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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你知道世界读书日吗？

读好书的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4月23日，

习惯。在

作家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定为“世界

读书中体

读书日”，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图书成为生活

味人生，

的必需品，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

感悟生

部分。自“世界读书日”宣布以来，已有100多个

命，在读

国家和地区参与此项活动。每年的4月23日，在世

书中成长

界的五大洲，在不同语言的国度里，人们不约而同

成才。

地做着同样的事情——读书。这是全世界读书人共

——读书吧！

同的节日！

我们倡导读书，在读书中实践与创新；让浓

莎士比亚说：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

浓的学习氛围使我们掌握知识；让读书为我们进步

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在

与成功奠定基础，为开拓与拼搏注入活力；让读书

“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日子，人事行政部全体员

在我们的企业蔚成风尚，让追求知识、尊重人才成

工携新韩通行管人员特向公司全体同仁发出读书学

为韩通船舶重工最美的时尚。

习倡议（每人一本书）：

——读书吧！

——读书吧！

在这万物生长的季节，让迷人的浓浓书香飘

我们倡导读书，因为书籍是人类的精神粮

溢在我们的企业，让读书生活，伴随着我们以及我

食，是人类走向文明与进步的阶梯。在知识的大海

们的企业，让我们更加自信、充实地走向美好，走

中遨游，将使我们开阔视野，增长才智，并充分享

向未来！
Walcome.Cai HR点评：
正如《礼记•大学》中所讲，“苟日新，日日

受着快乐与愉悦。读书将使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得更
加充实、更加健康。
——读书吧！
我们倡导读书，因为读书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学习是终身的事业。开卷有益，学无止境。我
们只有孜孜不倦、始终不渝地学习，才能在不断吸
纳精神营养中更新知识，与时俱进。
——读书吧！
我们倡导读书，不论是工人还是管理人员，
不论男女老幼，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兴

新，又日新。”每一个必须保持终生学习的理念，
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社会和企业发展都很快，否
则很容易被淘汰；每个都必须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去
面对事物，经验必须越用越少，否则会影响您进步
的速度，甚至固步自封！再次我建议所有的管理人
员每人自购一本与工作（岗位）相关的书籍，自我
学习，团队学习，自我提升，团队提升！
另外，为了鼓励大家读书，经公司领导批
准将在办公楼建一个图书阅览室，希望大家都动起
来，一起打造学习型团队。

趣、职业与志向，选择你所喜爱的书籍，参加到读
书的活动中来！让我们人人养成爱读书、多读书、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人事行政部 蔡世海

≡节点回顾≡

57000DWT散货轮
（船体号：HT074）开工
2010年3月22日13：18时，我司为大连船东建
造的57000DWT散货轮（船体号：HT074）在新韩
通切割中心隆重举行开工仪式，船东代表：樊金
树，范广豪；NK船级社代表：刘庆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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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韩通 人事行政部

3月18日一天喜迎两节点
2010年3月18日，我司为大新船东建造的
57000DWT散货轮（船体号：HT071）于上午
10：00在我司开工，该船入ABS船级社，大新
控股有限公司张兰水总经理，韩通船舶重工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武亦文，ABS船级社代表参加了
该仪式。

同日，我司为大新船东建造的57000DWT散
货轮（船体号：HT048）于上午10：30在我司形
式上台，大新船东驻厂代表，韩通船舶重工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李继念，中国船级社驻厂代表参加
了该仪式。

57000吨散货轮（HT023）顺利下水
2010年3月16日，我司为SPLOSNA PLOVBA公
司建造的第二艘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HT023）
于下午4：40在我司1#船台2#滑道顺利下水。
SPLOSNA PLOVBA公司 Egon Bandelj一行， Peter
Doehle公司Werner Gerdts, PD项目驻厂经理Babic，
韩通船舶重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武亦文，英劳驻厂
代表和贸易公司弘业参加了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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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吨散货轮（
顺利试航归来

