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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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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学习日 

8月13日，总部精益办在深圳华

润大厦19楼大会议室召开8月精益管

理学习日，华润燃气集团高级副总裁

朱锂坤、总部各部室负责人及总部精

益办成员、各部室绿带参加了本次学

习日。 

                             ----（P7） 

集团运营部陈涛经理参加湖

北大区精益管理培训会，并亲自

宣贯精益管理思维；帮助各位学

员梳理精益管理工作推动思路；

介绍并培训精益管理项目分析和

学标杆常用工具。               

  -----湖北大区（P8） 你改善了吗？ 

每次都要回答别人办公室

WiFi密码吗？简单张贴，轻松搞

定！ 

                   -----（P24） 



亮点聚焦 

精益感悟 

推行Kaizen的过程中，往往前一两年

项目提案会比较多些而且项目的质量比较

高，但执行1-2年之后似乎提案者也变得“

黔驴技穷”了，于是便出现应付了事随便

拼凑一个交差，久而久之，风气会日下，

如何改善再行发展成了一个问题。   

  ----- 厦门公司  罗仲培 

面对提案“黔驴技

穷”如何 

改善再行发展 

天然气行业精益

管理漫谈 

天然气行业作为一个年轻的企业，

更应该借鉴其他好的精益管理发展模式，

分析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标准化、规范

化经营发展，复制粘贴好的方法，快速有

效的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大连花园口公司总经理  逄焕庆 

将精益管理思维运

用到工作细节中来 

一定要把精益管理运用到我们企业

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在认真的学习精益

管理的精髓的同时，把它运用到企业的

每项管理工作中，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大亚湾公司  李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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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完成情况 

快速改善整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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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统计情况如有疑问，请与总部精益办联系核实修改。 

截止8月22日共开展快速改善项目261515项。 

半月报提报情况 



集 团 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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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3日，总部精益办在深圳华润大厦19楼大会议室召开8月精

益管理学习日，华润燃气集团高级副总裁朱锂坤、总部各部室负责

人及总部精益办成员、各部室绿带参加了本次学习日。 

     最后，陈涛经理介绍了5S推进方案，

对5S的定义与实施方法进行详细讲解，

并针对目前总部办公现状提出改善方法。

接下来，总部精益办拟与总部办公室联合

开展办公室5S活动，实施5S方案，并希

望通过5S活动，使总部精益氛围更加浓

厚。 

      学习日上，朱总首先进行导入发

言。朱总在导入发言中强调了精益

管理的重要性，并提到办公室开展

5s活动的必要性。最后朱总还提出：

希望通过今年精益管理工作的推动， 

     接着，总部精益办陈涛经理就上半年精益管理工作进行了总结

和回顾，对上半年工作亮点与不足进行剖析，并提出了下半年工作

计划；营运部吴永总组织参会人员就精益管理工作以及精益管理与

学标杆工作如何有效开展与结合进行了讨论发言，为精益办下一步

工作提供了好的想法与建议。 

 

助力学标杆工作的开展，人人学标杆、人人做标杆，通过每个人实

实在在的行动，使每个人都养成精益管理的思维，从而有效推动学

标杆工作的开展。 



大 区 动 态 

河南大区 

     2014年7月29日上午,郑州公司物资部仓储主管廖传瑞带领所属

人员一行九人，莅临安阳公司物资供应部对仓储管理工作进行对

标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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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区 

