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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指标完成情况 

快速改善整体情况 

截止4月30日共开展快速改善项目9536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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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报上报情况 

注：以上统计情况如有疑问，请与总部精益办联系核实修改。 



大 区 动 态 

辽宁&黑吉大区 

      4月19日，辽宁&黑吉大区于海城公司召开一季度商业计划

检讨会，大区精益办总结、反思了一季度精益管理开展情况，并

制定了下季度工作计划；本次汇报还对各成员企业一季度精益管

理工作进行评价排名，树立了KAIZEN标杆企业。同时，大区殷小

军总经理高度重视精益管理工作，对辽宁&黑吉大区主管级以上

人员重新部署了相关要求，大区精益办会后即下发沈精益通04号

通知--《关于执行辽宁&黑吉大区一季度商业计划检讨会殷总针

对精益管理提出的要求的通知》，通知中明确了对大区高管团队

精益稿件或心得体会、Kaizen项目提报数量的具体要求，大区精 

益办将针对各公司常规工

作，进行每月/季度的跟

踪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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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公司高管团队撰写精益稿件或心得体会：1篇/季度

（达到4篇/年）； 

2）针对Kaizen项目提报数量： 

①高管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助理

总经理）5件/月/人、 

②中层（包括：部门经理、副经理）3件/月/人、 

③主管（包括：部门见习经理、主管）2件/月/人、 

④员工0.5件/月/人； 

3）大区精益办针对各公司常规工作，每月及每季度会将

考评结果通过精益简报等方式进行通报，每个月有两个及

以上考核项目排在后三名的公司总经理须写检讨材料，梳

理排名较低的原因，辽宁大区公司报送殷总；黑吉大区公

司报送闫总，较为严重的公司同时将材料抄送殷总； 

4）大区精益办对各成员公司每个季度的项目评价将作为

年终考核参考，殷总将与年终考核排在后三名的公司总经

理诫勉谈话，有必要时将调整该公司管理团队人员； 



大 区 动 态 

4月16日—17日，福建、江西大区第一季度商业计划检讨

会议在福州召开，会上，江西大区王洪星执行总经理对2013年

度精益管理集团优秀公司、集团优秀个人、集团优秀绿带、大

区优秀公司、大区优秀绿带、大区改善达人等表现突出的成员

公司及个人颁奖。 

此次会议共颁发了以下七个奖项： 

华润燃气2013年度精益管理优秀公司——福州公司、厦

门公司； 

华润燃气2013年度精益管理优秀个人——陈秋； 

华润燃气2013年度精益管理优秀绿带——杨斌； 

福州大区2013年度精益管理优秀公司——吉安公司； 

福州大区2013年度精益管理优秀绿带——韩惠玲； 

福州大区2013年度精益管理改善达人一、二、三等奖。 

福州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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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区 动 态 

江苏、安徽大区  

云贵大区 

4月22日，江苏、安徽大

区召开一季度商业计划检讨会，

华润燃气集团董事局副主席葛

彬总、华润燃气集团高级副总

裁秦序文总参加本次会议。会

上大区精益联络人作一季度精

益工作汇报，并对下阶段精益

工作的安排提出建议。 

4月19日，云贵大区召开

2014年一季度商业计划检讨会。

会上，大区执行总经理韩文臣

总针对精益管理工作进行点评，

提出了十四条建议，并要求大

区绿带严格按照大区绿带帮扶

计划、学习日活动方案及大区

督导、跟进计划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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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 态 

南京工程公司 

4月25日，华润（南京）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开展了“抬杠”

主题的持续快速改善活动，公司各职能部门员工共14人参与。

活动规则是：与会人员分为两组，主持人在活动开展前筛选十

条公司同事曾提报过的kaizen作为案例材料。比赛采取积分制，

双方轮流选取案例并进行分析，在规定的时间内指出被分析案

例的不妥或有待完善之处，并给出优化方案。同一案例，一方

提出优化方案后，另一方可以继续提出再优化方案，最终积分

较高的一方获胜。 

活动中，同事们积极思考，针对之前所提报的提案共产

生了18条持续快速改善方案，经再筛选后保留了14条作为新的

kaizen，由与会人员提报至kaizen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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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 态 

