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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中庸提倡“人性”“理性”，而现代精神的许多成功实例已经证明，中庸之道的“人性”

“理性”已经不符合时代的步伐，只有大胆地想象，大胆地实践，大胆地探索，才能使科技发

展，才能推动社会进步。邓小平同志“中特理论”已经向封锁中国数千年的中庸精神开了第一

枪，紧接而来的便是无数敢于吃螃蟹的成功的人和事。究其精神实质，这些敢于吃螃蟹的成功的

人士，都是中庸的叛逆，都具有一种不安于现状的野性，当这种野性发作的时候，他们是什么也

不顾的。许多工科技领域的成功人士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他们为了理想，为了实现理想，忘我

地、拼命地工作，有时几天不吃不喝不睡，这时候原始的野性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中暴露无遗。而

正是他们这种“野性”的发作，振了中国人的声威缩短了中国与外国的距离，提高了人民生活的

水平，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人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一切动物都有的特性都有它的共性——原始野性。即使当今的

已经理性化的人，在特定环境也会产生原始的野性，这是诸多科学家和成功人士的共识。  

  人类在特定环境暴发产生的野性，在本质上和狼性中的“野味”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是指

的那种巨大的“潜能”。 团队推崇提倡的狼性文化，即是指这种推进团队发展，为社会和人类

创造效益的非凡的潜能，指这种潜能释放出来的拼搏精神。  

  狼性的四大特点：“贪”“残”“野”“暴”；都应在团队文化中得以再现，那就是对工

作、对事业要有“贪性”，无止境地去拼搏、探索；狼性的“残”用在工作中，便是指对待工作

中的困难要一个个地、毫不留情地把它们克服掉、消灭掉；狼性文化的“野”，便指这种在工作

中、事业开拓中不要命的拼搏精神；狼性文化中的“暴”则是指在工作的逆境中，要粗暴地对待

一个又一个难关，不能对难关仁慈。  

    一个团队要发展，没有这种：贪、残、野、暴的精神是不行的。如今的时代，是一个竞争的

时代，只有在竞争中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没有这种“贪、残、野、暴”在残酷的企

业竞争中就会被撞得头破血流，败下阵来。因此团队推崇提倡的狼性文化，就是要在浪尖上求生

存，浪谷中图发展。也只有这种狼性团队文化，才能在竞争中生存、发展、立于不败之地。  

  狼也，狠狠地盯住一个目标，锲而不舍、用心专一、不达目的，则不罢休。狼性如此，成功

之势定矣。 呜呼！狼性可佩可敬，人性对及此乎？  

  狼席群居，群而发之，群而进之。目标出现，群而攻之。狼对于目标之攻击，常在 群首号

令之前，便序而不乱，各自心领神会、配合默契，各司其职，有条不紊。主攻者勇往直前，佯攻

者避实就虚，助攻者蠢蠢欲动，后备者嚎叫助威„„„组织之严密人所难及，协作之精神更让人

赞佩不已。若把这种精神力量、组织力量用于企业、用之于事业，充分融入我们团队文化之中，

何愁团队不胜？何愁事业不成功！  

  团队今天之所以推崇提倡狼性文化，蕴含深意：团队的力量，团队的配合是团队深层的宗

旨！  

摘自《狼性管理华为》 

 

狼性管理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公司要闻≡ 

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HT024）上台  

The keel laying ceremony for 57000DWT 

B.C. (Hull No.:HT024) 

我司为Peter Doehle建造的57000吨散

货轮（船体号:HT024）于2010年8月31日下

午16：00在我司1号船台举行了上台仪式。

该船入LR船级社。李继念副总，船东代表参

加了该仪式。 
At 4:00 p.m. on 31stAug, the keel laying 

ceremony of  57000DWT B.C.（HT024）had 

been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on No.1 slipway of 

Hantong shipyard. The vessel is built for PD. 

The carrier has been Class approved by LR. Mr 

Li jinian—vice general manager and the shi-

powner's representative attended this ceremony. 

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HT049）成功下水 
Successful launching of 57000DWT B.C.

(Hull No.:HT049)   

我司为DA SIN船东建造的57000吨散货

轮（船体号HT:049）于2010年9月8日下午

15：00在我司1号船台举行下水仪式，该船

入CCS，计划于2010年11月15日交船。陈林

军常务副总及船东代表参加了该仪式。 

At  3:00  p.m.  on  Sep  8,  2010,  the 

57000DWT Bulk Carrier(HT049) of DA SIN 

was successfully launched on the No.1 slipway, 

which is scheduled to be delivered on Nov.15, 

2010,the class is CCS . Executive vice general 

manager Mr. Chen Linjun from Jiangsu Han-

tong Ship Heavy Industry and the shipowner's 

representative   attended this ceremony.  

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HT038）成功命名及交船  
naming & delivery ceremony of 57000DWT B.C. 

(Hull No.:HT038)  

2010年9月7日江苏新韩通船舶重工有限公司迎来

了又一个值得庆祝和纪念的日子—HT038的命名及交

船仪式。该57000DWT散货轮为我司为德国CONTI 船东

建造并交付的第二条散货轮，该船被命名为“POS 

ALEXANDRIT”. CONTI 船东副总裁奥布梅拉先生和监

造公司BBG董事霍伦巴克先生和英国劳氏船级社中国

区经理Alan Swinbank 和Alan Williams参加了该仪

式并发表讲话。仪式结束后，船东船检代表等参观了

该船，并给予很高的评价。2010年9月8日下午2:00在

新韩通会议室签订了该船的交船文件。至此，该船成

功交付。 

The day, 7th Sep. of 2010, is a very important day for 

Jiangsu New Hantong Ship Heavy Industry Co., Ltd on 

which the christening and delivery ceremony of HT038 is 

held. This is the second 57000DWT B.C. we built and 

delivered to CONTI and named” POS ALEXANDRIT”. 

Vice president of CONTI Mr. Obermeier, Managing direc-

tor of BBG Mr. Hollenbach and central China area man-

ager Mr. Alan Swinbank and Mr. Alan Williams attended 

the ceremony and gave a speech. Later, Mr. Obermerier 

and other guests visit the vessel and gave a high evalua-

tion. At 2:00 p.m. on 8th Sep. 2010, both parties’ represen-

tatives signed the delivery document. The vessel is suc-

cessfully delivered.  