2010年3月6日，我司为德国PD船
东建造的57000吨散货轮（HT021），
圆满完成各项测试达标后，顺利归来，
该散货轮入LR船级社。

≡节点回顾≡

55000吨自卸散货轮（HT080）开工
2010年3月15日，韩通船舶重工有限公司为
SPLOSNA PLOVBA公司建造的第一艘57000吨散货轮
（HT021）达到了交船状态，在韩通重工码头为该艘
举行隆重的命名及交船仪式。SPLOSNA PLOVBA公司
Egon Bandelj先生，圣母Alenka Malej女士，Peter
Doehle公司Werner Gerdts先生,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
司船舶部总经理季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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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贵宾在陈总的陪同
下登船参观了这艘散货轮，并在船上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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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上午10：00在我司举行开工仪式，该船
入意大利船级社，代理公司为苏美达贸易公
司。HT080为该项目系列船中的第1条，将于
2011年交付船东。

57000DWT散货轮（HT041）开工

57000吨散货轮（HT033）上台
2010年3月17日，我司为PD船东建造的第13条
57000DWT散货轮（船体号：HT033）于上午10：00
在我司1#船台2#滑道上台，PD项目驻厂经理Babic，
韩通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林军，英劳
驻厂经理王谷正参加了该仪式。

2010 年 3 月 10 日 13 ： 18 时，我 司 为
CONTI176.Schifffachrts-GmbH&Co.KG Nr.1 德国
船 东 建 造 的 57000DWT 散 货 轮（船 体 号 ：
HT041）在新韩通切割中心隆重举行开工仪式，
船 东 代 表 ： Andrzej Olechnowicz 及 其 夫 人、
Krzysztof Franczyk 等人；英国劳氏船级社LR代
表：李金龙、孙凌峰、曾广芳；新韩通重工常务
副总王友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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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韩通 人事行政部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企业新闻≡

57000吨散货轮(HT049)开工仪式
2010年4月2日上午10：00，我司为大新船
东建造的57000吨散货轮（船体号：HT049）在
我司新船体车间举行开工仪式，该船入CCS船级
社，预计2010年10月底交付，大新驻厂经理柳
桐，韩通重工副总经理李继念以及船级社代表
参加了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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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
安装16台风力发电机组。项目位于江苏南通如东
县环港，工程距小洋口港20km、距洋口港（太
阳岛）约28km，距离最近的陆域海岸线约
4km。
2009年初，鉴于潮间带海上风电项目发展的广
阔前景，公司决定进军海上风电建设市场，积极
参与江苏龙源如东30MW潮间带试验风电场项目
的前期方案设计、施工组织方案设计工作。随
后，我司与龙源公司签订了如东30MW潮间带试
验风电场项目14台风机基础施工合同，承建了世
界上首个潮间带试验风电场，并成功完成风机基
础承台施工、风机设备安装调试、海缆铺设等项
目施工。
海洋水建 薛倩倩

2010年3月27日，CCS中国船级社体系监督
审核小组第二次对新韩通重工ISO9000质量管
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监督审核。
在审查期间，审核小组对新韩通公司质量管理
体系运行进行了仔细的核查，审核结果表明体
系运行良好，有效验证了公司质量体系运行的
充分性、适应性和有效性。
在此次监审的末次会议上，审核组就新韩
通如何进一步提升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
性，以及公司下一步的关注点与公司各部门负
责人、高管等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沟通。同时
指出了本次审核过程中需整改问题及四个基本
不符合项，并给出了中肯的改进建议。各部门
表示将会对审核老师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分
析，做好纠正及防范措施，持续提升公司质量
管理体系的运行能力。

新韩通

人事行政部

薛玉清

据2010年3月10日，中国船舶在线网报道《2009
年世界造船企业完工交付量前40强》中排名第一：
现代重工（韩国），完工交付量12910674载重吨；第
二：大宇造船（韩国），完工交付量8411722载重吨；
第三：上海外高桥（中国），6045900载重吨，而江
苏韩通船舶重工在2009年世界造船企业完工交付量
中排列第四十名，交付量为627000载重吨。
江苏韩通船舶重工，作为一家成立仅四年的民
营企业能有如此巨大的成就离不开全体员工的共同
努力，同时企业发展很多，需要我们大家不断加强学
习，提升自己；相信韩通，相信自己，一点一滴造就
成功！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公司新闻≡