郑州工程&设计公司 

4月18日，郑州工程、设计公司40余名员工在郑州工程公司

食堂开展了精益管理学习日活动，这是精益管理学习日活动开

展以来，两家公司首次共同参与活动。 

本次精益管理活动日以“快递员游戏”为主题，通过参与

游戏，从中发掘精益管理因素，使大家切身体会到精益管理对

工作效率的积极意义。 

活动开展过程中，设计公司精益管理主管领导艾亮助理总

经理、精益办主任王利芬经理、陈灵杰经理和工程公司精益办

主任胡臻经理作为观察员观看、 

指导游戏开展。 

 

8 



成员公司动 态 

南京设计公司 

山东院精益管理联络员协助刘勇院长主持召开“物

资清册问题研讨会”，会议讨论了近期物资清册中出现

的材料与编码不一致、施工人员追加材料及物资清册的

工作量等问题，山东分院的同事们各抒己见，以精益管

理为标准，消除浪费，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为目标，提出

解决措施。             

4月17日，公司邀请总部精益管理办公室陈涛经理在208

会议室为我们针对精益管理理念及精益管理工具的使用进行

了分享。同时，还邀请到一期绿带杨晓静为大家讲解行动学

习，并通过群策群力等工具解决公司实际问题，梳理出5大

工作方向。 

成都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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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公司 

成员公司动 态 

    4月16日，郑州公司检测中心检定三室和五室就“完善现场

检定工作标准”、“公司各种温度培训测量仪表检定方法的探讨”

两个项目召开研讨会，会上，大家利用头脑风暴法和团队列名法，

就项目的背景、原因、解决方法进行了热烈讨论，共梳理出20多

条意见和建议。 

4月18日，郑州公司召开2014年度精益管理培训会，各单位

分管精益的中层、见习经理、内训师、项目组成员等80余人参加，

培训由精益联络人陈恒军经理主持，二期绿带杨静主讲。 

此次培训主要内容为精益基础知识、KAIZEN知识、精益项目

常用工具方法（D\M阶段）。每部分内容培训结束后，设立了知

识抢答环节，以回顾培训精要，检验培训效果。 

此次培训针对性地普及了精益基础知识，可有效推进各单位

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转训，并有序开展精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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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公司 

成员公司动 态 

4月25日，厦门公司召开精益管理月度例会， 会议由陈

文杰总经理助理主持，公司精益管理办公室、全体内训师、

各部室精益管理分管领导、各部室精益管理联络人、优选

Kaizen项目提案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各部室精益管理联络人

汇报了本部室第一季度精益管理工作开展情况。精益管理办

公室向与会人员宣贯了《厦门华润燃气有限公司2014年度强

化精益管理推进“学标杆”工作实施方案》。随后，月度推

优Kaizen项目提案人为公司Kaizen评审小组讲解了改善思路，

评审小组现场完成了季度优秀Kaizen的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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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公司 

成员公司动 态 

    4月18日，公司精益办组织公司

全体员工进行“办公室8S现场管理”

的培训。培训主要内容为： 1、8S现

场管理的方法及意义；2、办公室8S

现场管理的实施要领及规范内容。 

    通过此次培训，使员工明确办公

环境的管理方法及要领。 随后，公

司精益办针对此次培训效果进行跟踪

考评，通过办公室环境2周改善状况

的对比，设立标杆同事。 

代表“有改善且改善较为明显”或“维持较为良好”  

代表“有细微改善但改善不足”  

代表“未有改善且有后退之势”  

标
杆 

锦州精益

锦州公司精益管理固化项目 一

办公室8S现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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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公司 

成员公司动 态 

4月16日，阳泉公司召开精益管理检讨会，回顾与总结今年

一季度精益管理完成情况，检讨本公司一季度工作情况，进一步

优化行动方案，确定今后的工作重点。张春奎总经理携管理团队

参加了会议，山西大区总经理刘仁杰、阳曲公司财务总监武磊、

山西华润国新交通能源公司总经理冯迺强携管理层出席了会议。 

会上，张春奎总经理指出：2014年公司的发展不仅要靠内

部管理的提升，更要依靠集团、大区的有利支持和推动，要认真

践行华润“1+2+3”管理实践，继续加大力度推进精益管理、6S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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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 态 

汕头公司 

      
    4月10日，公司精益办组织

运行管理部和客户服务部开展学

习日活动，学习了解液化石油气

基础知识，并运用“团队列名”