≡公司要闻≡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HT079）开工仪式 
The steel cutting ceremony for 57,000 DWT Bulk 

Carrier (Hull No.:HT079)   

2010年9月10日上午10：00，我司为Peter 

Doehle建造的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HT079）

在我司新船体车间举行开工仪式，该船入GL船级

社。陈林军常务副总、及船东，船级社代表参加

了该仪式。 

At 10：00 a.m. on 10th Sep, 2010, the steel cut-

ting ceremony for 57000DWT Bulk carrier (Hull 

No.:HT079),which is built for PD has been success-

fully carried out in our Hull workshop. The vessel is 

classified by GL. Mr. Chen Linjun—executive vice 

general manager, the representative of shipowner's 

representative   and class attended this ceremony. 

55000吨自卸散货轮（船体号：HT080）上台仪式 
The keel laying ceremony for 55000 DWT Bulk 

Carrier Transhipper(HT080) 

我司为意大利船东COECLERICI集团建造的

55000吨自卸散货船（船体号HT080）于2010年9

月16日上午10：00在我司3#船台举行上台仪式，

该船入意大利船级社，代理公司为苏美达贸易公

司。HT080为该项目系列船中的第1条，将于2011

年交付船东。陈兴副总，船东代表及船级社代表

参加该仪式。 

55000吨自卸散货轮（船体号：HT081）开工仪式 
The steel cutting ceremony for 55000 DWT Bulk 

Carrier Transhipper (HT081)  

我司为意大利船东COECLERICI集团建造的

55000吨自卸散货船（船体号HT081）于2010年9

月16日上午10：30在我司船体车间举行开工仪

式，该船入意大利船级社，代理公司为苏美达贸

易公司。HT081为该项目系列船中的第2条，将于

2012年交付船东。陈兴副总，船东代表及船级社

代表参加该仪式。开工点火后，共同签署了开工

文件。 

At 10:30 a.m. on 16th Sep., the steel cutting 

ceremony for 55000DWT Bulk Carrier Transhipper

(HT081) had been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in hull 

shop. The vessel is built for COECLERICI and ap-

proved  by  class  RINA.  Trading  house  is-

SUMEC.HT081 as the second one of  series vessels 

will  be  delivered  in  2012.Vice  general  manager 

Mr.Chenxing, together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ship-

owner and class attended this ceremony, and co-

signed the keel laying documents. 

At 10:00am, 16th , Sep, the K/L ceremony for 

55000DWT Bulk Carrier Transhipper(HT081) had 

been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on No.3 slipway of 

Hantong shipyard.  The vessel  is  built  for  COE-

CLERICI and approved by class RINA. Trading 

house is SUMEC.HT080 as the 1st project vessel will 

be  delivered  in  2011.  Vice  general  manager- 

Mr.Chenxing, together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ship-

owner and class attended this ceremony. 



≡公司动态≡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我司承建的如东30MW潮间带试验风电场项目 

16台风电机组全部安装完毕 
16 wind turbine in RuDong intertidal wind 

project was finished installation 

江苏龙源如东30MW潮间带试验风电项目由江

苏龙源海上风电项目筹建处投资建设，该项目位

于如东环港外滩离岸3至7公里的潮间带区域，总

装机容量3万千瓦。首批两台1500千瓦风力发电机

组于2009年10月20日并网发电成功，日前，该试

验风电场项目16台风电机组全部安装完毕.  

潮间带风机施工在国内外都无先例可循，在

施工过程中，不仅要克服潮汛、台风等恶劣自然

条件的影响，还要解决大型设备的运输和移位、

大吨位风机吊装，线路送出距离长等技术难题。 

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此次海上风电场项目

16台风电机组全部安装完毕开辟了全国近海及潮

间带风电开发的新篇章，对中国海上风电发展提

供了科学的分析数据。 
        Jiangsu  LongYuan  RuDong  30MW  offshore 

wind power project has been invested by Jiangsu 

LongYuan wind power Group, The project is located 

in RuDong 3 to 7 km offshore bund of intertidal area, 

with a total installed capacity of 3 million kilowatts. 

The first two 1.5MW wind generators were success-

fully combined to the grid in October 20th in 2009. Up 

to now, 16 wind turbine in RuDong intertidal wind 

project has been finished installation. 

There was no Intertidal fan construction experi-

ence can follow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which the 

team has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such as typhoon, 

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conditions ,large-tonnage fan 

hoisting, long lines distance. 

Under the support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16 

wind turbines have opened the new development 

charter of the offshore and intertidal zone in China, 

and  also  provide  scientific  analysis  of  data  for 

China’s offshore project. 

公司组织船员“四小证”培训  
  The crew training organized by our company 

为了全面提高公司船员海上急救、船舶消

防等方面求生知识，保障海上船舶施工安全，

船机部组织公司各船长、轮机长船员于8月30

日—9月10日参加“四小证”培训。培训内容

为：海上求生、救生艇筏操纵、船舶消防、海

上急救、船员个人安全与社会责任等。聘请南

通市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多名有资质的教师进行

面授，通过理论授课、实操演练和理论考试三

个步骤贯穿培训的全过程，使参加培训的船员

真正掌握轮机管理、船舶驾驶、海上急救等实

际操作机能。通过这次船员培训，我司船员各

方面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对我司海上

船舶作业生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knowledge of Marine 

survival,  the  safety department organized crew 

training from August 30 to September 10th. The 

training as follows: survival, sea lifeboats raft ma-

nipulation,  shipping,  offshore  emergency  fire 

fighting safety and perso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etc. Through this crew training, our crew can not 

only get the knowledge of marine survival, but 

also improve their quality comprehensively, which 

the extremely vital significance for our Marine 

operations security. 



≡公司动态≡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HT079）开工仪式 

特殊工种考试报道 
Report from special trades tests 

 自去年以来，公司大力推行“打造学习型组

织”的企业管理理念，高度关注专业技能的培训

工作，把专业技能的提升看作是加强企业管理的

重要一环。经过两个礼拜的准备，于近日进行了

特殊工种理论考试。8月24日至27日，分别推进

了行车工、电工、起重指挥、叉车工四个工种的

理论考试。这次考试共有400多人参加，并初步

定于9月进行实践考试。 

 公司领导对这次考试高度重视，人事科、设

备保障部对考试全程进行了严格的监督。在考试

中，人事科科长及设备保障部的相关领导亲临考

试现场、严格考场纪律，确保技能考试的有效推

进。我们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必定能实现

公司打造学习型组织的理念！ 

 Since last year, our enterprise has vigorously 

promoted management idea of forging learning or-

ganization, highly concerned professional skill train-

ing. Promotion of professional skill also is regarded 

as the key to the enterprise management. 