新韩通重工2010年“质量月”动员大会

为紧紧围绕新韩通2010年“管理年”方针，增强全
员品质意识、提高顾客满意度，新韩通重工于2010年3
月31日在三楼会议室召开“2010年质量月动员大会”。
会上宣布每年四月份为新韩通质量月，提出2010年
质量年口号：学习规范、练习技能、加强控制、提高品
质、提升自我，并下发了详细的《项目管理文件（项目
计划书）》，明确了本次活动中各部门、车间的职责范
围，要求各车间推进自主检查、自主管理，加大对本车
间施工单位的管理，同时要求全员结合自身岗位，实际
推行质量月。
质量月活动期间，公司将通过大力宣传报道、技能
培训、品质教育、质量检查等形式来拉动全员参与活
动，全面提高员工的品质意识；通过推进免检区域和免
检班组的成立，开展“自查、自纠、自改”和“互查、
互纠、互学”活动，来提高公司品质水平。
公司希望能通过本次的质量月活动将公司典型工
艺、流程、改善方案进行标准化持续推进，从而最终提
高顾客满意度，提升企业整体市场竞争能力和新韩通重
工的品牌形象。
新韩通
质量部
魏红英

安环部成立“三违”严打小组
为切实打好全年安全生产的第一仗，从
事故源头上入手，事故致因上抓起，强制纠
正各级人员的“三违”现象，将各单位对大
量进厂新工人的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
拉入公司正常安全管理轨道。安环部决定成
立反“三违”严打小组。反“三违”严打小
组严打的时间为2010年3月15日至2010年
4月15日。
此次“三违”严打小组行动由安环部
部长曾宪章担任组长，由素有铁面无私之称
的安全组长颜国军担任副组长，由安全主管
内场安全主管唐红光、船台安全主管季芹、
码头安全主管曾照虎、消防班长陆建华、安
全培训讲师康燕及卫生环境监测师沈官烽担
任组员。由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林军担任监
督长。反“三违”严打小组负责整个严打行
动的部署，行动方案的制定，严打行动的具
体实施，严打成果信息通报，严打小组的起
动和停止。监督长负责对整个严打行动实施
监督权，评估严打行动成果，实施动态跟
踪，确保严打行动真实有效。严打小组将完
全履行职能，重点对公司内的违章指挥、违
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现象进行打击，做到
不枉私情，公正、公开、公平。
安全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希
望通过此次严打行动能整治人的不安全意
识，整改物的安全状态，减少环境的不安全
影响，增设管理手段和机制，真正以从源头
上化解事故致因，过程中斩断事故链条，结
果控制事故生成。从而保障员工的安全健康
安全，为公司生产的健康有效发展保驾护
航。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企业管理≡

2010年，安环部将进一步推进安全管理规范化、标准化、细致化，继续秉承
“严、细、真、实、慎”的工作作风和“更严、更细、更狠”的工作原则，狠抓各单
位自身安全管理，细化安全管理责任，努力打造本质安全化。
一、2010年度安全工作目标
1、各类重大、特大安全责任事故为零；
2、员工因工重伤、死亡事故为零；
3、百万工时伤害率﹤2.0；
4、无万元经上损失的火灾、爆炸、中毒、交通、设备、质量以及污染等事故发
生；
5、无职业病显现案例。
二、四化安全教育，拓展培训效果。一是将公司三级安全教育做到正规化；二是
将周四全厂停工安全教育做到标准化；三是将违章人员安全再教育做到真实化；四是
将日常全教育培训做到持续化。
三、强化现场监控，挖掘事故隐患。一是继续加强对人的不安全因素的打击力
度；二是继续加强对物的不安全状态排查力度；三是继续加强对环境不安全影响的整
改力度；四是继续坚持安全管理上的有效手段。
四、落实工作责任，层层把关安全。一是细化安全责任，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
二是抓好安全管理，落实外包工本工化；三是执行安全考核，实现绩效挂钩跟踪。
五、加大科研投入，推进技术安全。一是成立安全技术小组，跟踪国家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完善各类软件建设；二是编制系列船舶建造安全策划书，达到查有资料，
行有方向。三是掌握各类设备的技术参数，完善操作规程，做好技术解答；四是改进
现场安全管理监测手段，合理运用先进安全技术设备；五是细化单点作业危险因素辨
识，从支点上控制事故隐患。
六、完善内部考核，创新外部管理。一是编制公司对各部门（车间），各部门
（车间）对员工安全绩效评定标准，细化各级人员的安全工作职责，安全行为标准；
二是在外包工本工化管理的原则下，整合安全管理资源，将外包队安全员纳入公司安
环部统一管理。三是充分合理利用外部资源，推进内部管理。如政府职能，船东介入
等。
通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进一步打造本质安全化，推进安全工作全面建设走上
新台阶。争取通过未来2—3年的努力，彻底转变安全理念，变“要我安全”为“我要
安全”；彻底转变安全教育，变“被动教育”为“主动教育”；彻底转变安全意识，
变“意识淡薄”为“意识浓厚” ；彻底转变安全投入，变“模糊投入”为“计划投
入”；彻底转变安全体制，变“强制安全”为“技术安全”。最终实现安全和生产的
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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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