方法研讨班组建设中遇到的困难

及改进方法。通过“现学实操” 

的学习方式，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万通公司 

    公司客户部召开2014年度重要工作会议。公司总经理吕堃、

分管领导唐辉军以及部门经理，副经理、各部门管理人员参加会

议。 

    会上，讨论了2014年度重点工作会议的同时并参加学习《标

杆思维与精益化管理》。通过大家讨论“协调不力”、“百尊销

售”两个案例学习了标杆思维与企业精益改善路径，结合公司各

部门实际情况，提出了怎样解决效率的问题。 

    随后，组织召开客户部百尊销售技巧培训，抄表所及客户服

务中心和商场人员以及市场开发部参加了该培训。会议讨论学习

了百尊销售服务的销售技巧，并对如何提高百尊销售量进行热烈

讨论，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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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 态 

      

禹城公司 

4月4日晚上，安技部

组织各部门负责人及精益

管理联络人开展四月份精

益管理学习日专项研讨，

会议内容如下： 

     1.集中学习大区精 

益管理半月报及集团精益管理半月刊，分析学习整个集团的先进

经验和做法；2.培训和宣贯精益管理工具；3.各部门商讨重点推

进项目的进展程度，及需要得到的帮助或者资源支持；4.汇总一

季度重点工作，明确下一步计划和目标。 

宿迁公司 

     4月18日，宿迁公司召开一季

度商业计划及预算检讨会议，借大

区领导莅临公司指导工作的机会，

邀请精益绿带奚静静针对精益管理

理念、工具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

解，公司共28人参加此次培训。 

    此次培训取得良好的效果，将精益管理理念普及到新进员工

的同时，对如何落实精益管理也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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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 态 

苏州公司 

     公司利用食堂电视，

播放大区下发《快速改善培

训教程》，希望由大区的培

训力量，通过图文并茂的形

式向公司各位员工灌输精益

思想，务求在潜移默化中宣

传精益，彰显精益文化。 

昆明车用公司 

    4月23日，昆明车用公司召开精益管理培训会议。本次精益管

理培训主要内容为： 

1、“如何减少加气站不必要的浪费”； 

2、根据大区要求，学习“【云贵大区】--跬步行动培训（资料

1）”， 以期提高公司员工Kaizen项目提案的质量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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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 态 

   

 

 

 

  

 

 

楚雄公司 

 

  

 

 

    4月11日，根据大区1季度商业计划检讨会安排，大区绿带

秦剑等3人一行到楚雄公司参加、指导一季度商业计划检讨工作。 

    秦总高度重视楚雄公司精益管理推进实施情况，在听取了

公司精益管理工作汇报后，与参会人员分享了精益项目推行的

思路和方法，并要求楚雄公司利用好精益管理工具，以对标学

习为契机，解决楚雄公司目前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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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5日，楚雄公司王正勇总经理带领安技部、工程部、物

资部及客服部一行6人到重庆前卫克罗姆进行考察交流。 

    此次考察，大家重点了解了燃气表的生产工艺流程及常见

故障原因，并就燃气基表偏差、燃气基表出厂自带剩余气量两

个问题与厂家技术人员进行了交流。此外，公司考察人员就调

压箱门边缘的制作工艺进行了交流，希望厂家改善“开启调压

箱时易造成人员受伤”的潜在问题。 



   

 

 

昆明公司 

   

 

 

成员公司动 态 

    4月29日，昆明公司副总经理宣稳荣组织安技部、工程部

员工开展精益管理工作的相关培训。 

    培训内容主要为三大块：一、学标杆工作指引；二、行动

学习；三、精益管理培训及项目指导。首先，针对公司目前的

工程管理现状问题，宣总提出七大主要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方案，

并要求工程部与安技部及时协同解决，以有效推动公司项目

“提高工程一次性验收合格率”的开展 ；随后，宣总与参会

人员一起学习了“学标杆工作指引”、“供销差行动学习课件

资料”；最后，由安技部段行琼向大家介绍了精益管理DMAIC

的相关知识，并与大家一起探讨了推动公司重点项目“提高工

程一次性验收合格率” 的下一步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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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ZEN天地----成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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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ZEN天地----成果共享 