 After preparation for two weeks, theory exam 

has been carried out recently. From Aug24 to Aug27, 

theory examination of crane operator, electrician, and 

jack-up operator, forklift operator   were separately 

promoted. More than 400 workers attended this ex-

amination .The relevant practice exam to be taken in 

Sep. 

 Leaders all pay high attention to this examina-

tion, which will strictly supervised by HR and facili-

ties Depts. During this examination, Head  Personnel 

Branch and relevant leaders from facilities department 

will be present the exam site to make sure discipline 

strict and good promotion of examination. We do 

believe that idea of establishing earning organization 

would come true with our joint efforts. 

《时间管理与高效工作》培训 
《time management and efficient work》training 

培根说过：“合理安排时间，就等于节约

时间。” 2010年9月11日我司精心组织了《时

间管理与高效工作》培训，韩通、新韩通、海

洋水建、文景国际大酒店部分管理人员和大学

生参加了此次培训。 

此次培训是由聚成的杨士旻老师讲解，杨

老师从时间的定义及特性，时间管理的定义，

时间管理的注意，时间管理的技巧讲述了时间

管理与高效工作之间的联系，如何把握好时间

达到高效率的工作，以及罗列出在日常工作中

所浪费的时间的几大事由。最后老师提出几种

时间管理法：艾维.利时间管理方法；20/80时

间管理法；生理节奏法；并建议同时做两三件

事情、化整为零、善用省时工具。培训过程

中，老师以互动、趣味的演讲将知识传授给我

们，整个培训轻松愉快，学员们认真听讲，积

极参加互动。培训课程结束后，同事们感受到

时间管理与高效工作对自身如何有效率的工作

有很大的提高，如何更好的管理自己在工作中

的时间。 

每天不浪费或不虚度的那点时间，即使只

有五、六分钟，如得正用，也可以有很大的成

就。通过此次培训我们懂得时间管理不是约束

我们，使我们失去自由；而是协助我们掌握时

间、善用时间，赚取更多的财富，获得更多的

自由，以享受我们美好灿烂的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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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我公司为EL.AN船东承制的首艘55000吨自卸式散货轮HT080的首个双层底分段224+234于2010年8

月26日在涂装车间二期冲砂房成功完成二次表面处理后的交验（达到做油漆状态），这是我公司在推行

PSPC新规范以来，从钢材预处理、分段制作、分段涂装阶段二次表面处理交验达到PSPC规范要求的首对

分段，此分段的成功交验意味着船东对我公司各阶段建造质量的肯定，给所有建造人员对未来的挑战带

来了足够的信心。 

  在此对分段成功交验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由于经

验不足带来的弊端，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建造过程中要

引起各级建造人员的足够重视、加以避免并得到改

进。在今后的建造过程中，我们要努力做到每道工序

完成之后的自检、互检，确保每一个产品流到下一道

都是合格产品。如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有公

司领导的高度重视，有所有建造人员的共同努力，我

们有足够的信心完成该船的建造任务。 

 在当今造船业强制执行PSPC标准的形势下，我们只有

在“内练”上下苦功，真正求得过硬的产品质量，才

能不被淘汰出局，才能真正立足造船强国之林！ 

On 26th Aug. 2010, the first double bottom 

block of 55000DWT Bulk Carrier Transhipper

(HT080)which is built for EL.AN, successfully 

accepted after the second surface treatment in 

coating shop.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satisfied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PSPC from pretreat-

ment  ,block  fabrication  to  coating  since  we 

prompted PSPC . The acceptance indicates that 

our construction quality is appreciated by ship-

owner, which also makes us more confident to 

face the future challenges 

.Meanwhile, some deficiencies are exposed 

due to the lack of experience during the inspec-

tion which need u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avoid 

and improve during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There-

fore, we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complete rele-

vant inspection after every process, to ensure that 

every product is acceptable. Thus we strongly be-

lieve that, with high attention from our leader and 

joint efforts from our workers, this ship will be com-

pleted in time and with good quality. 

In the situation of acting PSPC, only working hard 

on quality does make us stand in the line of ship-

building industry. 

我司首个PSPC分段顺利交验 
Successful acceptance of the first PSPC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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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韩通船体车间的投入使用，总组场地300T行车正按照计划进行安装，硬件设施的改善

无疑是给新韩通生产注入新的动力，面对当前生产形势，我们组织召开了新韩通工艺改进第三次

会议，并对工艺改进、工序前移提出新的要求及标准，确定了以各科室、各部门为单位，充分发

动基层员工以及施工队积极性，共同推进工艺改进、工序前移，可以看出通过广大员工以及施工

队的努力，推行效果比较理想，而且广大员工都积极行动起来，对工艺改进提出许多非常合理的

建议： 

    推行定置定点管理，针对新船体车间投入使用，对新车间所有设备、胎位、人员进行定置，

避免设备、人员等重复移动，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这一措施也受到施工队的广泛欢迎，另

外对各主要生产区域，我们也重新进行规划，根据实际情况推行定置定点管理。 

    提高模块应用，如：机舱底层盆舾装工艺已经开始实施， 通过从当前施工的情况来看，机

舱底层区域管系进入安装，海水箱、舱室完整性结束，将机舱底层分段按照模块进行整体建造，

有效提高了下水状态，这将作为工艺改进的重点项目继续推行下去；另外182+192分段进行整体

建造，脱胎后进行翻身，对甲板系泊件及管系进行完善。 

    生产资料改进，减少生产资料浪费，我们对板片吊装工艺进行改进，取消分段预制阶段板片

吊耳，制作工装件，减少吊耳材料的浪费，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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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部分舾装件以及脚手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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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各工序、各生产阶段需达成目标的文件，如：我们已经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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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几次会议的讨论，我们总结出许多改进的内容，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组织公司各生产一线部门的员工及施工单位进行座谈，扩大范围，让更多的人参与进

来。 

                                                          新韩通陈伟伟 供稿 

工序前移、工艺改进（三） 
Process forwarding and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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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圣主任，您好。您是什么时候加入韩通的？又是何时担任总装车间主任的呢？ 