     2014年7月25日湖北大区习学

标杆”工具方法培训会在襄阳召开，

会议为期2天，共有13家成员公司

的42位同事参加培训。 

     集团运营部陈涛经理参加会议，并亲自

宣贯精益管理思维；帮助各位学员梳理精

益管理工作推动思路；介绍并培训精益管

理项目分析和学标杆常用工具。     

    会上，安阳公司与郑州公司着重参照集团物资

管理对标标杆值项目进行交流。开拓思路、寻找

办法，使今后在仓储物资管理工作迈向精益化管

理轨道，达到集团标杆值。 



大 区 动 态 

8月8日是昆明华润燃气8月份

精益管理学习日，学习日当天组织

了公司级精益管理活动，由昆明华

润精益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公司

总经理、常务副总、副总经理、精

益催化师以及各单位精益管理联络

人共26人参加学习日活动。在以公

司总经理为核心的管理团队的支持

和鼓励下，顺利地开展了精益管理

学习日活动，营造了“鼓励为主、

全员参与”的良好活动氛围。 

云贵大区 

学习日活动上，为二季度优秀改善团队进行奖励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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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区 动 态 

山西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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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黑吉大区 

      8月，大区精益办组织绿带催化师对各公

司项目进行预评审。8月8日，大区绿带催化

师将对各自负责公司的精益项目评审意见反

馈至大区精益办，整体推动项目的 

      大同公司客户服务部针对

主管人员进行 了精益管理六

西格玛的培训。学习过程中，

大家深度理解了有关六西格玛

的精髓所在处，总结了之前做

的不好的地方，指出了存在的

一些弊端。并讨论了在今后工 

作中，我们应该如何改进这些不足，以精益管理的理念去思考

怎样消除浪费和不增值活动更好地来提高工作效率，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公司对《精益管理手册》的需求数量，统一印刷发放，全员范围内宣传。 

 

 完善和落实，大区精益办整理意见

发送到各成员企业，指导其做好改

善工作。同时，大区精益办征集各 



江苏&安徽大区 

大 区 动 态 

福州大区 

8月13日，福州公司精益管理办公室、“学

标杆”办公室成员在杨立新总助带领下到子

公司连江公司进行精益管理-“学标杆”帮扶

交流，为连江公司广大职工答疑解惑，连江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昌清出席了会议。福

州精益办还向连江公司赠送了精益管理、

“学标杆”相关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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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大区精益绿带“一对一”帮扶计划

安排，7月30日大区绿带催化师强鑫赴阜阳公

司开展了精益帮扶培训活动。阜阳公司领导、

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等近30人参加了培训。          

  

强鑫结合自身工作角度及项目实施经验，

从快速改善、精益工具运用、精益示范

点创建等方面开展了培训交流，活动现

场气氛活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区域

公司间的帮扶与交流，促进了精益工作

的跨区域沟通，达到共同提升精益 

管理水平的目的。 



四川大区 

      8月5日利用8月精益管理学习

日的机会组织开展了公司精益管理

黄带催化师一期培训。本次培训通

过四川大区精益管理联络人特别邀

请了华润燃气集团营运部经理陈涛

以及成都公司精益绿带王剑担任培

训讲师。经公司各部门、分公司及

参控股公司推荐并通过公司选拔的

精益管理内部催化师共计40余人

参加此次培训。 

 

 成都设计 

      8月8日,公司开展精益管理学习日，公司

全体管理团队成员参加学习日。学习日上，

精益管理联络员向大家宣贯了《精益管理三

年规划》，《精益理考核评价管理办法》，

总结了半年度精益项目进展情况与快 速改善

提交情况，最后按照《精益管理考核评价管

理办法》对8月最佳团队、改善达人，6个优

秀提案进行了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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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区 动 态 



成员公司动 态 

郑州工程 

      8月15日下午，公司在三楼会

议室进行了8月份”精益管理学习

日活动“，各部室精益管理项目承

办人、精益管理联络人约10人参

加了本次学习日活动，本次学习日

活动由公司绿带胡臻主讲，以办公

室项目 “提高大型会议的后勤保 

障率”为例，引导在场人员发现项目中存在逻辑、工具运用等错误，

指出问题的同时带领大家重新温习下DMAIC路径中的有关知识，

让在场项目负责人审视自己项目中是否也存在此类问题。 

郑州设计 

             8月11日,我公司精益办邀请华润燃气营运部陈涛经理来公司开展

精益管理座谈会，解答精益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促进下一步工

作更好开展。艾亮助理总经理、刘庆宇副总经理、各部门负责人、

精益管理联络人、精益 

项目负责人以及工程 

公司精益管理相关人 

员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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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4日，南京工程和南

