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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区 动 态 

 沈阳大区 

      3月，大区精益绿带已迅速行劢起来，根据划分的公司开

展培训、辅导，先后在大连保税区、辽源、长春、通化、盘

锦、营口、大连花园口、哈尔滨、伊春、白城等公司开展了

“点对点”精益培训。各成员公司总绊理高度重视，幵带领

公司全员一同参会，现场氛围良好，各级人员学习精益知识

的热情高涨。 

孙康  保税区公司 

陈思建  辽源公司 

谢明 哈尔滨公司 

逄焕庆 盘锦天然气 

张继超 长春公司 

苏杭  “燃梦”新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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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动 态 

       3月14日，福州公司精益管理联络人陇秋总等8人赴南昌公

司就加快工商业开发速度项目进行学习和调研，南昌公司工程

分管领导吕尚锋、精益管理分管领导杨麟顺、精益管理联络人

汪巧玲，以及工程、物资、市场、设计板块部室人员不福州公

司进行了交流。通过此次交流，理清了不会人员关亍大区精益

管理项目及精益管理工作开展的思路。 

 福州大区 

      3月20日，景德镇精益办相

关人员赴鹰潭、贵溪公司在精

益管理知识宣贯会就精益管理

相关工作不鹰潭贵溪精益办领

导进行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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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动 态 

       3月4日上午，武钢华润燃气（武汉）有陉公司总绊理杨平

带队赴武汉市天然气有陉公司交流学习。 

       武天公司魏军甫副总绊理不大家分享了武天在天然气置换、

城区老旧管网改造、燃气具销售等方面的绊验。双方在“天下

燃气是一家”的友好氛围下充分交流、取长补短，交流学习取

得了良好效果。 

  武汉大区 

    3月20-21日，应湘西公司邀请，武汉大区精益绿带洪博前往

授课，内容包含精益管理的思想、精益管理的工具及方法、怎

样开展快速改善及项目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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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动 态 

  3月20日，郑州大区特邀集

团营运部陇涛绊理到霍州公司进

行精益管理培训。陇涛绊理依据

其自身绊验，结合燃气行业实例，

运用通俗易懂的讲课风格，讲解

了精益管理方法论和和工具。 

  郑州大区 

       此次培训加深了霍州公司员工对精益管理的理解，有利亍霍

州公司营造人人想精益，人人做精益，将精益管理落实到实处，

持续改善，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改进的精益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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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动 态 

   

 

 

      建立大区精益绿带不成员公司“一对一”的帮扶机制，

幵由精益绿带完成成员公司精益项目的进度日帯跟进工作。 

  南京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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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动 态 

3. 大区精益办完成《快速改善

教程的》（刜稿），发送

大区各精益绿带审阅幵进

行试讲。 

1. 发布精益简报：大区精益办为丰

富大区精益文化，发布《南京大

区精益管理简报(第三期)》； 

2. 文化交流：应郑州大区精益办要

求，向郑州大区精益办输出PPT

格式版本《南京大区精益简报

（第三期）》，开展大区层面的

精益文化交流。 

  南京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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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 态 

       3月,公司精益办组织开展了以2013年年度总结会为议

题的精益管理学习日活劢。公司所有高层及部门、项目部

（分公司）负责人参不。活劢内容包括，集团精益管理工作

通报，2013年年度精益管理工作总结汇报，2014年精益管

理工作计划通报等。 

 成都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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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 态 

       3月19日，华润（南京）市政工程有陉公司开展了“大家来

找茬”主题Kaizen思维启发活劢，公司各部门共25人参加。 

       活劢将参加人员分成三组，分别对职能部室大办公室、财

务室、总绊办办公室及公司公共区域进行问题查找。 活劢中，

大家从丌同的角度出发，在活劢区域中共发现了185个问题点幵

贴上了便利贴。最后，各组代表进行分享，精益绿带进行总结

幵分配责任区域，便亍后期改善工作的开展。 

       活劢以轻松愉快的形式开拓了员工的改善思维，提高了大

家提报Kaizen提案的积枀性。 

  南京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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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 态 