圣卫兵：我2006年6月12号加入韩通这个团队的，一直在舾装车间担任车间主任，直到2009年

9月8号才调任总装车间主任一职。 

编  者：在这一年里，总装车间得到了很多积极的改善，已经成为韩通优秀的车间之一，可

否将您的管理心得与大家分享一下？ 

圣卫兵：总装车间之所以得到许多积极的改进，是我们全体总装车间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

不是有人说过嘛“没有优秀的个人，只有优秀的团队”，我觉得很有道理。 

编  者：您太谦虚了，我们知道车间的管理工作主要分为本工管理和外包管理，而外包管理

显得尤为重要，您可以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一下外包管理的方法和心得呢？ 

圣卫兵：外包管理的原则是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外包队伍，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把外包

管理工作做好。我举一个例子，在承包分配上，我们先用科学民主的方法让每一个外包队共同参

与对每个分段的承包额评估，从而使得每个分段的承包额更加科学合理。然后将全船的分段公平

地分成几个组，将每一组分段承包给一个施工队，这样大家都觉得很公平合理，心里的顾虑也打

消了。 

编  者：施工队与所承包分段的这一组合是固定的还是轮换承包不同组的分段的？、 

圣卫兵：这个组合基本是固定下来的，根据施工队劳动力情况，车间会会区分和协调。因为

这样两条船做下来，各个施工队对所承建的分段已经非常熟悉了，也可以举一反三地将一些问题

在下一条船上避免掉，这对我们的产品质量和生产进度都非常有帮助，从而提高各施工队的利润

空间。俗话说，熟能生巧么！ 

编  者：您能再和我们谈谈在外包管理中如何对产品质量、生产节点、现场安全和设备使用

进行有效的管控么？ 

圣卫兵：具体的管理细节很多，我主要介绍一下我的管理思路。同样我也举一个例子，在生

产节点的管控上，我们每周都会对外包计划节点责任人（外包队的项目经理）进行评比，对表现

优秀和完成率最差的项目进行奖罚，奖罚额度相当，如果连续三次最差将责令外包劳务公司将该

项目经理撤换。这样施工队的管理水平很容易就显现出来的，优胜劣汰，培养有能力的劳务队，

淘汰或缩小较差的队伍。质量和安全的管理也是如此，调动外包队伍的工作积极性至关重要。 

编  者：相对外包管理，本工管理可能会较容易一点，那您再和我们分享一下本工的管理心

得吧。 

             
 

 

 

 

浅谈车间管理 

———访总装车间主任圣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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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卫兵：首先我们将公司的节点计划分解到日计划，每天晨会对昨天的项目进行确认，对当

天的任务进行布置，并说明需要哪些资源协助完成。这样大家都对自己的工作内容清清楚楚，都

知道要改做什么，什么时候要做完，有问题找谁协调解决。目前我们每条船配一名主管及两名质

检员，由单船主管对各外包队项目经理进行考核与管理，由质检员对外包队质检员考核和管理，

这样层层分级负责，职责明晰，赏罚分明。这样一来，单船主管既有压力又有动力。 

编  者：那您是如何让车间员工保持活力和积极性的呢？ 

圣卫兵：我们主张能力为导向的用人机制，给每一位员工平等的竞争机会： 

     无进去精神，不能主动开展工作，原地踏步的，坚决不用； 

     敢于主动做事，但犯一些小错误的，培养使用； 

     既能主动开张工作，又能取得积极成果的，重用。 

编  者：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谢谢圣主任为我们分享这么多的宝贵经验。 

圣卫兵：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希望和大家的管理理念有一个碰撞和交流，让大家相互都

可以得到更多的改进。 

编后语： 

在与圣主任交谈的近两个小时里，我看到他的手机只响了两次，一次是外包队项目经理请2个

小时假的短信，另一个是其他车间打来的电话。总装车间繁杂的工作并没有使他显得忙碌不堪，

倒是有一丝清闲。 

韩通的外包工大概是本工的4倍，劳务队构成了生产的主要力量。如何调动劳务队的积极性是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通过对总装车间的了解，不难发现，去为外包队营造一个公正、公平的竞

争环境，真正做到一碗水端平，这才是管理劳务队的土壤。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形成一个良性

循环，管理自然显得轻松。外包管理任重而道远，需要广大的管理者去探索、去发现、去实践。 

部门员工管理同样如此，给每个人成长的机会，明确部门用人的原则，让员工知道公司在鼓

励什么行为，禁止什么行为，即时奖罚。明确职责和授权范围，员工感觉到的不仅仅是工作的压

力，更多的是工作的灵活性和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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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了，掖好儿女的衣被，带着妻子的温磬而来； 

我来了，刷完餐桌的碗筷，装着父母的唠叨而来； 

我来了，辞别师友的聚会，背着课堂的行囊而来； 

我来了，花前月下的别离，印着恋人的香唇而来。 

没有华彩曼妙的祝辞，没有火红年代感人的欢送， 

静静的来到――——韩通，这片热土。 
 

听，流利的英语从营业部传来， 

我们时刻把握国际市场的脉搏； 

看，熙攘的生产部里人头攒动， 

我们精心的策划和周密的安排。 

当肆虐的台风带着狂滔袭来， 

我们无所畏惧，始终站在码头前沿，为您筑起一道铜墙铁壁； 

当挑剔的船东带着疑惑到来， 

我们不厌其烦，精湛的技艺和优质的服务，令他们满意折服。 

 

纵横的沟壑，怎敢阻滞我们前进的步伐； 

漫天的尘沙，岂能迷失我们建设的方向。 

我们与焊机约会，五彩的火花搭建巨龙崛起的雏形， 

单调的工作，捧起自己的报刊，其乐陶然； 

我们和门机为伴，壮观的景象彰显企业腾飞的希望， 

枯燥的生活，燃起心中的篝火，舒适休闲。 

当成型的模块准确定位，我们忘却了连日的辛劳； 

当起航的笛声嘹亮鸣起，我们看到了胜利的礼花。 

 

在平凡的工作中， 

我们图腾励志，创造着震撼的业绩； 

在沉默的生活中， 

我们蓬勃心跳，敲响了喧扬的锣鼓。 

当一艘艘巨轮推开了千层的波浪，驶入江中， 

天边的白云捎来双亲的问候； 

当一艘艘巨轮满载着韩通的盛情，踏上征程， 

苍穹的星光带来妻儿的微笑。 

 