——外协人事精细化管理出成效

把好外协单位人员的准入关、制度建设的过程关、情感建设的稳定关，服务生产是外协人
事不断努力完善的目标。今年以来，外协人事紧紧围绕公司2010年精细化的管理目标，不仅在
细细掂量，而且在快快落实。
一、精耕细作，“一人一表”实现人员信息的完整化 劳务供方人员信息的掌握一直是外
协工作的重点。今年以来，外协人事一改往年外协单位上报新进人员整体花名册的方式，采用
“一人一表”的建档方式，完善入厂手续。实时掌握劳务供方人员信息。过去的花名册只涵盖
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的基本信息，新采用的登记表不仅包括上述的个人的基本
信息，而且外协单位、车间、安环部的教育记录、质量部的考试记录及人事科的面试记录等一
目了然，做到自外协单位至公司的相关部门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责任人的签字确认。不仅做到
了“点”到位，还做到了“线”贯其中。登记表后附体检单及与外协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一
定程度上规避了用工风险及劳务纠纷的发生。
二、精谋细划，“定置管理”实现管理无缝隙 今年以来，将外协单位的施工项目及归口主
管进行定置管理。各归口主管要对所辖施工单位的思想动态发展动态进行关注如有外协单位施
工车间发生变更的（项目、地点），外协人事要求都必须重新进行审核（业务能力评估、管理
评估、风险评估）且必须经得原车间同意并上报公司高层，减少了管理上的漏洞。
三、精研细究，处理矛盾实现服务生产无边界 春节过后，时值外协单位引进员工的高峰时
期，难免会造成各式各样的矛盾和纠纷，造成兄弟单位之间的矛盾，外协人事精研细究，积极
做好“老娘舅”角色，不畏艰难，耐心细致的妥善处理问题，而且融洽了各外协单位之间的关
系。“现在不担心别的队伍挖我们人了，当然我们肯定也遵守公司的纪律，不去挖别人的
人。”一位施工单位的带班如是说。
四、精打细算，狠抓劳动纪律实现管理出效益 根据外包工本工化的战略部署，狠抓迟到早
退现象，毫不松懈，成效立竿见影，大多外协单位负责人表示欢迎，因为外协单位的主要成本
就是人力成本，抓时间就是在抓效益。而且今年以来，外协人事还严格上班时间出厂门的手
续，外协单位员工上班时间出厂门必须持有负责人签字的出门证。
五、精雕细琢，用思
想转变实现操作的精细化 外协人事一直注重与外协单位沟通的经常性、反复性、针对性，让他
们从思想上意识到决策精细化、操作精细化的重要性，正在从思想上由“招即能来”转变成
“来之能战”，如今各外协单位都有专职的人事管理员，审核新进人员的上线由往年的55周岁
下降至52周岁，体检的审核精细至心电图、血压等等。他们自己对新进员工的审核也严格了，
不再把要求严格难招到人放嘴边了。“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他们这样说。
管理总体现在细微末节之处，如今精细化管理已渗入外协人事工作的每个环节，似一场润
物细无声的春雨，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韩通重工
人事行政部
张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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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天地≡