京设计联合开展主题为“今天你改善

了吗？”的行动学习研讨会，由南京

设计周雪经理带领大家找到了提高快

速改善提案积极性的主要方法。研讨

会上大家畅所欲言，给改善提报积极

性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成员公司动 态 

南京设计&南京工程 

        8月8日下午13：30-14：30

南京设计学习日由燃气设计部主持

开展，。先启动了部门 “青蓝结对

帮扶工程” ，在启动仪式上公司高

管对帮扶师傅们颁发了聘书，并希

望通过传帮带将优秀的经验分享，

助力新人的快速提升。其次是由云

安华润LNG加气站相关专业负责人

通过认真总结，将项目设计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事项及个人经验进行了

分享。在分享中，同事们向设计人

员提出了自己的困惑，现场讨论气

氛十分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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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 态 

大亚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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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进公司学标杆、精益管理工作的开展，7月22日大

亚湾公司于三楼会议室召开学标杆、精益管理第一阶段总结会，此

次会议邀请到大区人力资源助理对我司学标杆、精益管理工作进行

指导。会上各部门负责人依照集团要求、结合本部门实际情况，对

各自学标杆、精益管理重点提升项目及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汇报。最

后，总经理提出“要将精益管理和行动学习作为学标杆的工具，并

且要”接地气“将各项工作做到实处，促进公司重点项目的顺利开

展。 

 

 

        8月8日开展8月                                  精益管理学习日活动，

各部门中层与                                                    精益管理联络人

参与会议，                                                               对公司至7月

底以来的                                                                    精益管理工

作进行了                                                                   总结汇报，

对公司评选                                                           的优秀快速改

善项目进行展示。                                          收集各部室对精益

管理工作的意见建议。针对性布置下一步工作计划。 

济南公司 



成员公司动 态 

8月15日，大区总经理殷小军莅临伊春

公司视察指导工作。当日，殷总从行动

学习的意义和5S的开展方法两方面分享

自身经验、感受的同时针对伊春公司学

标杆、精益管理工作的进展情况提出了

重要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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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公司 

      2014年8月8日在公司一楼阅览室组织召开 

了班组安全会议，会议中针对精益管理在各班 

组中实际开展情况及对日常工作的影响进行分 

析，各班组人员上报系统Kaizen数量及质量作 

为会议重点内容开展讨论，要坚决避免形式主 

义，保证数量的前提下更要保证质量。 

伊春公司 

      8月份精益管理学习日上，项目负责人对本年度公司项目

“如何提高销售收入”做了汇报。李珂璇总表示：“通过此项

目的开展，员工更了解了精益管理的工具，运用头脑风暴、亲

和图等方法献言献策，项目达到预期效果。 

通化公司 



成员公司动 态 

南通公司 

8月11日，南通公司赴沭阳公司

进行了对标学习，听取了沭阳公司客

服部精益管理固化项目提高居民入户

安检成功率课题的开展情况，并着重

交流了用何种方法提高安检成功率和

隐患的整改措施，通过讨论，形成了

很多优秀做法，以后将运用到日常的

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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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泉公司 

        车用燃气事业部对华润燃气半月刊进行详细剖析，从“亮点聚

焦”、“指标完成情况”、“大区动态”、“成员公司动态”到

“kaizen天地”、“基层传讯”，一一进                                        

行详细讲解与学习，通过“亮点聚焦”                                                    

中的精益感言我们深入理解“精                                                        

益管理只有根植于基层、精益理                                             念。

只有深深烙在全体员工的脑海中，                                  才能使精

益管理只有起点、没有终点”，采用““从细节入手”的工作态度

和工作方法，踏踏实实地干好每件工作，从细节中积累成功的因素，

从细节中巩固成功的基础”。通过“kaizen天地”，拓宽了大家的

精益思维。 

 