等到三年、五年、十年…… 

我们毅然挺起不屈的脊梁，坚定必胜的信念。 

用我们的青春与热血撑开一片蓝天画卷， 

在三尺的工作岗位上，留下无悔的人生轨迹； 

用我们的智慧和豪情擎起一支开拓篆笔， 

在中国的船舶历史上，书写精彩的创业诗篇。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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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韩通安环部   陈和平 

企业必须高度重视班组安全教育。在我们船舶修造企业中，班组长的位置

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班组长涉及岗位的一线，直接管理、布置每名施工人员的

施工任务，所以班组长必须具备在布置生产任务的同时，熟悉施工工艺、安  

全注意事项及安全生产危险预知、告知并讲解给每名施工人员。在施工前要积

极、主动地组织组员学习安全知识和事故通报，认真负责地做好班组安全思想

教育工作。 

班组长应结合本班组所负责区域的工作内容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安

全思想教育，注重安全思想教育的层次性、趣味性；注重疏通引导、因人制

宜；注重针对性、权威性；注重有效性、实用性。把安全思想教育与实际工作

密切结合起来，进行学习讨论，分析原因，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警惕，

防患于未然，以保护人的安康，尊重人的生命为己任。在教育方法上应采取寓

教于乐，喜闻乐见的实际可行的方法，鼓励组员踊跃发言，多提宝贵意见建

议，同心协力把班组安全工作做得更好。 

加强班组安全思想教育是安全生产的基础，只有从思想上认识到安全工作

的重要性，经常用案例教育员工、用培训提高员工、用制度约束员工、用检查

督促员工、用措施保护员工，才能在工作中真正做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原则，才能使安全生产扎实有效。从“给我安全”向“我要安

全”个人行为转变、迈进及思想、理念的转变。企业能够给你一个良好的工作

环境，使用制度进行监管、约束你个人不安全的行为。但改变不了你的思想根

部上的行为意识。思想是一切事物的原动力，只有你个人的思想才能给予、指

导你的行为。所有安全教育应强化班组思想教育，灌输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的

重要性、必须性，再加上外围综合管理，使安全达到内外相结合综合教育、引

导，只有这样才能使现场每位员工能彻底了解安全，理解安全，要安全的主动

积极性。施工现场才能营造一个和谐、健康、安全、良好的工作氛围。才能达

到最终目标，人人都安全，事事想安全。因此，安全思想教育绝不能忽视，更

不能有半点松懈。 

“班组5分钟安全防范法”就是指生产班组每天利用上班前5分钟，班组长

带领全班组人员对本班组的各种有关设备、电器设施，各种吊夹具、钢丝绳、

纱绳索、生产场地、定置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安全检查，认真检查不安全因

素，及时消除事故隐患，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后再进行生产作业。下班前5分

钟，班组长再次组织全班人员对上述必检项目彻底检查一次，如果查出不安全

因素，立即整改保证隐患不过夜，这种做法长治以往定能保一方平安，保证了

一个良好的施工氛围，现场安全文明施工。保障了每名施工人员都能开开心心

来上班，高高兴兴把家回。 

企业最基层的单位就是班组。为了班组安全生产，各部门都应要针对其生

产特点想方设法制定一系列可行的安全防范措施，为班组的安全生产保驾护

航。 

班组安全思想教育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33/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33/
http://www.aqp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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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天地 

企业信息化已被大多数企业家普遍认同，几乎所有的现代化企业都已经或正在把企业信息化作

为企业发展的战略之一。作为推动和实现企业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手段和必由之路。信息化办公给我们日常工作带来便利和效率，掌握一些常用软件安装使

用方法必不可少。 

常用软件自助安装方法 

进入共享服务器目录\\192.168.1.253\办公软件\soft，运行Softprep.exe选择所需软件后点击“自

动安装”。一键还原、解压缩、office2007、输入法、PDF阅读器、foxmail、杀毒软件、安全卫士为

必装软件，其他软件根据需要自选。 

布谷鸟安装与使用 

布谷鸟是一款功能非常强大的企业通讯软件，并且免费，已经在韩通得到很好的推广。首次安

装进入服务器目录\\192.168.1.253\办公软件\布谷鸟，运行dotnetfx.exe安装.NET2.0运行库，已经安

装过AutoCAD2007或者布谷鸟旧版的可跳过这一步，然后运行布谷鸟2010客户端.exe安装。运行布

谷鸟2010，没有账号的点击“创建新用户”输入布谷鸟服务器的IP地址192.168.1.10，输入名字的

拼音点击下一步，输入真实姓名、性别、密码、选择所在部门完成注册，已有账号密码的跳过这一

步。点击布谷鸟面板“登陆”，输入服务器地址“192.168.1.10”、用户名、密码登陆成功。一般

软件问题可通过布谷鸟远程协助解决，打开和IT成员对话窗口点击远程协助待对方同意后点击“运

行控制”，耐心等待方可解决问题。 

浪潮ERP安装 

进入共享服务器目录\\192.168.1.253\update\浪潮安装程序\Install，运行setup.exe按默认方式一

步一步安装完成，然后将\\192.168.1.253\update\目录下的MYGS_PSERIES文件夹覆盖到ERP安装目

录，比如：C:\GENERSOFT，覆盖完成方可正常使用ERP各项功能。 

物流辅助安装 

进入共享服务器目录\\192.168.1.253\update，运行物流辅助系统_安装程序.exe，按照默认方式

安装即可。 

AutoCAD2007安装 

AutoCAD2007为公司常用版本，共享中的版本比较完美。打开共享服务器目录\\192.168.1.253

\办公软件\AutoCAD2007\Bin\acadFeui，运行acad.msi开始安装，输入任意序 号，一直下一步完成

安装。 

韩通Email使用及Foxmail设置 

使用韩通邮箱可以用各种 WEB浏览器登陆，比如 IE、firefox、chrome，登陆地址为 http://

mail.cnhtship.com。也可以使用各种邮件客户端，比如outlook、foxmail，以foxmail为例，首次运行

会出现向导或者再foxmail界面中点击“邮箱”进入“新建邮箱账户”，输入邮箱地址及密码后进入

下一步，接收邮件服务器 (POP3) 地址为 mail.cnhtship.com，发送邮件服务器 (SMTP)地址为

mail.cnhtship.com，下一步完成。 

电脑保养 

电脑长时间使用后，键盘鼠标积累了大量灰尘和污垢，不但容易损害还对健康不利，所以要定

期清洁键盘鼠标。下班时大部分人都关闭了电脑，但很多人没有关闭显示器电源，这样影响显示器

使用寿命，长时间离开也要关闭显示器. 