KAIZEN天地----成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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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ZEN天地----成果共享 



基层传讯 

用耐心铺设精益变革路 
海城公司/李旭龙 

很多人也许不理解，管理就管理了，还能怎么精益？殊不知，

说精益管理也是有他的道理的。精益管理就是管理要做到“精”和

“益”：“精”—少投入、少消耗资源、少花时间，尤其是要减少

不可再生资源的投入和耗费，提高质量。“益”—多产出经济效益，

实现企业升级的目标。 

金融风暴的蔓延给了中国企业、尤其是不重视基础管理的中

小民营企业当头一棒，这一棒让很多企业清醒过来:台风原来如此

凶猛，光鲜的衣服里藏不住单薄和脆弱的躯体，“弱不禁风”可与

黛玉一比。想要在下一轮台风中屹立不倒，唯有让自己更强壮，更

坚实，而下一轮可能随时来袭！  

精益生产就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是追赶的绝佳机会，是超越

的绝佳机会。所谓时事造英雄，在历史更替的阶段，之前的论资排

辈将会打破，新局势未形成之前，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把握先

机就看谁行动快、出手果断，谁就可能成为未来的先行者。 

就像田径比赛，按正常路径，我们可能比别人落下一大截,胜

利变得渴望而不可及，获得观众肯定的是永不放弃的体育精神（刘

翔除外）。 

但如果比赛突然改变规则，大家的终点是“改变后路径”操

场的另一端，时局突变啊，哈哈，大家又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了！成

功的关键可能是：抢占先机、果断、速度、耐力？反应迟钝者（可

能还在按原来路径）、犹疑不决者必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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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传讯 

体味精益管理 
郑州工程计财部  刘洋 

不知不觉间，歇完产假上班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期间除了日

常的会计工作，听到见到最多的就是精益管理。回想一下在我歇

假之前公司的精益管理才处于起步阶段，开展的并不是特别的深

入，对于我来说感受也并不深刻。通过这一个多月的不断地学习，

让我不得不感叹，精益管理不仅仅是改善了公司的内部管理，更

是改善了我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主动改善、时刻寻求改善的人。 

用数据、KPI去管理工作：在推行精益管理前，部门的工作

有很大的随机性，往往是哪项工作最紧急就先做；今天做了什么，

完成了什么，当天是否安排任务、是否完成这些都是不知道的。

现在实行KPI考核，责任划分到人，每天每个人去完成什么工作都

有具体的指标去衡量。每个月还要跟踪具体的完成情况总结上月、

实施本月、计划下月，使我们的工作清晰明了，加强了部门的管

理。 

杜绝各种浪费，提高工作效率：浪费在我们工作中时刻存在，

如何找出这些浪费并改善是关键。要找出我们身边的这些浪费只

有全员参与才能做到更全面，那么精益管理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

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在杜绝浪费的路上越行越远。要真正能达

到杜绝浪费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需要大量的人力才能做到，

所以我们公司动员全体员工积极参与，从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的

效果。 

只要能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将精益管理的理念逐渐的渗

透到日常的工作中，我相信总能带来意向不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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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改变 ，无限的价值 
 

南京设计福州分院  杨凯 

时至今日，精益管理的推行已有一年之久。在这过去的一年

之中，精益管理仿佛初涉世事的新人，经历了无数的鄙夷唏嘘，

却渐渐茁壮成长。当我们还在怀疑观望时，却以改变的现象诉说

它存在的价值。 

工作环境方面：清洁的办公室，整齐的办公桌，点缀着优雅

的绿色，充盈着芬芳的气息，为客户提供了一个舒适的洽谈空间，

也为员工营造了一个优质的工作空间；同时，设备的更新，大幅

的提升了工作效率，有效地缩短了绘图的响应和打印的等待时间。

工作环境的改善，极大地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让他们在创造

价值的同时保持一个好心情！ 

工作流程方面：福州分院新设了两名校核人员，建立了设计

任务进度管理制度。一个企业要保持、要发展，一定离不开人才

的培养。校核人员的增设，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成长的广阔空间

和优秀的平台。同时，电子版图纸经校核、审核后出图，可以减

少改图的次数，一方面节约了图纸打印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也

减轻了审定的工作压力。设计任务进度管理制度的建立，极大地

优化了设计流程。设计员可以根据进度表更好地安排任务的时间

与次序，缩短时间，提高效率，为自己和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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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改变 无限的价值（续） 
 