——
各科室，各位员工（行管人员）：
非常高兴到新韩通人事行政部来工作！
希望我的到来，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工作的有
序，和部门各科室工作的整体绩效的提高；希望能
够共同建立一个专业、民主、开放、阳光的服务职
能部门，当然我来也是为大家服务的，协调更多的
资源为您实现绩效最大；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
发现大家都比较优秀，很多人都有工作的想法，而
且也很不错，我们已经开始在改善，相信公司所有
员工也会看到的，随着新韩通“管理年”的推进，
我们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毫无疑问，我们是一个团队，而且也应该是一
个团队，必须的，团队就必须有如下几点特征：
职业化的队伍：现代企业，很多时候都是每个人独
立战斗，这个有很高的要求，如何职业化？如何自
主管理？如何卓有成效？我们的差距还很远，但是
我们必须去思考，也要去实践，特别是我们的部
门，“行”比“知”重要的多！我也很想听听大家
的工作想法？可以和我聊聊，或者发邮件给我，…
但是，我希望大家还是先动起来，朝着我们的目标
去努力，因为我们的目标很清楚！
强有力的执行力：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完成什
么，什么时间汇报?，只要工作指令清晰，请立即执
行，及时反馈，不需要再等，或顾虑左右，工作力
求1.1（超越客户期望，什么是客户?）,而不是
0.9！当然0.01》0，请注意！
良好的内部沟通：横向沟通，希望大家遇到问题，
多相互之间商量商量，多提点子，多指出事件问
题，便于更好的提高我们的绩效；好的办法一定是
从现场发现的，像我天天在办公室，是没有什么好
的办法，而且很多又是外行，更多的需要大家的帮
助和指点；全面的走动，将是我工作的特色，也是
亮点！再者团队的力量是无穷大的，您知道吗？一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每个人都会疲劳的！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事行政部是一支优秀的
团队，也是必须的，而且随着公司改革和管理的提
升，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我们行管经
验的分享和培训，我们发现我们的工作还是很有挑
战性，也是很有艺术的，我们应该是公司、部门
（部门首席长官）的中坚，需要我们的专业的服

致全体行管人员的一份信

务，优良的业绩来说话；通过我的现场的走访，我发
现很多部门和同志都在期待我们的行动，我们空间也
很大，我们是不能等，要主动，将相关的服务送上
门，走动管理，协助现场和车间以及各部门管理，我
们还在等什么呢，动起来吧！！
任何员工的优秀，都是以集体形式出现的，我们
必须追求很多（工作）点的优秀，达到科室的优秀，
只有各个科室的优秀，才有我们部门的优秀，这也是
我们每个人所要牢记。我们必须考虑开始建立多个可
能优秀的突破点，并持续推进下去，我们的整体绩效
一定能上来！请各个职能科室考虑，《每周计划》中
我只考虑一些，还很不周全，这只是抛砖引玉！我们
需要集体的智慧来完善！
《每周计划》的要求如下：
◊
将日常的相关的工作分解落实到人（岗
位），量化。
◊
以及公司要求的项目和公司高层批示进行内
部分解（分步骤分解），具体、细化。
◊
将需要配合的内容，书面化、公开化，通过
部门的力量或者公司的力量给予协调。
◊
公司的一些重点项目的推进、重要的商务活
动接待等。
希望每个人养成看计划，学习计划，记工作日记
的的习惯，这也是一个自我发展的过程，对自身职业
生涯的规划大有益处。
所有的文件编制，经过我审核后，每周六进行
计划的反馈和下周计划的编制，没有有效地执行，有
效地反馈，计划是没有作用的，时间长了，就失去意
义了，我们的主管就要注意了。为了更好的将工作做
好，推行长效管理机制是必须的，每个人，每个科室
都要考虑。
当然相关的信息应该放置在各白板和服务器上，
信息的公开透明是良好的内部沟通的保障；这也有利
于我们和其他部门的沟通，查漏补缺。没有完成的，
要及时与我沟通，提前沟通很关键！这里顺便提一
下，我们的工作先从文件的规范、办公环境改善、服
务器的规范着手吧。
让我们开始吧！
蔡世海\人事行政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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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board piping manufacture
舷外接管内场制作：

