侵自己的领地时，它们便发

出大声的嘶鸣，似乎在呼唤更多的鹰来围歼入侵者，直到入侵者吓得飞离它的领空为止。 

    鹰对死亡决绝的态度同样令人惊叹。鹰不会等死，它感到自己快不行的时候，就飞到悬崖中，

在岩壁上把自己撞死。悬崖深不见底，所以谁也不会见到鹰的尸骨。一位牧民曾见到鹰自戕的一

幕：它去抓一只猎物，没想到那只猎物反而死死咬住它不放。它向天空飞去，数次想把那只猎物甩

开，但都未能遂愿。最后它嘶鸣一声，向悬崖一头撞去。随即，它和那只独特双双坠入悬崖。 

    鹰的寿命与其他鸟类相比可谓最长，它可以活到七十岁。而要维持如此长的寿命，它就必须在

四十岁时为自己的生命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无比痛苦的，却可以让它的生命获得新

生。原来，在高空飞翔，在荒野中抓捕猎物的鹰到四十岁左右时，它那尖利的双爪便开始老化，不

能再像以前那样伸展自如地抓捕猎物；它有喙上也已经结上一层又长又弯的茧，一动便可碰到胸

膛，对进食阻碍很大；最让它痛心的是，双翅上的羽毛也厚厚地堆积在一起，使它不能再像以往一

样在天空中轻盈地飞翔。这时候，它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过一个非常痛苦的

过程，让生命获得新生。 

    鹰都会选择让生命新生。经过细心观察，它选择了一个除自己之外，任何鸟兽都上不去的陡峭

悬崖，然后用一百五十天左右的时间让自己获得新生。首先，它会在飞翔中突然撞向悬崖，把结茧

的喙狠狠地磕在岩石上。它会用很大的力气，一下子便把老化的喙和嘴巴连皮带肉磕掉。它满嘴流

着血飞回洞穴，忍着剧痛等等新喙长出。 

    新喙终于长了出来，它立刻进行第二道工序，用新喙把双爪上的老趾甲一个个拔掉。那同样又

是一次血淋淋的更新。不久，新的趾甲长出来了，它紧接着进行第三道工序，用新的趾甲把旧的羽

毛扯掉，再等五个月，新的羽毛又长出来了。只有经过这一系列残酷的更新，鹰才可以再次在蓝天

上飞翔，并收获三十年的生命。 

    它的这一系列生命更新充满了危险，极有可能使自己疼死或饿死，但它依旧勇于向自己挑战，

勇于让自己在死亡的边缘获得再生。 

    鹰可以为自己的生命去挑战，但同样也很珍惜自己的生命。在外飞翔、捕食一天之后，鹰于黄

昏时分回到巢中，它将头弯曲靠到肩上，用一只脚站立，而另一只脚则缩回羽毛中取暖。整整一

夜，鹰都用这种“金鸡独立”的姿势休息。 

    清晨，鹰用喙把羽毛梳理整齐，然后开始清扫巢穴，在一夜中它留下一些羽毛，粪便以及吐出

的食丸，把这些东西一一清除出去。忙完这些，巢外已是旭日东升，它活动一下双翅，感到两翼在

今天颇具活力，于是振翅飞向蓝天。 

    鹰的一天又开始了。 

《今日韩通》编辑部： 

    《鹰志》这篇文章在公司快速发展阶段团队建设、人才培养、新员工入职方面有很好的学习价

值，这篇文章为国内很多优秀的企业列为员工自我学习的范文。在这里，《今日韩通》编辑部整理

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认真研究。各公司、部门组织学习。  

鹰 志 



≡法制天地≡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一、违约金与赔偿金：  

（一）、关于违约金的常见错误说法： 

1、罚款（行政处罚概念，一般适用于双方之间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2、罚金（刑法规定的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中的一种）； 

3、赔偿（以有实际损失为前提）； 

4、滞纳金（一般适用于交警、税务机关等行政机关的罚款当事人不及时缴纳的而在罚款之外依法还应当承担的经济

责任）。 

（二）、违约金的具体分类： 

1、迟延履行合同违约金（如超过约定时间交货或付款）；部分不履行合同的违约金（如部分交货或部分付款） 

3、完全不履行合同的违约金；（根本违约，如不能交货或拒不付款） 

以上违约金可以约定：每天支付相当于合同金额的一定比例的违约金、或违约一次支付合同金额的一定比例的违约

金、或直接规定支付固定金额的违约金等。 

（三）、违约金的功能 

违约金兼具惩罚性和补偿性，以补偿性为主（以填补损害为原则），在违约金足以弥补损失的情况下，守约方无权要

求违约方支付赔偿金。 

（四）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支付违约金、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 