成员公司动 态 

楚雄公司 

      8月1日，公司王正勇总经理组织公司全体员工开展了行动学

习培训活动，王总担任行动学习催化师。培训选取了“提高工商用

户开发率” ，运用行动学习方法进行研讨。最终得出影响工商用

户开发率的主要原因和解决办法，通过反思总结、评估制定出16

条具体行动方案。 此次培训，深化了员工对行动学习的理解，掌

握了行动学习法的方法和工具，找到了解决日常工作中重点和难点

的方法和途径，并使员工互动交流得到加强。 

 

7月29日，精益管理办公室组织

各部室员工进行Kaizen积分奖品兑换。

精益办精心挑选了丰富的奖品供员工

兑换，在落实精益管理工作的同时进

一步  推动了基层员工参与Kaizen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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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公司 

的积极性。 

 



成员公司动 态 

台州公司 

      2014年7月，上海大区 

台州公司重点围绕“缩短工程 

施工周期”，精益管理项目小 

组带队赴富阳公司进行了参 

观学习，重点提升工程管理 

水平，提升工程管理质量，以期缩短 

工程施工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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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居公司 

8月5日，精益管理办公室

组织全体员工在客服大厅开展

精益管理学习日。精益联络人

汇报了上半年公司精益管理工

作的具体进展、员工精益上报

情况。  会上通过讨论，最终成

立了精益管理项目小组（降低

库存周转期和缩短工商业开发

周期）和KAIZEN项目积分兑换

制度。会上，精益办公室还和

各部门签订了2014年Kaizen的

上报承诺书。 



成员公司动 态 

隆昌公司  

     8月8日下午，公司全体员工参加精益管 

理学习日，学习日上分享交流了集团 

半月报，并将精益管理群里“日解一惑” 

问题分享给大家，会议取得较好效果。 

 

2014年7月30日，公司全员在会议

室开展8月份学标杆、精益管理学习日活

动。安全运行部分享学标杆活动阶段性进

展。由吴疆分享安全运行部行动学习课题

“入户安检成功率”阶段性成果及下一步

行动计划。公司催化师与各部门催化师研

讨学标杆活动推进工程中存在的问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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岫岩公司  

  8月8日下午，赤峰公司召开本月精

益管理学习日活动。 按照全年精益管理

学习日方案本月公司重点对行动学习等基

础工具进行了学习，会议由公司催化师主

持，各部行动学习小组长及精益管理小组

成员出席参加了此次会议。  

赤峰公司  



成员公司动 态 

营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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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7月30日营口公司召开精益管理&学标杆学习日，此次学            

本溪公司 

在学标杆和精益管理会议上，除改善研讨会议之外，由工

程部和安全运行部负责人分别针对精益管理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

简短的汇报。与上半节会议研讨形式不                                     

同，部门汇报会议会较为枯燥，因此                                        

会议采用互动的形式，中间穿插提问                                        

员工一些学标杆和精益管理相关的问                                       

题，不断渗透精益理念，积极调动员                                        

工的参与程度，将日常中所作的学标杆工作联系到评价指标中，

更加明确学标杆进展情况，使新近员工也能准确的学习到何为精

益管理，何为学标杆，更好的融入到华润的大家庭中。 

习日由财务部经理侯亮主持，跟大家分

享了财务部如何在部门内推广精益管理、

学标杆工作，在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和在日常工作中如何运用精益管理、学

标杆思想解决问题。 

      通过此次学习日的分享，各部门感触良多，更坚定日后推行精

益管理、学标杆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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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气化器基础外包