服务质量方面：图纸的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设计人员在工

作的同时不断学习，巩固自己的专业知识，立足长远，着眼细处，

提供更合理的设计。办公室人员位置表的制作，为客户办事提供

了很好的便利，给客户留下了俱佳的印象。福州分院还建立了客

户满意度激励机制：每年特定的时间调查甲方对设计员的满意度，

按照满意度发放年终奖。这就要求设计员放低姿态，提高业务水

平，从而提升客户满意度，也相应的提升了公司的声誉。 

犹记得精益管理推行之初所经历的艰难，庆幸的是我们坚持

下来了。风雨后的阳光总是格外温暖，坚持后的胜利依旧欣喜迷

人。如梭的一年内改善这么多，已经难能可贵，而精益文化与习

惯的形成，则更显弥足珍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精益管理之路，我们任重而道远！ 

细节决定成败   精益创造未来 

“失了一颗马蹄钉，丢了一个马蹄铁；丢了一个马蹄铁，折了

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损了一位国王；损了一位国王，输了一

场战争；输了一场战争，亡了一个帝国。”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出自英国国王理查三世的史实。这个

惨痛的史实告诉我们，细节会影响整件事情的全局，细节决定成败。 

临沂公司客服部   李庆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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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体现出人的品位；细节是时尚水准的象征；细节使产品卓

尔不群；细节使管理周到缜密；细节是对顾客的体贴入微；细节是

造就完美的前提。只要把细节做到最好，我们就能慢慢做出成功的

事，成为优秀的人。 

把简单的事情做好了就不简单，把平凡的事情做好了就不平凡。 

永远不要忽视细节，再伟大的事情也由细节构成。 

在实施精益管理的过程中，我们要着眼于细节，用平凡的事迹

铸造出辉煌的业绩。一项项，一桩桩，一件件……将每一个细节都

改善好，我们的工作一定会进展得更好，我们的服务质量一定会提

高…… 

精益管理，把握细节，创造精彩，有益社会，管控生活，理顺

节奏。 

回想精益管理实施以来，每一个改善项目，都是从改善细节出

发，最终造出较大的成效。当我们不断惊讶于原来我们可以做得更

好的同时，我们有理由去相信，只要从细节上不断改进，我们整个

集体就会不断地更加优秀……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精益管理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智慧在萌芽，不忽略工作里的小

细节，生活是一个个片段，幸福就是每一个片段上都有它的温馨和

精彩…… 

精益管理是构成金字塔的一块块方石，是铺就铁路时自甘居下

的一条条枕木。我们只有关注细节，把握细节，演绎细节，才能把

我们的事业做得更好。 

细节决定成败   精益创造未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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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必须提倡注重细节、把小事做细。泰山不拒细壤，

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不积跬步，无以至千

里，不积小流，难以成江河。任何宏大的计划、壮伟的工程、都

依赖于每个步骤与细节的正确实施和准确到位。  

精益管理要求我们从细节着眼，从小处着手，勿以善小而不

为。正如人们所说，每人进步一点点，我们的集体就会变得更强

大。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更加努力积极的推行好

精益管理工作，管理好细节，管理好流程，管理好思绪，管理好

生活。让精益思维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让管理智慧引导我们更

好地去工作和生活！ 

细节决定成败   精益创造未来（续） 

勿以善小而不为 
        ——快速改善是一种态度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临终前刘备对儿子

如是说。意思是让刘禅不要轻视小事，“小”中有大。“小”水

滴不断滴下，力可透石；“小”火星足以燎原；“小小”的一句

话，足以影响一国之兴衰；“小”不忍，即足以乱大谋；一丝

“小小”的微笑，给人信心无限；每日一件“小小”的善行，足

以广结善缘；勿以善小而不为，“善小”不是“不足道”的，

“善小”也含有“大义”。 

莱州公司安技部   侯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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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以善小而不为（续） 