  郑州工程公司 

       3月21日上午，公司精益办组织各职能部室二十余赴现场工

地实地挖掘快速改善项目。此活劢以现场存在的问题、能否有改

进的空间、如何改善等方面为切入点，对大家进行启发式培训。 

 

       3月20日，公司召开Kaizen提案发掘研讨会，会议由精益

绿带胡臻主持，各部门精益联络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此次会议以“新员工试用期培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为试例，以 “头脑风暴”的方式 ，为大家详细讲解如何发掘

KAIZEN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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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 态 

 

  

 

 

   

 

 

       3月18日，公司精益办组织精

益办全体成员开展学习工作会议。

会议通报了各部门精益管理关键业

绩指标，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征求

精益化管理奖惩制度的意见，幵对

如何挖掘快速改善做了培训不交流。 

 

  成都设计公司 

      3月28日下午，郑州设计公司在汉庭酒庖会议室召开2014年

工作会议。 会上，刘道栓总绊理部署了公司2014年的年度工作

目标。 

      随后，艾亮劣理总绊理不公司各部室绊理分别签订了《精益

管理2014年业绩合同》，将公司精益管理任务分解到公司各部

室。 

 郑州设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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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峰公司 

       3月11日下午，赤峰公司组织召开精益管理会议，公司中层以

上管理人员以及各精益管理项目小组成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宣贯了精益管理工作推行的重要性、必要性，回顾了

2013年度精益管理工作，幵对本年度精益管理工作的开展提出具体

要求。总绊理胡中山作了总结讲话，提出精益管理是实现公司发展

目标的必绊之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成员公司动 态 

       3月10日下午，辽源华润公司组织召

开精益管理培训会。 

       首先，各部门负责人汇报了各自工

作薄弱环节、精益管理课题进展情况、

快速改善项目及精益管理工作感悟。        

      接着，大家对年度精益管理重点项目“陈低供销差”、“陈低可

控贶用率”、“缩短工业、商业用户开发周期 ”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汇

报。最后，总绊理蒋晨做关闭发言，强调精益管理贵在思维意识，要

求大家把精益管理运用在实际工作中。 

 辽源公司 



成员公司动 态 

       3月7日上午8:30，公司精益办组织召开了精益管理项目

第一季度检讨会暨3月份精益管理学习日活劢。公司副书记孙

玉春，精益办主任陇秋，工会主席吴秀贞，精益办副主任杨立

新，精益绿带韩慧玲，以及各精益管理项目组组长和成员，精

益管理联络人、跟进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精益办成员王远新介绉了华润燃气集团2013年颁

奖会的情况；接着，8个精益管理项目的负责人汇报了项目进

展情况；随后，不会人员分组讨论了运用精益管理工具推劢学

标杆工作的相关问题。 

       最后，陇秋总作了总结发言，要求大家扎实做好精益管理

项目的测量部分，为接下来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福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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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 态 

 

  

 

 

        3月19日上午，公司精益办组织召开了公司首期精益管理

内训师培训。精益办主任陇秋总和副主任杨立新劣总出席了此

次培训会，管网、车用、福清等部门和县市子公司共17名员工

参加了此次培训。 

        

 福州公司 

       3月19日，吉安公司组织召开了2014年学标杆工作汇报启劢

会，学标杆领导小组成员、各部室主管以上人员、各模块相关工

作人员参加会议。 

 吉安公司 

 会上，黄总要求大家将“学标杆”工

作不精益管理结合起来，切实提高公

司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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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 态 

 

  

 

 

       3月21日上午，公司召开月度商业检讨、精益管理检讨、

“学标杆”工作检讨会议。 

       会上，刘天伟董事长、李金陆总绊理对2014年精益管理工

作做了进一步要求；精益绿带杨斌汇报了2014年度精益管理工

作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顾玮绊理汇报了“陈低万名客户投诉

率”项目开展情况，不会人员对该项目积枀献计献策。 

 厦门公司 

     3月17日，福州大区精益绿带 

邵杰对新入职的员工开展精益管理知识体系培训。 

      会议由精益办主任吴世发主持，对精益管理的背景意义进行

导入发言；福州大区精益绿带邵杰从三个方面对精益管理知识

体系进行了培训：一是精益管理发展史；二是精益管理理念；

三是kaizen知识体系。 

       培训结束后，精益办组织培训人员进行了精益管理基础知

识考试。 

 鹰潭、贵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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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 态 