不锈钢皮
项目类别

环境改善

类
提案者 盛正邦 提案者部门 管网运行部

提案者联

系电话
83228998

项目编号
NJ_QD_201400

651
填报公司 启东公司 所属大区 江苏大区 提交日期 2014/8/11 填报日期 2014/8/11

项目简介 项目价值

项目得分 0 获奖信息 　无 大区优选 　是 公司优选 　是
项目效益

预估
0

改善前 改善后

原站内汽化器基础是混凝土的，现用不锈钢皮包裹 防止基础受冻，风干，老化

出现老化的迹象
更加美观，同时大大减少了基础老化

的风险

项目名称
消防设备放

置改善
项目类别 安全保障类 提案者 周杨 提案者部门 　市场部

提案者联

系电话
18758269933

项目编号
SH_HZ_20

1400239
填报公司 杭州公司 所属大区 上海大区 提交日期 2014/8/12 填报日期 2014/8/6

项目简介 项目价值

项目得分 0 获奖信息 　无 大区优选 公司优选
项目效益

预估
0

改善前 改善后

改装车间的灭火器放置在柱子旁边的地面，平常不会有问

题，但是改装或维修车辆很多的时候，杂乱的环境，容易

被碰到。现利用钩子 将其固定在柱子的凹槽处，保障安全

安全保障

改装或维修车辆很多的时候，杂乱的环境，容易被碰到。
利用钩子 将其固定在柱子的凹槽处，保

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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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更换备用指

示牌
项目类别 安全保障类 提案者 汪毅海 提案者部门 管网运行部

提案者联

系电话
13879819705

项目编号
FZ_JDZ_20

1405037
填报公司 景德镇公司 所属大区 江西大区 提交日期 2014/8/1 填报日期 2014/8/1

项目简介 项目价值

项目得分 0 获奖信息 　无 大区优选 公司优选
项目效益

预估
0

改善前 改善后卡片模糊不清 清晰方便操作

项目名称
流量计表增加

防雨防晒罩
项目类别 成本控制类 提案者 王熙尧 提案者部门 安全运行部

提案者联

系电话
13224195561

项目编号
SY_LY_20140

0855
填报公司 辽阳公司 所属大区 辽宁大区 提交日期 2014/8/3 填报日期 2014/8/3

项目简介 项目价值

项目得分 0 获奖信息 　无 大区优选 公司优选
项目效益

预估
0

改善前 改善后忠旺流量计常年在外面受太阳晒受雨淋计量表容易故障。
增加了防晒防雨罩后，可以有效的防止流

量计表发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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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泄气车停

车位
项目类别 环境改善类 提案者 王明 提案者部门 　工程部

提案者联

系电话
15948633048

项目编号
SY_JL_20

1400427
填报公司 吉林公司 所属大区 黑吉大区 提交日期 2014/8/1 填报日期 2014/8/1

项目简介 项目价值

项目得分 0 获奖信息 　无 大区优选 公司优选
项目效益

预估
0

改善前 改善后

泄气车停车位

泄气车没停车位 泄气车停车位标示

项目名称
办公区域粘

贴WIFI提示
项目类别 效率提升类 提案者 姜伟 提案者部门

总经理办

公室

提案者联

系电话
15825284490

项目编号
KM_YN_20

1400179
填报公司 云南公司 所属大区 云贵大区 提交日期 2014/8/1 填报日期 2014/8/1

项目简介 项目价值

项目得分 0 获奖信息 　无 大区优选 公司优选
项目效益

预估
0

改善前 改善后

各部门办公室均配有WIFI，但均未进行标示粘贴告知，导

致办公共网络管理不规范。

未粘贴WIFI标示 统一标示，规范办公网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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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杰恩充电

电池改善
项目类别 效率提升类 提案者

巡线队-8

符昊鹏
提案者部门 管网运行部

提案者联

系电话
18508108909

项目编号

CD_CD_2

0141230

2

填报公司 成都公司 所属大区 四川大区 提交日期 2014/8/15 填报日期 2014/8/11

项目简介 项目价值

项目得分 0 获奖信息 　无 大区优选 公司优选
项目效益

预估
0

改善前 改善后

杰恩充电电池的改善,姜以前的普通电池变换成高容量的

冲电电池

提高延长工具仪器的使用时间,使工作效

率更高.