电脑保健 

长时间使用电脑不但有辐射危害，还容易对手部、肩部、颈椎、腰椎、眼睛等造成损害。建议

每一小时活动片刻，远眺放松一下眼睛。常喝绿茶和菊花茶不但能防辐射，也能缓解眼睛疲劳。 

欢迎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愿意积极改进，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 

我们的目标：关注细节，提升服务品质，打造信息化韩通！ 

文/韩通人事行政部 IT         钱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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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天地 

  文/苏通船务 程建新 

现如今“创新”二字已经贯穿于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创新已成为企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的不二之
选。中国有多如牛毛的大小船厂，几乎每家船厂又因为多方面的考虑而大量使用分包商，来完成船舶制
造的各个工种的生产任务。船厂由于船价爬升无力，原材料及配套产品的价格、劳动力成本等都有上涨
压力，两相挤压致使船厂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船价和原材料价格是船厂无法左右的，在人力成本以外
的降本增效的同时，如何通过分包商管理创新来提升效率，增强分包商的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继而使船
厂实力增强已经刻不容缓。 

近年来，由于船厂硬件条件的改善，以及船舶建造管理软件的逐步推广，川崎、三星等在中国合资
船厂的生产模式逐渐被学习运用，国内先进船厂的效率已经大幅提升，特别是一些现代化造船厂的船台
（坞）搭载周期等已经逐渐接近日韩先进水平，譬如53000DWT散货轮，中远川崎16个工作日船坞周期，
中船澄西32天船台周期等。但是，在建造工时、耗用电能、动能等方面，我们与日韩还有相当大的差
距，而且是惊人的，这里面起决定性因素的，就是占船厂员工总数75%以上的分包商管理水平低下，效
率低下所致。 

造成这样局面，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原因之一，各造船厂基础管理薄弱，没有学习到现代化造船模式（精益造船）的精髓，无效劳动时

间占比过大，如无效的转运、起吊、翻找，质量意识淡薄和不适岗员工过多造成大量无效的质量修正，
以及原材料采购计划与生产计划不匹配，材料切割、分段制作、涂装、搭载计划之间不匹配造成等工、
窝工等。 

原因之二，按吨位（模块）结算的方式使船厂没有减少耗用工时的紧迫感。由于船市火爆，大量的
船舶订单使船台船坞周期十分吃紧，船厂纷纷要求分包商大量增加人员数量来抢船台(坞)周期，再辅以
加班加点，甚至24小时作业的方法，造成本已经管理脱节的分包商大量的工时浪费。我国大部分船厂与
分包商采用的是按吨位的结算方式，大分包商又将之按吨位转包给小组。还是以53000—82000DWT散货
轮建造为例，目前，大部分船厂的劳务成本预算普遍在2100万至3000万元之间，由于是按吨位或者模块
结算，工时浪费对劳务成本预算基本没有关联，至于，由于工时浪费造成的电能、动能浪费，在船价高
企带来的高额利润和造船周期紧张两者之间，船厂或无暇顾及，甚至忽略不计。这样，船厂甚至大分包
商对工时浪费已经没有急需改变的冲动了； 

原因之三，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不作为及人本观念的缺失，没有让船舶企业及分包商企业
意识到大量用工带来的用工风险。因为业务关联地之便，笔者每年对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船舶劳务企业进
行调研，大型分包商的利润占劳务产值的-5%—25%之间，很多利润在亏损线上下徘徊的分包商只能以年
底向船厂打报告，乞求船厂补贴而艰难度日和维持企业老板 的**总经理头衔。而这样比例的“利
润”，是建立在分包商没有按照《劳动合同法》给予员工合法权益的基础之上的，大量的分包商员工除
了基本工资以外，没有任何福利和津贴，甚至工作服、安全帽、过滤式口罩等基本劳防用品都得不到保
证。如果分包商依法给予员工加班工资、带薪休假、五金一险、特殊工种津贴等等福利，每位员工将增
加分包商成本（最终大部分可能还是船厂成本）10000元以上，也就是25%的所谓“利润”已将归零。随
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用工成本必将大幅上涨。大量用工的
风险还体现在工伤成本的大幅提高，以及职业危害等潜在的巨大风险上。 

原因之四，分包商管理者普遍出自草根，文化程度低、管理意识淡薄、缺乏危机感、社会责任感不
强、赌博和贪图玩乐享受是此类人群中大部分人的普遍写照，至于小组承包的承包人则以手下人数多少
论英雄，这样的管理者群体，决定了分包商生产管理的原始、粗放及无创新。以小时来计算劳务工工资
的方法，基本没有对小时完成物量进行统计考核，现场领班又普遍缺乏考核意识，这样的土壤使工人养
成了“混工时”的不良习惯。加之90后进入造船工人行列的越来越少，员工荒近年来在造修船厂也越来
越严重，为了使来之不易的员工不被考核和规范管理而“吓走”，睁只眼闭只眼，得过且过成了很多分
包商的下下之选。所以，现在很多分包商的生产效率不是提高了，而是下降了，员工的自觉工作意识甚
至和90年代已经无法相提并论。分包商效率低下，造成生产计划无法按时完成，各道工序间一拖再拖，
使大节点计划无法完成，而使企业无法再交期内交船；分包商效率低下，利润微薄，造成高素质员工流
失，安全、质量失控，这样很多造船厂就是因为这样的双重拖累，造成船厂无法按期交船，甚至造成船
东弃船弃单。 

所以，船厂和船厂分包商如何根据我国的国情民情，有选择地学习日韩和国内先进船厂精益造船模
式和管理，尽快革新整个船厂分包商行业的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水平，通过工艺工法改进提高效率已经
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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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情节： 

“一个寒冷的冬天，一只青蛙跳进了盛有温水的铁锅里，而铁锅下正在生起着小火，刚

开始时，青蛙还悠然自得，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归宿，沾沾自喜，无比的自豪。随着