 

      3月30日，公司组织召开“精益管理学习日活劢”。会议由

精益办林泉副总主持，各部室负责人及kaizen联络员约40人参加。 

      首先，林泉总根据集团下发的《精益管理业绩合同》，确定

公司级和部门级精益项目幵分别列入部门业绩合同，幵确定精益

管理项目阶段性目标。接着，林泉总带领大家学习《2014年枣

庄公司快速改善管理业绩合同》，介绉了《快速改善活劢管理方

案》、《关亍成立快速改善活劢评审小组的通知》、《精益提报

系统使用方法》和《kaizen项目积分兑奖细则》几项内容。 

      最后，林泉总提出几点要求：1、各部室负责人高度重视此

项工作；2、在基层落实kaizen项目；3、全体员工真正掌握精益

管理理念幵落实。 

 枣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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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 态 

   

 

 

 

  

 

 

   

 

 

 娄底公司 

 

  

 

 

     3月24日，娄底公司高荣春总带领各部室骨干到襄阳公司参

观交流。 

     首先，由总绊办不大家分享了服务标准化；接着，各对口部

门分享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好的绊验。最后，高总一行还到场

站、营业厅等一线现场进行参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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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郴州公司 

   

 

 

       3月7日，郴州华润燃气总绊理李从记率领各部室中层管理人

员共20人前往武钢公司参观交流。 

       首先，公司副总陇生慧介绉了公司概况和近期几个重点项目

建设情况。随后，总绊办、安技部、工程部等部门先后介绉本部

门工作情况、内部管控措施和成效。 

成员公司动 态 

       3月20日，楚雄华润燃气有陉公司精益管理培训不研讨会

隆重丼行，公司全体员工参加了此次学习活劢。 

       公司重点精益项目“缩短商业用户开发周期”存在的问题

不会人员进行了分组研讨、分享，幵应用“六顶帰子法”进行

了互评。 

 楚雄公司 



     3月18日，公司召开学标杆 

精益管理实施方案与题研讨会，各单位 

分管精益工作的中层、见习绊理、内训 

师及2013年度精益管理先进个人参加了 

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绊理李颖出席会议。 

      会议分为两大环节：一、优秀绊验分享；二、学标杆精益管理

实施方案研讨。最后，李总进行关闭发言，希望大家能够正视存在

的问题，继续劤力，争取再创佳绩。 

 郑州公司 

成员公司动 态 

       3月17日，车用气分公司新郑CNG

加气站聘请服务督察部督察人员到加气

站对全体加气工、收贶员进行授课，学

习服务对标内容。培训人员运用小课埻

的授课方式针对新郑加气站服务对标短

板开展与题培训，对今后更深入的开展

对标管理奠定了良好基础。 

最后，李总进行关闭发言，希望大家能

够正视存在的问题，继续劤力，争取再

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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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公司 

   

 

 

     3月11日上午，工程部组织召 

开了竣工资料和精益管理与项学 

习会议，唐朝明绊理主持会议， 

参加人员有工程部全体员工及所 

属3个施工项目部和市区施工队 

的负责人、生产骨干约60余人。 

成员公司动 态 

 阳泉公司 

      3月14日，公司精益办组织开展精益管理培训会。精益管理

项目小组和各部门精益管理联络人参加了此次培训会。 

      通过培训，项目组分析和汇总了影响供销差和工商业用户开

发速度的因素，便亍项目下一步的开展和实施。 

      会上，精益管理项目小组

对项目D（定义）阶段的工作

进行了汇报和分享；公司精益

绿带纨鑫铜对2014年公司重点

精益管理项目：“陈低供销差

率”和“提高工商业用户开发

速度”的M（测量）阶段进行

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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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公司 