黄色普通电池 GP3500高效能充电电池

项目名称
设备责任

牌固定
项目类别 环境改善类 提案者 宋彬 提案者部门 安全运行部

提案者联

系电话
13871730250

项目编号

WH_GC_

2014003

96

填报公司 谷城公司 所属大区 湖北大区 提交日期 2014/8/12 填报日期 2014/8/12

项目简介 项目价值

项目得分 0 获奖信息 　无 大区优选 公司优选
项目效益

预估
0

改善前 改善后

固定设备责任牌子，提高视觉感官

责任牌放置地上，不正规，不整洁 将责任牌固定在架子上，比较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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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Kaizen的过程中，往往前一两年项目提案会比较多些而且项

目的质量比较高，但执行1-2年之后似乎提案者也变得“黔驴技穷”了

，于是便出现应付了事随便拼凑一个交差，久而久之，风气会日下，如

何改善再行发展成了一个问题。 

有人说这时要靠胡萝卜和大棒，但是，提不出提案有一种情况是才

思枯竭，这不是光靠胡萝卜和大棒就能解决的。提不出提案，一种是态

度问题，可以用激励来解决，就是常说的胡萝卜和大棒。还有一种原因

是个人能力跟不上了。把我们放到一家刚起步的工厂，处处都是问题，

提案很好提，等到工厂已经规模化，规范化了，提案就难提，这时候就

需要员工掌握一套工具和方法从更高的角度，更高的层面去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比如通过内部培训或送出去培训，来提高员工的个人能力。  

送出去培训的机会毕竟不多且企业也难承受高昂的培训费用。内部

培训便是我们解决问题的途径。利用企业内部的精益催化师对员工进行

培训，开展类似“大家来找茬”的活动、传授5S、目视化的工具来提

升员工的能力。当然如果企业内没有精益催化师，那么大区或集团内的

催化师就是我们企业的资源库，充分利用大区或集团内的催化师资源，

把催化师请进来解决企业的问题，传道授业解惑。（完） 

面对提案“黔驴技穷”如何改善再行发展 

文/罗仲培【厦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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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求精益心 

文/王汀【青州公司】 

精益管理的工作已经在公司推广落地一年多了，回头看在公司宣

贯过程中自己经历的过程。对精益管理的学习理解经历了这几个阶段。 

 第一段、知之 

 在公司推行精益管理以前，精益管理是我从来没有接触的，不

知精益为何物。通过公司前期的宣贯，知精益大概是什么，对精益管

理有个初步的认知，我想这个时期是知精益。此时精益在意中。 

 第二段、为之 

 精益管理在公司推行，是以快速改善为切入点，通过快速改善，

可以迅速的体现出精益管理的效果，激发我们对精益管理的兴趣，我

们把看到的能改善迅速的改善掉，此时精益在眼中。 

 第三段、求索 

 在前一段的快速改善中，把能看到很快的改善掉，渐渐的快速

改善成为负担，热情有所消退，对精益管理的概念及效果又有所模糊，

公司在抓快速改善的同时，求索精益管理的推行新办法，采用两手抓，

在抓具体落实的同时，也抓精益理念的宣贯，此时精益在手中。 

 第四段、跬步 

 在对精益求索的过程中，心渐渐的静下来，恍然般知道精益不

是一日、一时之功，对它学习理解的每一步需要脚踏实地的走，再反

思知之、为之、求索，以跬步之心，一步步的把精益管理的路走踏实，

此时精益在脚下。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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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段、逍遥 