时间的推进，等到发觉不妙时，它的体能已随着水温的升高而耗费殆尽，最后，再也跳

不出来”。 

教训： 

“第一、青蛙的场所本该在水塘或禾田之中，而它却跳进了本不该它去烧烤着的铁锅

里，是“违章”；第二、面对正在升高的温水而悠然自得，对可能导致的灾祸估计不足

或根本未察觉，是“麻痹”；第三、身处险境而不自知，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最

终等待它的结局只有一个——死亡。” 

抱怨，不能解决

任何问题，也不能让

你 成 为 受 欢 迎 的 员

工，反而还会阻碍你

的 前 进。只 有 不 抱

怨，才能够创造更高

的业绩，才能够让你

自己更受益！ 

与其抱怨，不如

改变自己的心态，努

力工作，用自己的行

动点燃人生的蜡烛，

照 亮 通 往 成 功 的 旅

途。从现在开始，停

止 抱 怨，努 力 工 作

吧！ 

每一天，都要全

力以赴，全心全意地

完成自己的工作。工

作是我的生命，是上天赋予我的使命。 

每一天，都要停止抱怨，让自己拥有一个好心

态。 

每一天，都要把工作当作成一种乐趣。 

工作中，我们要做一个强者，遇到挫折，绝不

气馁。我们的口中永远没有“不可能”！ 

工作中，永不推卸责任。面对任何失误我都会

勇于承担，因为我们知道：推卸责任是一种比失误

更严重的错误。 

工作中，要时刻做到与公司共同成长，和所有

的同事齐心协力，只要共同努力，我们才会双赢，

才会取得胜利！ 

员工图书室欢迎您 

 好书推荐 

１、这间舱室有这么多的泵，用在什么上的？
There are so many pumps in this room, what are they 

used for? 

2、热交换器是用于冷却的吗？Are the heat ex-

changers used for cooling? 

3、首先要镗孔，然后安装尾轴管，接下来装炮

铜或白合金制的轴承套。 
First you need the boring for the shaft, then install 

the stern tube into the grooves. These strips support 

the shaft. 

4、现在许多螺旋桨都是无键的，用液压来拆

装。Now many propellers are keyless, so we install 

or remove a propeller by hydraulic pressure. 

5、你们船上电缆的铺设是由船厂的电工人员完

成的吗？ 
Are the electric cables laid out by your shipyard 

electricians. 

6、一般来说怎么保护电缆免受损坏？ 
Generally, how are the cables protected from dam-

age?  

7、轴的尾轴承安装顺续如何？ 
How do you install the afterward bearing of the 

shaft? 

8、通常有两种：往复式和离心式。 
Usually there are two types . One is called the dis-

placement pump and the other is called the  centrifu-

gal pump. 

9、为什么需要压缩空气? 
Why do we need compressed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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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协力推进审计工作 
                                          ———文/审计部部长   胡美莲 

    内部审计是由公司内设的审计机构从公司内部财务制度、工作流程、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

情况进行的审计监督。内部审计具有不同于外部审计的特征，只在企业发展中发挥着监督和纠

正的作用。 

内部审计主要为公司强化管理服务，也决定了内部审计的范围必然要涉及到单位经济活动

的方方面面，既要进行内部财务审计和内部经济效益审计，又要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

况进行审计，除事后审计外，更侧重于事前、事中的审计。内部审计的范围包括企业的会计核

算、货币资金收付、采购与付款、存货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筹资、对外投资、预算管理、成

本费用控制等等。 

审计工作主要有两个作用：制约作用和促进作用。 

（一）审计的制约作用：审计通过发现和制止、处罚等手段，来改进公司经营活动中各种

消极因素，有助于各种责任的正确履行和公司的健康发展。 

  1．发现背离公司发展方向的行为。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各个部门车间的工作准则，

各部门车间应该严格执行。审计通过检查监督，就能发现被审计单位贯彻执行制度情况，就能

发现和制止范围公司制度的行为，有利于公司健康的发展。 

  2．检查公司内部各种资料中的错误情况。会计资料及其他各类资料，应该真实、正

确、合理、合法地反映公司经济活动的事实。通过审计的检查监督，不仅可以发现公司资料中

的错误和舞弊，同时可以提高公司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和公司整体管理水平。 

(二）审计的促进作用：审计通过调查、评价、提出建议等手段，来促进、服务公司的高速

发展，有助于公司管理水平和绩效的提高。 

1．促进管理水平和工作绩效的提高。通过审计可以发现影响被审计科室工作绩效的各种

因素,并针对问题的所在提出切实可行的改善措施,这样就有利于被审计单位管理水平的改善和

绩效的提高。 

2.促进内控制度建设和完善。通过对内部控制制度审计和评价，可以发现制度本身的完善

程度、履行情况及责任归属等问题，并反馈信息，以促进内部控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正确的

执行。 

在8月份的审计工作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及时改正： 

①采购原料有未经过质量部检验直接入库的情况。②出现成套机电设备入库前未开箱验收，只

注意外包装是否完好的情况。③检验报告未随发票和入库单一起流转，致使财务部门入账、付

款时无法对其质量检验情况进行审核。④采购合同不能及时交财务部，部分09年签订的合同至

今未交，有的合同缺少会签表，有的为复印件。⑤库存管理、存货核算、账务三个系统中的存

货数量、金额均不一致。⑥有些材料实际被领用，但由于限额未及时开出，导致ERP系统中无

法做出库处理，造成账实不符，尤其以进口库最为严重。⑦未限制到仓库领料人员。⑧领料时

未完全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⑨有的材料在仓库积压较多，既积压了资金，又不便于仓库管

理，增加了管理成本。⑩有些材料长期不用，但一直未处理。 

在审计工作中，被审计出不足的部门和车间应该及时根据审计部的意见进行整改，公司不

允许同样的事情重复发生，否则公司将追究相关部门责任人。希望通过审计部和各部门车间的

共同努力，找出经营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促进企业健全自我约束机制，促进企业改进工作或生

产，提高经济效益，促进财产物资的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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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转让、解除、终止等各个环节都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合同业务参与者特