联系到当前在华润广泛开展的精益管理快速改善，我觉得二

者确有相通相同之妙，我们都知道，精益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化

繁为简，而快速改善就是要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每一个可以改善和

优化的环节，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微小改善。往往这样的改善点是

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比如，文件没有秩序地乱放，查找起来

费时费力；比如，一大串钥匙串在一起，没有标识和标签；比如，

一把条帚把上有刺儿，有人受伤，却一直未引起重视、、、、、、 

开展快速改善，就如给陈旧封闭的思想打开了一扇向阳的窗

子，文件分门别类，贴上标签，整齐归档，查找起来一目了然；

将钥匙做好标记，一把钥匙对一个锁头，少去了挨把去对的麻烦；

条帚把用布条缠上，从此不再让人受到伤害……这些看似微不足

道的小小举动， 却用举手之劳实现了效率的提高和环境的改善。

常常在想，快速改善未必能成就什么宏伟大业，但这种理念却教

会我们善于查找自身和周围环境的不足，并施以有效的改善，使

不足变有利，涓涓细流不是也能汇成大河吗？不积跬步，无以成

千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快速改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善举，

是一种善于发现自我不足、勇于实现自我突破的方法和途径，从

快速改善中，我们不仅能够收获效率上的提升、质量上的改善和

工作上的成就感，而且也收获着一种使人生愈趋完美的理念和信

心，不断地改善不足、弥补不足，最终到达成功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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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化作春雨滋润精益土壤 
 

南京设计无锡办公司 谈芯  
不知不觉，精益化管理已经陪伴我们走向了第二个年头。它如

春雨般浸润着我们的工作理念，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很多，

也体会了很多。 

我今年有幸参加了集团组织的精益管理二期绿带培训，成为了

一名光荣的催化师。正如春天的到来，春雨静静地催化着土地，让

大地重换生机。作为催化师的我，也感受到了自己的使命，那就是

让精益化的思想在整个公司中生根发芽。正如讲师曾和我们说过的

那样：“你只有身先士卒，并得到提高，你才能够带动别人”。因

此我开始学着使用从培训中用到的方法，从多个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寻找快速改善的方案。譬如：物品的定置管理，办公区域的整洁，

无纸化办公等等。整洁的环境带来的身心愉悦，物品的定置和无纸

化带来的工作效率的提升都渐渐使得大家开始认可它，接受它，甚

至主动学习它。 

经过一年多的接触和学习，让我熟悉了很多杰出的人物，他们

对精益化管理的诠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在我的日常工作中给了我

很多启发，这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他是（GE）董事长。在短短20年间，这位商界传奇人物使

GE的市场资本增长30多倍，达到了4500亿美元，排名从世界第10提

升到第1。1981年通用电气成为世界第一时，他说的一句话：你们

知道了，但是我们做到了！他所推行的六西格玛标准、精益管理的

理念也为我们指明了学习的方向。 

也许在整个精益化管理大家庭中，我只是小小的一份子。我愿

和大家化作那一滴滴春雨，为华润集团继续滋润这精益化的土壤，

让华润这棵大树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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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益管理创效益 
                                  长春公司/史学红（总经理） 

今年，为了提高公司精益管理水平，长春华润液化天然气有

限公司加大管理力度，不断探索创新，全面对标求发展，精益管

理创效益，针对公司的生产运营情况，由建设运营部和财务部组

成精益管理小组，探索如何降本增效。通过对成本的分析，原材

料气耗、电耗是影响成本的主要因子。 

一、多步并举，降低气耗。 

1、安装尾气压缩机 

2014年1月25日增设了尾气压缩机设备，此设备可以将燃料气

平衡罐中不能利用的气体进行回收，通过压缩机的压缩后，送至

原料气压缩机进口平衡罐，将尾气作为原料气再次压缩，此设备

可有效回收燃料气。 

2、回收槽车内余气 

在梳理气耗环节过程中，充装人员发现槽车在过磅时，槽车

内一般有剩余的四公斤左右压力的气体，大约为200公斤，在充液

后相当于用这部分剩余气体换同体积的LNG，这也增加了我们的气

损，为此我司调整了充装流程，要求空车过磅前将槽车内的压力

降至1.5公斤，单车可以回收约120公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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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算，2014年1月25日投入使用尾气压缩机后，2月我公司

单位材料成本降至3,993.56元/吨。2014年2月单位材料成本同比

2014年1月下降172.67元/吨，月均生产3015.00吨，节约成本52万

元。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4,404.83  
 4,177.01   4,150.65   4,166.23  