   我心中精益的境界应该是逍遥的，无为精益而精益自在心

中。此时精益在意中、在眼中、在手中、在脚下、更在心中。 

    精益者，心精益，方开端。但求精益心。（完）    

但求精益心（续） 

一直在路上 

文/张洋【兖州公司】 

若是你问我，我们的精益管理什么时候能达到顶峰，什么时候能

完成，我将告诉你，我们仍在路上，并将一直在路上。——题记 

精益管理已在公司开展了一年多，精益管理的思想也渐渐的被同

事们所认同。尤其是快速改善，由于是硬性指标，所以同事们也更加

重视，茶余饭后间，我们总能聊起可以改善的地方，有些同事甚至说：

我像走火入魔了一样，看见一件感觉不好的事物就能想到快速改善。

看到这样的现象，我们也不免开心，这说明我们公司的精益管理开展

的还算顺利。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些同事对精益管理的认识还存在一

定的不足。有一天，一位同事问我说：精益管理最终想达到的目标是

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能完成这一目标，结束精益管理。由于我接手精

益管理工作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好多知识仍然不了解，当时也没有给

予他一个合适的答案，后来，我一直琢磨这一个问题，不断的查资料、

咨询别人，现在略有感悟，我认为精益管理不只是快速改善，更不是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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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我们的工作”。我们一直在路上，在不断改善、不断精益的路

上，回首间，我们发现：精益管理真的给我们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提高。 

（完） 

一直在路上（续） 

将精益管理思维运用到工作细节中来 
文/李振华【大亚湾公司】 

精益管理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除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外还要起

到内控成本的效果。精益生产能帮助企业减少生产中的浪费和企业的

库存问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华润的做法，让精益不仅运用到企

业的生产中，还运用到企业管理上。我们的企业管理也能实现精益管

理。 

首先办公室的精益管理要从我们一天的工作开始，我们要让一天

的工作可视化。我们要对每天的工作内容有一个详细的安排，这样的

安排可以使我们有序的进行工作，也提高了每天的工作效率，对企业

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就拿安装人员来说，他们要对自己一天内安装

的区域、工作时间有一个安排，要有自己的安装目标。如果我们每个

人每天需要完成的工作都不够清晰明确，就没有办法再客观地衡量今

天过得成功与否，以及其中的原因。这样的要求也能让我们的员工养

成一个好的习惯，这样的工作习惯不管在哪个企业都会得到管理者的

喜欢，对员工的个人发展是有很大作用的。因此，员工要实现工作的

精益管理。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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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精益管理思维运用到工作细节中来（续） 

在精益管理工具中，标杆法可谓最为常用，“一个团队就像一个盛

水的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矮的那块板子”，如何让最矮那块板子

和最高板子一样高？这就是标杆的意义所在。标杆不是绝对的，它是相

对的。公司中，有动手能力强的标杆，有人际关系最好，与人为善的标

杆，有专业知识顶呱呱的标杆，有甘于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标杆……我

们要做的就是树标杆、找差距，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多去发现别人的

长处，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这样我们才能够共同成长，我们的团队才

能逐渐壮大。我们要立足本职工作，寻找身边的标杆，努力使自己更加

接近最长的板子的长度，争取不做“拖后板”。 

每天有一个目标清晰，我们才知道自己每天在企业中该怎么做，怎

样做才能更好的实现目标，我们会去寻找方法，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我们的目标是越接近理想越好。去除浪费，变异和超载是关键所在，但

是我们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因此，一定要把精益管理运用到我们企业的

日常管理工作中，在认真的学习精益管理的精髓的同时，把它运用到企

业的每项管理工作中，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完） 

华润燃气从提倡精益管理到现在已有两年多的时间，虽然并未达到

思想深化普及到每一位员工，但是在员工的意识中已经开始蔓延。天然

气行业作为一个年轻的企业，更应该借鉴其他好的精益管理发展模式，

（续下页） 

天然气行业精益管理漫谈 
文/逄焕庆【大连花园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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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标准化、规范化经营发展，复制粘贴好