（五）、需要注意的问题：违约金只有约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没有法定。 

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合同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合意，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原则。市场经济体制下，合同情况千差万

别，法律不可能、也不应当约定统一的违约金比例，否则，就意味着又回到国家干预的计划经济时代。许多当事人在合

同中约定：违约责任：按《合同法》执行。表明上看来依法办事，其实这只是一个无法执行的空白条款。 

二、赔偿金与补偿金 

（一）、赔偿金≠补偿金： 

前者适用于主观上有过错（故意或过失），后者通常适用于无过错但造成损失的情况。 

（二）关于赔偿金的适用条件： 

1、在合同约定违约金的情况下： 

（1）、违约金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不再支付赔偿金； 

（2）、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需另行支付赔偿金。 

2、在合同未约定违约金的情况下，守约方因对方的违约行为遭受损失的，守约方可以直接要求违约方支付赔偿金。 

（三）、关于补偿金的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

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一定的经济补

偿。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守约方有防止损失扩大义务，若没有采取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如：对方不供货、或供

货延迟时间比较长，可以在通知对方后，选择紧急采购相同或同类产品应急，因此造成的损失（如增加的费用）应由违

约方承担。 

三、应当吸取的深刻教训 

 在最近一起外包单位对我司的诉讼案件中（涉及HT015轮），因我司2008年与其订立的《工程承包合同》未约定部

分不履行合同违约责任，导致对方起诉我司支付剩余工程款（留作质保金）有合同及结算单据作为依据，而我司反诉要

求对方支付违约金却没有合同依据。 

 该工程对方只完成一半工程量，剩余工程我司发包给另外四家完成，我司因此多支付43万余元工程款。我司要求对

方支付赔偿金也因后来四家开给我司的发票项目名称不符，票面金额不对应等因素而无法实施。最终我司因该合同条款

的不完善蒙受重大经济损失，教训极为深刻。 

 鉴于此，法务部再次提醒我司相关业务部门及人员，签订合同务必考虑周全，严格履行会签、报批程序，避免类似

事件再次发生。 

文/法务部部长    何忠庆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学习天地≡ 

一位主人将去国外远行，临走之前，将仆人

们叫到一起，把财产托给他们保管。 

主人根据每个人的才干，给了第一个仆人五

个塔伦特（注：古罗马货币单位），给了第二个

仆人两个塔伦特，给了第三个人一个塔伦特。拿

到五个塔伦特的仆人把它用于经商，并且赚到了

五个塔伦特。同样，拿到两个塔伦特的仆人也赚

到了两个塔伦特。但是拿到一个塔伦特的仆人却

把主人的钱埋到了土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主

人回来与他们算账。拿到五个塔伦特的仆人，带

着另外五个塔伦特来到主人面前，说“主人，你

交给我五个塔伦特，请看，我又赚了五个。” 

“做得好！你是一个对很多事情充满自信的

人，我会让你掌管更多的事情，现在就去享受你

的土地吧。”同样，拿到两个塔伦特的仆人，带

着另外两个塔伦特来了，他说：“主人，你交给

我两个塔伦特，请看我又赚了两个。”主人说：

“做得好！你是一个对一些事情充满自信的人，

我会让你掌管很多的事情，现在就去享受你的土

地吧。”最后，拿到一个塔伦特的仆人来了，他

说：“主人，我知道你想成为一个强人，收获没

有播种的土地，收割没有撒种的土地。我很害

怕，于是我把钱埋在了地下。看那里，那儿埋着

你的钱。” 

主人斥责他说：“又懒又缺德的人，你既然

知道我想收没人播种的土地，收割没有撒种和土

地，那么你就更应该把钱存在银行家那，当我回

来的时候连本带利地还给我。” 

然后他转身对其他仆人说：“夺下他的那个

塔伦特，交给那个赚了十个塔伦特的人。” 