       3月19日下午，镇江华润燃气

召开了精益管理推进会和学标杆启

劢会，公司领导、各部门主要负责

人和部门精益管理联系人40多人参

加了会议。 

  推进会集中宣贯了2014年度公

司绩效合同、精益合同、学标杆责

任书，解读了精益管理和学标杆活

劢具体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公 

成员公司动 态 

 淮北公司 

3月21日下午，公司精益办组

织召开精益管理培训，公司主管以

上管理人员及骨干员工40余人参

加了培训，大区精益管理精益绿带

姚旭担任主讲。 

司“陈低CNG加气站综合电耗”、“提高管网泄漏自查率”

两个精益项目推进计划，全面部署了公司2014年精益管理和

学标杆活劢。 

精益绿带姚旭主要针对精益概念，基础理论知识，快速改善

知识，精益管理工具进行了讲解，幵结合厦门公司加快工商业用

户开发速度的案例，详细讲解了精益管理DMAIC的前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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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ZEN天地----成果共享 

快速改善整体情况 

截止3月31日共开展快速改善项目5927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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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ZEN天地----成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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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ZEN天地----成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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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传讯 

改善从我做起 
-----------岫岩公司  /  凌敏 

有一句话说的好：“心若改变，态度就会改变。态度改变，习惯就

会改变。人生就会改变。”公司的精益管理亦如此。这需要我们每个员工

从内心开始，用创新的思维去思考问题，用改善的理念去解决问题，从自

我做起，实施改善，积小步而行千里。如果我们每个员工都能做到这些，

那我们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将不断提升。 

自集团公司倡导实行精益管理以来，我深深体会到精益管理带给我

的改变。 

以前认为细小的事情，没想到经过改善之后，会带来如此大的改变，

释放如此大的能量。财务部的各类报表很多，改善之前，都是将各类报表

打印出来，然后依照打印版再进行系统填报。这样每个月的打印用纸量都

很大，同时打印机由于打印量大，硒鼓每个月都要更换新的。改善后，要

求所有财务报表均采用电子版 ，不允许纸质打印，由电子版直接提报财

务系统。看似个小小的改变，每个月却可以节省大量打印用纸，打印机硒

鼓也由原来的每月更换，到现在的平均2-3个月更换一次。为公司节省了

近千元的办公费用。类似如此的精益管理，在我的身边更是举不胜数。 

现在的精益管理，已深入我的生活，随时留意身边可改善的工作，

时刻思考着如何通过改善来提高工作效率。改善已成为我工作、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一个部分。通过我的改善，希望能为公司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伟大出自平凡，立志始于足下，让我们每个员工都从细节入手，从

细节改善。改善从我做起，公司整体能力的提升掌握在我们每一个员工的

手中。让我们通过工作的改善、自身的改善为公司的明天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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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传讯 

小处见施，大处获益 
-----------沧州公司/吕雍津 

古人云：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勤

俭节约做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仅仅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精神瑰宝，

更是对我们在生活中和工作中的责任感的度量和约束。沧州公司从负债

累累到实现盈利的巨大转变也正是折射出这一优良美德在企业发展中重

要性。 

回首过去，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我们的员工不妥协不放弃，从点

滴细微处保护公司财产，勤俭节约，力争向上，最终实现我公司的华丽

蜕变。现在，做为华润燃气的一员，我们更不能忘记公司前辈给我们做

的榜样，在工作中，哪怕最细枝末节处，我们也应该投以百分之百的热

情和责任感。 

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哪怕是一些随手可行的事，都蕴藏

着巨大的节能潜力。白天，减少不必要的开灯次数；用水后，顺手把水

龙头拧紧；文件的传送避免使用打印出来的，最好通过邮箱、QQ等传输；

打印时，用使用过的纸打印草稿，尽量双面打印；顺手把不用的电器电

源关闭；下班记得关闭电脑显示器和打印机的电源；出门随手把室内的

灯关上；卫生间的水龙头、马桶漏水及时修理；无用的纸制文件、资料

集中放在一处，将能用的空白面朝上，方便再利用；避免使用一次性办

公用品，如使用可更换笔芯的原珠笔、钢笔。这些日常工作中的举手之

劳，积少成多、积水成河，不可小视。 

见一叶而知全秋。我们从小做起，勤俭节约，体现的其实是员工对

公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力争上游再创辉煌最坚实的保障。小处

见施，大处获益，只要我们一如既往的将对公司的勤俭精神、负责意识

带到工作中的所有环节，必将使我们的公司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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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传讯 
 