别注意。一份完备的合同，不仅仅是交易原则或基本框架的搭设，而是在基本框架下有完备的履行细

节，规范严谨的逻辑结构，周密清晰的语言表述，紧密衔接的工作流程。 

在企业采购或外包业务中，首先要拟定一份高质量、无瑕疵的规范合同，这是相关业务顺利实施的

前提；其次要有能够准确理解、把握合同内涵的、驾驭合同履行环节的合同执行人，这是合同目的得以

实现的根本；再次要有规范有序的合同档案管理，这是防范和化解合同风险的重要保证。合同签订人、

执行人、管理人通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一个团队、一个链条。从合同项目的谈判、合同的签

订、履行到合同文书的整理归档，每一个环节的参与者、执行人都应当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严谨的工

作态度、强烈的法制观念和敏锐的风险意识。 

在发达国家或地区，基于完备的法制和市场经济参与者较高的法律意识，重大项目的谈判、签约通

常由一个代表团或项目小组实施。在这个代表团或项目小组中，有公司老总、业务精英、有律师、会计

师、税务师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他们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共同把关。往往是业务精英打头阵、做主

谈者，律师、会计师、税务师在各自的业务范围内提供咨询、发表意见，维护本方合同权益，企业老总

最终决策、定夺。谈判双方的意见整合后，共同拟定一个全面、完善的合同文本。这样的合同文本往往

框架搭设牢固，细节考虑周全，意思表达清楚、执行流程清晰、风险基本排除。 

相比较而言，我国各类市场主体往往法制观念不强，风险意识淡薄。合同签订、履行比较多的注重

大的方面，不太注重细节，合同条款大多比较粗，不严密，容易产生纠纷。合同签订者、执行人大多没

有系统学习过合同法。合同签订前、履行中，通常没有律师参与，不太注意防范风险；合同履行过程

中，许多问题多为口头约定，不注重索取、保留双方往来文书，常常往来手续不全，合同管理混乱；合

同纠纷发生后，不知道如何有效应对。律师的作用往往是纠纷发生后的“消防队员”，而不是事前的参

谋者、风险识别者、控制者、防范者，这在工作程序上是完全颠倒的。下面就合同风险的防范和控制的

角度谈一谈合同业务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合同签订阶段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签订前对合作对象的审查：了解合作对象的基本情况，做到知己知彼。  

1、了解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索要对方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这也是基本的开票资料），如果合作方是自然人，应

复印对方的身份证件，了解其身份信息：年龄、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同时通过交谈了解其业务经

历、个人能力等。 

2、审查合作方有无签约资格 

我国法律对某些行业有准入门槛，对从业资格有限制性规定，没有从业资格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

特定的业务，如果我方与没有资格的主体签订此类合同将给我方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3、调查合作方的商业信誉和履约能力 

对初次合作，业务往来比较大的客户要对对方的资信情况做必要的调查了解：如对方的注册资本、

股权结构、资信等级、偿债能力，公司演变等，尽可能对合作方进行实地考察，既要考察硬件，如房产

（自有还是租赁）、设备、设施，更要考察软件（管理制度、管理的规范性、员工精神面貌、各类认证

证书等），既要听对方单位管理层的介绍，也要访问基层一线员工，做到对该单位有全方位、多层次的

全面了解，形成综合判断。                                              

（未完，待续） 

         文/法务部部长     何忠庆 



≡客户沙龙≡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作为韩通重工的第一批业务伙伴，我司与

韩通已共同走过了五个寒暑，其间见证了贵公

司的成长，也感受到了你们的无尽激情。起

初，韩通就像是众人视线里的一滴新生的朝

露，虽然很小却有一种值得所有人眷顾的感染

力。而今的韩通享誉海内外，在世界造船行业

独树一帜！究其根源，诚信推动了贵公司的高

速、健康发展。一直以来，“信誉为本”的经

营理念为贵公司的品牌打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持，在业内赢得了颇佳的口碑！ 

思诚者，人之道也。公司的诚信是向心力

的一种凝聚，多一分信任，就是多一分凝心聚

力。作为一家大型船舶修造企业，且地处船厂

林立的长三角地区，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竞争

环境，韩通却取得了令业界叹为观止的业绩，

每个与韩通合作过的船东都有这样的切身体

会：诚信的力量，就是品牌的力量！在与贵公

司的合作过程中，我们深深为你们“诚信、人

和、敬业、拓展”的企业文化所感染，你们信

守承诺，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成生产计划的

每一个节点，这其间，我们亲眼见证过你们的

员工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可以三天三夜奋战在

一线！你们这种重合同守信诺的企业品质，和

贵公司员工的敬业奉献精神，定能为韩通在今

后的商海航行中取得更大的辉煌，提供无坚不

摧的力量！ 

对人以诚信，人不欺我；对事以诚信，事

无不成。衷心祝愿秉承“诚信为本”的韩通船

舶重工有限公司继续扬帆远航，事业蒸蒸日

上！ 
 

As Hantong Shipyard’s first business partners, 
our company has cooperated with Hantong Shipyard 

for five years,  witnessed the growth of Hantong 
Shipyard, and also to feel your company’s endless 

passion. Initially, Hantong Shipyard is just like a 

drop of dew in all eyes, freshmen are very small but 
there is one kind of appeal all comforts. Today's us 

amazing; unique in the world shipbuilding industry 

causes are Integrity promotes your company's rapi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All  along,  "reputation-

based" business philosophy to your company's brand 
provides a strong support in the industry won a good 

reputation! 

Integrity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e 
company's faith is a condensed centripetal force. And 

more trust, more cohesive force. As a large-scale 
shipbuilding enterprise, loca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confronting with the complicated mar-

keting competition, Hantong Shipyard, however, has 
achieved the industry's mind-blowing performance. 

And each ship owner collaborated with the Hantong 
Shipyard has first-hand experience: the strength of 

faith is the brand's strength. In cooperation with your 

company, we are impressd by your company's cul-
ture of “faith, harmony, dedication, development ". 

Just as your promise, your company can accomplish 
all the due production plans on time and of high 

quality. In the meantime, we have witnessed your 

employees can be working in the field for continuous 
three days and three nights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production tasks. The enterprise excellence of keep-

ing by contracts and promises and the dedication of 
the employees will help Hantong to gain greater faith 

in the business world of the future and generate un-
equal power! 

To one in faith, one will not deceive me; on the 

business  with  integrity,  nothing is  difficult.  Best 
wishes to the "integrity-based" Hantong  Ship Heavy  

Industry Co., Ltd. for another voyage to greater suc-
cess. 

————来自 BAO YUAN 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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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