森林遇虎
两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了一只大老虎。A就赶
紧从背后取下一双更轻便的运动鞋换上。B急死
了，骂道：“你干嘛呢？再换鞋也跑不过老虎
啊！”A说：“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好了。”
二十一世纪是充满竞争的世纪。如果只闭门造
车，对其他竞争对手的情况不闻不问，这样的企业
的存活期是绝对不会长久的，因为更多的竞争才能
促成更快的发展。在管理手下员工时也是一样的道
理，只有不断地鼓励他们相互之间的竞争，才能让
整个企业保持新鲜的活力，不至于被时代所淘
汰。
记住：当两个人同时遇上老虎时，慢跑者必
然首先遭殃。
慢步就是退步。市场竞争，快手打慢手，快
鱼吃慢鱼，哪还容得你止步不前。

鲶鱼效应
西班牙人爱吃沙丁鱼，但沙丁鱼非常娇贵，极
不适应离开大海后的环境。当渔民们把刚捕捞上来
的沙丁鱼放入鱼槽运回码头后，用不了多久沙丁鱼
就会死去。而死掉的沙丁鱼味道不好销量也差，倘
若抵港时沙丁鱼还存活着，鱼的卖价就要比死鱼高
出若干倍。为延长沙丁鱼的活命期，渔民想方设法
让鱼活着到达港口。后来渔民想出一个法子，将几
条沙丁鱼的天敌鲶鱼放在运输容器里。因为鲶鱼是
食肉鱼，放进鱼槽后，鲶鱼便会四处游动寻找小鱼
吃。为了躲避天敌的吞食，沙丁鱼自然加速游动，
从而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如此一来，沙丁鱼就一
条条活蹦乱跳地回到渔港。
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作“鲶鱼效应”。
其实用人亦然。一个公司，如果人员长期固
定，就缺乏活力与新鲜感，容易产生惰性。尤其是
一些老员工，工作时间长了就容易厌倦、疲惰、倚
老卖老，因此有必要找些外来的“鲶鱼”加入公
司，制造一些紧张气氛。当员工们看见自己的位置
多了些“职业杀手”时，便会有种紧迫感，知道该
加快步伐了，否则就会被Kill掉。这样一来，企业
自然而然就生机勃勃了。
当压力存在时，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下去，惧
者必然会比其他人更用功，而越用功，跑得就越
快。
适当的竞争犹如催化剂，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
人们体内的潜力。