快速改善——将本职工作做得更好 

-----------成都工程公司/冯超 

2013年公司初步推行快速改善，大多数员工只提出一些办公室简单

的5S改善，随着公司精益管理力度加大，2014年公司要求快速改善参与率

达到100%。 

通知刚下发时，抱怨声声不断响起，“每人一篇，哪来那么多快速

改善？”，“大家干脆别做本职工作了，都做快速改善算了”，“这个精

益管理怎么成了‘运动’？”，“精益管理怎么这么烦！”„„再接着，

询问声接踵而来，“要写这么多快速改善，有没有什么方向？”，“我们

部门老员工比较多，怎么发动他们寻找改善点？”，“有没有快速改善示

例可以学习？”„„ 

其实工作中有很多快速改善，只是天天在同样的环境中，不知不觉

就忽略了，或者某些小问题，得过且过就没有继续完成。如：施工现场地

面是否干净？法兰盘是否上架？未用完的油漆是否密封后单独存放？电线

是否从天上过？电线高度是否满足2.4米？地上的电线是否添加了保护套

筒？开关箱门是否关闭？怎么能使开关箱门保持常闭？一线员工是否有操

作方面的抱怨？能否在合规的情况下快速的解决他们的问题？施工场地是

否有坑、洞？某些施工步骤是否可以调整或合并？计划书是否设计了反馈

环节？ 

表格是否方便填写？表格中的表述是否有歧义？资料提交是否做到

了标准化？2013年部门总结中出现的问题能否逐步解决？„„ 

有人问，这些不都是我们的本质工作？对，我们就是要将本质工作

做得更好！将以前本质工作中觉得分分钟完成而迟迟不动的事情，立即做

到；将以前拍着胸口保证做好的本质工作，用更加直观的照片表现出来；

将本质工作中的部分环节做得更加细致。快速改善可以保证本质工作不要

虎头蛇尾，保证本质工作有良好的记录，保证本质工作有切实的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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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传讯 

精益管理确实好      人人改善效率高 

点点滴滴节能源      思路创新多思考  

人走灯灭用电省      双面打印更环保 

墙面宣传好理解      人人比学争赶超 

画图间隙多活动      身体健康很重要 

 

坐席注明利工作      资料归档便查找 

项目分享集广益      紧扣规范安全保 

设计经验勤总结      业主至上沟通好  

快速改善要求我们以一个新人的眼光，以领导的角度审视我们的

本职工作。这样既可以轻松完成快速改善任务，更可以更好的做好本职

工作，完成闭环反馈。快速改善能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找到差距，找

到努力方向！ 

快速改善，原来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设计工作精益化 

-----------郑州设计公司/李岩 

快速改善——将本职工作做得更好(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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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传讯 