 3,993.56  

/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 

1 2 3 4 5
系列1 系列2 

月生产单位材料成本对比（元/吨） 

二、合理安排压缩机单、双机运转、增大单机产能，全面

降低单方气电耗 

1、优化单双机运转 

由于现在第二气源还没有通气，目前原料气供应量在20万

方左右，而压缩机单机设计压缩能力为17.5万方，在超过17.5万

方时，需开双机，而压缩机只要开机就需耗同样的电量，即意味

着17.5万方与35万方之间的所有气量耗同样的电量，为此，经我

司财务与生产共同优化，对气量少于30万方以下时，只开单机，

如销售与单机不匹配，则双机开满全负荷运营。 

 

精益管理创效益（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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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化生产运营数据，提高单机负荷产量 

由于系统刚运营不到三个月，因此工艺操作人员不断对MRC

组分、MRC循环量、出口压力与温度等重要参数进行调整与优化，

单机产能从15万方优化到目前17.5万方，而总耗电量完全相同，

从而大大降低了单位成本的耗电量。 

经测算2013年11月处理单方气电耗0.54kw/m³，12月处理单

方气电耗0.55kw/m³，2014年1月处理单方气电耗0.56kw/m³；在精

益化管理方案实施后2014年2月处理单方气电耗0.52kw/m³。安装

前后单方气平均电耗下降0.03 kw/m³，月均处理584.3万m³，节省

电量23.372万kW·h，节省电费12.8万元。 

1 2 3 4

系列1 0.54 0.55 0.56 0.52

 0.50

 0.51

 0.52

 0.53

 0.54

 0.55

 0.56

 0.57

单
方

气
电

耗
kw

/m
³ 

处理单方气电耗对比 

精益管理创效益（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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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化效果 

经过近两个月的精益管理优化，在1月份、2月份两个LNG

销售价格与销售量皆为最低谷的月份，公司在正常为亏损的月

份全部实现了赢利，两个月共赢利80万元，如果没有精益化管

理，我司将面临亏损，公司上下所有员工真真正正的从精益管

理中尝到了甜头，真正的感受到了精益出效益，公司上下目前

掀起一股进一步向精益要效益，进一步向精益要成绩的良好氛

围。 

越精益越强大 

一路走来，忙碌的工作从未阻拦我奔跑的脚步，且行且思

考，思考生活，思考人生，思考学习，思考工作中的点点滴

滴。 

一路走来，繁杂的世界从未动摇过我改变的信念，我一直

坚信，未来有一天，生活会变得更好，工作会变得更简单，人

生会变得更灿烂。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改变。改变自己，改变工作，

改变生活，改变人生，乃至改变这个世界。 

也许你会问，一个人的力量如此微小，个人的改变对整个

世界来说如蚍蜉撼大树，有什么作用？ 

我的回答是，一点点的改变，就会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

力量，也能改变世界。 

郑州公司财务部 曹浩 

精益管理创效益（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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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精益越强大（续） 

从哲学上讲，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可以引起质变。事物的发

展、变化必然呈现出量变和质变这两种状态。量变达到一定程度

可以转化为质变,质变完成又会开始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以至

无穷，把事物一次一次推向前进，这就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过程。 

当然，我想，而且必须强调的是，变化是有好与坏之分的。

如果想推动事物的发展，我们必须推行好的量变——改善。 

目前我们所开展的精益管理就是改善，看似不起眼的kaizen

就是管理量变的过程，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质变时，你会

发现我们离过去的那些不美好已经很远很远。 

曾几何时，从未认识到kaizen和精益管理的力量，也从未重

视这种力量。自认为这些举动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没有特别的改

善，甚至于曾经为了一个kaizen苦苦寻觅而不可得。也曾几何

时，为改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而当我正要开始后悔时，蓦

然回首，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财务部也不再是原来的财务部。 

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没有改善，就没有发展。 

一个个小kaizen积累，一点点的改善。你我的身边已经改变

如此之大，你的桌面变得条理有序，我的电脑文件已经分类管

理，他的表格变得简单而且美观，财务部的账务处理变得逻辑而

又清晰。 

精益管理，已经融入到财务部的日常工作中去，无需多想，

财务部的每一个人必将越改善而越强大，财务部的工作也会越管

理而越精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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