“可是他已经拥有了十个塔伦特了。” 

“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使他富足；但凡没

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寓意：上世纪60年代，知名社会学家莫顿首

次将“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现象归纳为“马

太效应”。换句话说，企业经营就是要把握“抑

弱扶强”的原则。对企业经营发展而言，马太效

应告诉我们，要想在某个领域保持优势，就必须

在此领域迅速做大。当你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头羊

的时候，即便投资回报率相同，你也能更轻易地

获得比弱小的同行更大的收益。而若没有实力迅

速在某个领域做大，就要不停地寻找新的发展领

域，才能保证获得较好的回报。 

 好书推荐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

员工，你必须在实践中

不断地培养和养成好的

工作习惯。许多事实证

明：一个人无论在哪个

行业从事何种工作，要

做出骄人的成绩、获得

成功，都必须重视工作

习惯的作用和力量。只

有养成并保持良好的工

作习惯，才能最大限度

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把

事情做好。优秀员工之

所以能在他们所从事的

行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

就，根本原因就是他们

有一套好的工作习惯指

导，他们在正确的道路

上越走越顺，路也越走

越宽。 

1、有些管路舾装在制造小分段时就开始了，也叫

做分段预舾装；其它的在船舶下水后进行。 
Some piping outfitting is done when building sub-

blocks, that is, on-block outfitting; others are done after 

launching. 

2、机舱中有许多管系，像燃油系统、冷却系统、

滑油系统、消防系统，怎样识别它们？ 
There are many piping system in the engine room, such 

as fuel oil system, lubricating system, fire fighting sys-

tem. How do you identify them? 

3、是的，有很多油漆，有的适合船体水上部分，

有的适合于水下部分。 
Quite right,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paint, and some are 

suitable for above water use, and some are for under-

water. 

4、您可以靠肉眼观察。如果表面光滑、无裂纹、

不起泡，一般说是好的。但必须得到检查人员或船

东的许可。 
You can check the surface by your eyes. If the surface 

is smooth and there is no crack and is no blisters on it, 

usually the painting is good. But it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painting surveyor or the ship owner. 

5、交船前怎样对船体外板进行油漆？ 
Before delivering the ship to the owner, how do you 

paint the shell plating? 

员工图书室欢迎您 

地点：行政楼6楼 

借阅时间:周二下午 



≡客户沙龙≡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韩通是个非常讲信誉的企业，能够按期完成每个节点的任务，并且还是高质量的完成，并且在我们和船

级社以及韩通工作人员的良好合作下，海试中各项试验均能按计划圆满完成，这在同行业中还是很少见的，

我们对其所造船的质量和交船前的相关工作也比较满意。船交付后，他们会随时跟踪，及时处理我们所提出

的保单，提前与我们确认停靠港口，及时寄送备件和安排服务工程师帮我们检查问题并解决问题，而且每次

处理完之后，他们也会继续跟踪处理后的效果。我们发现，只要是前一艘船出现的问题，在下一艘船上是很

少会再次出现的，他们能够通过发现问题，并且及时改进，也帮我们减少了后顾之忧效果，售后工作相当到

位，我们甚是满意。 

       Hantong, an enterprise with high reputation, get through each milestone tasks in good quality. Under the 

cooperation with class and HT workers, we can put across every test on the sea examination. We are very satis-

fied with the quality and referred works before delivery. After delivery, they always track the following situa-

tion, if we have any problem, such as claim report, they will confirm delivery address first, spare parts and ser-

vice engineer be arranged. It’s very kind that they keep tracking though the claim has already closed. We realize 

that it won’t happen if the issue had appeared in the previous ship.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they can find prob-

lems and improve promptly, as well as help us reduce the worries behind. We very appreciate their well-done 

after-sale service works. 

                                                                                                                               ———BAOYUAN 

航行在世界各地的“韩通船舶”！ 

—————来自船东的盛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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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江苏通州李港沿江工业区    

电话： 0513-86760611   

传真： 0513-86760866 

Add :    Follow river’s Industry area, Ligang  Town,  

             Tongzhou City, Jiangsu  

Tel:      0513-86760611    

Fax:     0513-86760866 

http://www.cnhtship.com    
 

江苏韩通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JIANGSU HANTONG SHIP HEAVY INDUSTRY CO.,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