1、Check the relevant drawing审图，熟悉图纸。
2、Prepare material: the pipe and piping fitting material to be accordance with drawing technical requirement and ensure it haven’t defect, in addition,
relevant acceptance certificate to be submit.
备料：管材和管附件等应严格按照图纸所
示，发现疑问及时和技术部门沟通，所选用的管
材和附件应无明显缺陷且应提供船检证书及工厂
质保书以供备查。
3、Cutting pipe element, assembly, inspection,
welding, grinding to be according to piping fabricate
and installation technology.
下料、拼接、校管、焊接、打磨等请参照
《管系制造安装手册》。
4、Fabricate bracket according to over board piping
installation drawing and spot weld to over board
pipe.
肘板、按舷外接管零件图所示尺寸、下料后
按图示位置尺寸点焊在对应的舷外接管上。
5、weld one blind plate to pipe end which have not
fix flange.
管件无法兰端应用小于主管内径2mm , 壁厚为
Φ12 mm的A3板封口并焊接牢固。
6、Work shop pressure test is 0.5Mpa.
内场需试压，试验压力为0.5Mpa。
7、After inspection, carry out next procedure..
报验合格后，发安装车间。
为了更好地宣传和展示企业的发展历
程，建设成就、经营方针和各阶段的目
标，树立企业内外部形象，提高企业社会
知名度、信誉度，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
活，培养员工文娱爱好和兴趣，提高员工
写作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陶冶情操，交
流思想，传授经验，同时使企业文化建设
得富有特色，本报特向广大读者朋友们长
期征稿。稿件体裁不限，小说、诗歌、散
文、通讯、言论、随笔、杂记、图片、书
法、好人好事、先进事迹、部门动态班组
动态、工作技能交流等等均在征收之列，
文章字数在1500字以内。
联系电话：0513-86760608；
E-mail:
shiliuliu166@163.com
《今日韩通》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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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中，虽然一个企业员工的执行力至关重要，但个
人的主动进取精神更应受到重视。许多企业都努力把自己的员工
培训成主动工作的人。所谓主动工作，就是没有人要求你，强迫
你，却能自觉而且出色地做好需要做的事情。许多年轻人很少在
工作中投入自己的热情和智慧，而是被动地应付工作。他们遵守
纪律，循规蹈矩，却缺乏责任感，只是机械地完成任务，儿没有
创造性地、主动地工作。假如老板的周围缺乏主动工作者，而你
却是具有主动工作能力的员工，你必然将受到重用。如果只有在
别人关注你的是很才有好的表现，那么你永远无法达到成功的顶
峰。最严格的标准时自己设定的，而不是别人要求的。
我们经常发现那些被认为是一夜成名的人，其实他们在成
功、成名之前，早已默默无闻地努力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成功
是一种努力的累积，不论何种行业想攀上顶峰，通常都要经过长
久的努力和精心的规划。
如果你想登上成功之梯的最高阶，那么你必须永远保持主动
工作的精神，哪怕是面对缺乏挑战或毫无乐趣的工作，最后也能
获得回报。
很多事实证明主动工作的人能从工作中学到比别人更多的经
验，而这些经验便是你向上发展的踏脚石，就算你今后更换了工
作，从事不同的行业，更富的工作经验和良好的工作习惯也会为
你带来助力。
有些人天生就具备主动工作精神，任何工作一接收就会尽最
大努力做好。但有些人则需要锻炼主动工作的精神。如果你自认
为主动工作精神还不够，那就强迫自己主动工作，以认真负责的
态度做任何事情，让主动工作成为你的习惯。
应该明白那些每天早出晚归的人不一定是认真工作的人，那
些每天忙忙碌碌的人不一定是出色完成工作的人，那些每天按时
打卡的人，准时出现在办公室的人不一定是尽职尽责的人。对他
们来说工作可能是一种负担，他们并没有做到工作所需要的那么
多。对每一个企业和老板而言他们需要的绝不是那种仅仅遵守纪
律，而缺乏热情和责任感，不够积极主动工作的员工。他们需要
的是具备一种脚踏实地的务实态度，一种积极主动的责任心，一
种为老板细心考虑的忠诚。也正是这些品质，让他们在各种各样
的工作中找到了超越他人的机会，并在其中表现出胜任上一级工
作的素质和能力，这样，责任和报酬就接踵而至了。
成功取决于态度，成功更是一个长期努力积累的过程。所谓
主动指的是随时准备把握机会，展示超乎他人要求的工作表现，
明白这个道理，并以这样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我们的工作，工作就
不再成为一种负担，即使是最平凡的工作也会变得意义非凡。我
坚信，我们的韩通一定会涌现出更多能自觉主动工作的员工，而
这些主动工作的员工也定能与韩通一起共同谱写辉煌的明天！
新韩通 人事行政部

责任是员工之于企业的生
命线、核心价值和动力源

编著：蓝雨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扮
演了不同的角色，每一种角色又都
承担了不同的责任。正式责任，使
我们在困难时能够坚持，让我们在
成功时保持冷静，让我们在绝望时
懂得不放弃，因为我们的努力和坚
持不仅仅为了自己，还为了别人。
一个对别人负责的人，才是对自己
真正负责的人。
责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与
生俱来的使命，它伴随着每一个生
命的始终。从我们来到人世间一直
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每时每
刻都要履行自己的责任。一个富有
责任感的人能够坦然面对逆境，能
够在各种各样的诱惑前把持住自
己，能够真正拥有正直自爱之心。
责任感是人走向社会的关键品
质，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重要
资本。社会学家戴维斯说:“放弃了
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就意味着放弃
了自己在这个社会中更好生存的机
会。”放弃承担责任，或者蔑视自
身的责任，这就等于在自由通行的
路上自设路障，摔跤绊倒的也只有
是自己。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人生感悟≡