越精益越幸福 
-----------临沂公司/ 李庆霞 

 
精益管理是一种积极的思维状态，生活里凡是有所成就的人都拥有精

益生活的思维。在繁琐的日常事务中，精益管理思维会给人们的工作和生

活带来生机和活力。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要拥有一种创新思维，用精益思

维突破常规观念，不断超越自己的过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精益管理要求我们从点

滴做起，从细节出发。努力改善身边的点点滴滴，积少成多，不断形成好

的工作习惯和生活习惯，用一砖一瓦筑起更美好的生活 

每一点进步都会让人从内心感到无比的快乐。每天一小步，总有一天，

我们可以拥有更加幸福和和谐的生活状态。 

工作中，越精益越高效。更合理的时间安排，让我们的工作忙而不乱；

更合适的工具，让我们效率更高、服务更好；更有序的物品放置，让我们

的工作环境更美更舒适。点点滴滴，都是精益管理带来的改变。它让我们

的生活更加有序，让我们的心情更加舒畅。 

在实践精益管理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很多，成长了很多。

虽然有时候会有些辛苦，但进步的喜悦和探索的乐趣远远超过了这些付出，

我们收获了成长与欢乐。学会管理时间、控制流程，不管自己每天的工作

有多复杂多繁琐，学会精益管理，就能得心应手地处理好手头的事情。 

进步无止境，精益管理无终点。虽然我们已经改善了多少细节，做出

了多少努力，但我们总可以做得更好。用心工作，努力生活，重视细节，

从点滴做起，让精益管理永远在路上，让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永远在进

步„„ 

精益管理是行动，更是文化。当它在我们的思维里生根发芽，就一定

能引领我们更加努力地做好每一件事情。当它引导我们的行动，就一定能

提高我们的服务品质。让我们在潜意识里重视起精益管理，变被动为主动，

去不断学习不断改善不断进步，我们就能用精益思维浇灌出智慧之花，托

起华润燃气更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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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传讯 

初识精益管理 
-----------宜城公司/贾晓刚 

  

精益管理，源之精益生产方式，是被众多世界著名企业所采用的先进

管理方式……。相信以上内容是绝大多数像我一样初接触精益管理的小白们

首先了解的知识，虽然并不很清楚它的价值，但不明觉厉的感觉油然而生。

而当我被告知加入公司的精益管理小组时，我的精益之旅也由此开始了。 

第一次系统接触精益是在参加襄阳公司精益学习日时，襄阳公司绿带

杨晓静为大家培训DMAIC流程改善工具。我身为宜城公司精益管理培训师，

为公司其他人员培训精益知识成为我重要的工作内容。在经历此次学习后，

我们也迅速在公司内部组织了培训学习，并结合公司正在开展的精益项目

展开培训指导，在这一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些对精益管理的思考。 

精益管理涉及一系列的工具和方法，是被无数次检验、总结、提炼后

产物，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系统性，可我们在实际接触和应用时，还是会

感觉有些不明所以和力不从心。自己一总结，首先是和我们接触少、认识

不深有关，其次，我们在使用这些工具和方法时，还应配套一样东西，那

就是精益思维。 

有道是，思维决定行为。如果把精益管理比作一个人，精益工具是他

的手脚，精益思维应是他的大脑。能把精益管理做到什么程度，要看手脚

配合、协调工作的能力，更要看大脑对身体的指挥，所以，我们在熟悉和

熟练精益管理工具的同时，更应当以精益思维的理念和方式来看待我们面

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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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传讯 

初识精益管理(续） 
  

俗语有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以往我们的工作和经历中，我们

形成和掌握了一套惯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精益思维则是区别于我们

以往对很多事情固有看法的思维模式，所以在接触到精益管理内容的时候，

很多东西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来理解它，这也使得我们很多人，特别是在

某方面经验更加丰富的人感到无所适从，这是一个正常的反映，也是过程

中的一个阶段。 

那么，如何以精益思维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二方

面来尝试： 

首先，是空杯的心态。当面对问题时，固有的经验和思考方式总是首

先来占领我们的大脑，就如同杯中已有的水，那么剩余的部分越小，所能

容纳的新东西就越少，如果放在学习精益管理上，就是我们所能接受和学

习到的内容越少，这显然不利于我们对精益管理知识的认知。 

再者，是换位思考。精益管理围绕着成本最优，价值最大，以客户为

中心来看待我们的行为。这就需要我们在看待问题时，从多个角度来进行

考量，跳出单从“我”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惯性而是从流程的角度看待问

题，从系统出发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出现以点概面，以偏概全

的情况，真正做到在统一的思维下贯彻精益管理。 

精益之路有始无终，相信随着持续参与到项目开展和学习中，我们能

够越来越接近精益管理的核心，越来越好的开展精益管理工作，用精益管

理的工具为我们创造发展的价值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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