联合利华的发展壮大与公司的人才发展计划
息息相关。
联合利华公司经过多年的摸索与总结，拥有
了一整套完整、高效的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
体系。英国伦敦商学院的研究小组认为，联合利
华公司培养与选拔人才最独特的一点，也是使联
合利华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之处，即在全球化背
景下提出并实施了国际化人才发展饿长期计划。
联合利华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建立并积累了
一个广泛的人才数据库系统。员工从入职第一天
起，接受培训的新任项目经理人就被赋予个人发
展目标。那些表现突出且“具有上升潜力”的员
工，很快就被列入“重点观察与培养”的对象。
联合利华公司长久以来就对人力资源的发掘
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要求下属所有地区和国家分
公司都建立专注于发展内部人才和未来各级领导
者的机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联合利华300余
位高层管理者中95%完全是内部选拔和培养的，
通过基层、地区性工作内容以及外派任务的锻
炼，这些经理人普遍具备全球化视野。从2000年
开始联合利华就将其75%的管理职位添加上国际
色彩，大大增加了第三国外派经理人的数量。联
合利华公司制定了一些普遍适用的自我提醒高、
专业培训、目标考核、刺激机制的办法：
自我提高。为了不断激励每一位员工自主学
习知识和提高素质的积极性，联合利华独创出
“学习树”的模式。用一棵树的形象来反映员工

成长的工程和学习的范围，“树根”代表对商务
原理的基本认识，“枝干”代表业务水平的提
高，“树冠”代表革新创造能力、领导艺术等更
高的知识境界。
专业培训。联合利华制订了独具特色的“专
业经理人培训”项目。首先，公司为每一位接受
培训的经理人精心制定规划，包括专业技术和能
力发展方式，每个受培训经理人都有一个指定的
导师提供各方面的咨询；其次，一个有经验的经
理负责具体培训计划的实施，制定专门的培训课
程，还会有一个“客户”或合作伙伴共同参与培
训；最后，联合利华公司内部专为经理人培训生
制作了网站，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平台，培训成绩
合格者在“学习护照”上予以确认，作为候选上
岗的基本要素。
目标考核。联合利华20年来坚持采用“素质
模型”作为招募包括高层经理、技术骨干、信任
员工的办法，利用模型定义国际水平经理人必备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对所有具备潜能的员工进行
专业知识、综合技能等项评估。
激励机制。为激活每一位员工的忠诚度和责
任心，联合利华实行注重业务 表现和工作极小
的“个人激励机制”，制定相对稳定的年薪制、
灵活晋升和浮动收入的管理方法，大力提倡管理
人员、员工参股或持有公司股票。这些个人激励
制度，使联合利华员工勇于自我表现、敢冒风
险，善于创新、积极提高工作效率。
文/孙健

初春季节，冷空气势力仍然比较强劲，并且不时大举南下，而此时南方的暖湿空气也开始
活跃起来，并且不时挥师北上，冷暖空气你来我往争斗不止，从而造成本市初春季节“天气舞
台”的丰富多彩。“春天孩儿脸”就是人们对本市春季天气多变、冷暖无常这一显著气候特点
的形象、生动刻画和描述。 气温的急升骤降，天气的忽冷忽热会刺激人体植物神经系统，使一
些体质较差的人，体内功能发生紊乱，调节失控，出现不平衡，抵抗疾病的能力下降，容易被
某些病菌、病毒攻破“防线”而疾病缠身。因此，在这个“非常”时期即将到来之际，大家需
要在衣、食、住、行方面备加注意，应掌握正确的养生之道。
第一，应注意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
第二，建议利用节假日并选择好利于出行的天气，合家去郊外旅游踏青，置身于大自然的环
抱之中，有利于身心健康；
第三，保持良好、乐观的心态，避免元气外泄、耗气伤阴；
第四，天气冷时及时增衣，天气暖和时也应适当“春捂”，以避免外感风寒；
第五，饮食上要减肥腻、少吃荤、多食新鲜蔬菜。

—— 人和 诚信 敬业 拓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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