的方法，快速有效的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提起精益管理，首先要了解精

益管理的产生背景，就得了解一百年来生产方式的变革历程，了解工业

革命的象征——汽车业的生产方式变革。  

由20 世纪初，以美国福特制为代表的大批量生产方式揭开了现代社

会化大生产的序幕，其倡导标准作业、专业分工、批量流水等原则，掀

起了第一次生产方式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社会化市场工业

生产向多品种、小批量的方向发展，单品种、大批量的流水生产方式的

弱点日渐明显，大批量生产不能灵活适应市场需求多样化，靠增加批量

降低成本的方法不再使企业真正获益，企业必须寻求多品种小批量条件

下的生产方式。面对市场需求多样化趋势，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积极探索，

历经二十余年，终于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形成了独特而神奇的丰田生产

方式。在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的汽车制造业战胜美国之后，丰田生产方

式随后被管理专家深入研究并称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精

益生产被誉为“改变世界的机器”，精益生产开始风靡全球。  

好多不懂、不了解精益管理的人并不清楚企业通过精益化生产会带

来什么养的效益，通过对比1982年通用汽车和丰田汽车的人均产量就可

以清晰地发现精益管理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效益。在当时通用人均生产6 

辆汽车，而丰田却达到了55 辆。人均利润通用汽车是 1400 美元，而丰

田汽车人均利润达14000 美元。以后丰田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2006 年的赢余高达 140 亿美元，比美国三大汽车公司赢利总和还高。

丰田汽车公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实施精益管理。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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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精益管理由最初的在生产系统的管理实践成功，已经逐步延伸到企业

的各项管理业务，也由最初的具体业务管理方法，上升为战略管理理念。

它能够通过提高顾客满意度、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加快流程速度和改善

资本投入，使股东价值实现最大化。从现实意义上讲，精益化管理应该首

先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认真做事和努力解决问题的态度。同时，精益化管

理思想又是一种方法，是一种以分类细化、标准化、法制化和信息化等方

法为基本特征，按照明晰责任、细化任务和明确措施等步骤分析解决问题，

并最终有效落实科学管理方法。 

       随着华润燃气攻城略地粗放式发展模式逐渐向精益化管理模式的转变，

华润燃气逐步开始向标准化、规范化、细化发展。在各方面的管理、经营

模式中，我们可以参考看看KFC的连锁经营保障发展体系。肯德基高速度

成功扩张，主要得益于其职能部门提供的完整明晰的策略、翔实准确的资

料数据、严谨高效的系统和科学实用的工具。肯德基在实践中形成了较为

科学的开发策略：集团开发组织与各公司开发部门紧密配合，根据中、远

期目标和短期指标，对各城市评估，确立开发的先后次序；对不同商圈评

估，根据其特点进行开发选址。新餐厅的开发工作由总经理挂帅，开发部

经理牵头，财务、营建、营运等部门经理参加。选址决策一般通过地方公

司和总部两级审批制，从而确保科学决策。开店小组定期召开会议，根据

开发进度开展相关工作，研究解决方案。选址分三步进行：首先是市场调

查，进行“开发网络规划”，确定优先顺序；其次是划分与选择商圈，根

据商圈的稳定度、成熟度和市场定位确定开店重点或主要目标；再次是聚

客点的测算与选择。通过一体化的发展，减少了很多流程和时间，大大提

高了工作效率。作为天然气行业加气站与客服大厅的建设管理，我们可以

汲取KFC中好的经营管控模式，实施“不从零开始”的经营建设管理模式 

(续下页) 

天然气行业精益管理漫谈（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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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套成熟的、标准化的管理模式、方法、流程复制粘贴到新的

加气站、客服大厅，降低风险，提高了成功的几率，确保连锁发展，

更确保品牌不受损害。 

（完） 

天然气行业精益管理漫谈（续） 

     

      九旬愚公智非缺，                 公司欲上新台阶， 

 

      王屋见削不见接。                  浪费山横耸崖斜。                  

   

      岁运箕土到渤海，                  昂首挥起精益铲， 

                 

      恒心似铁山可截。                  不破崤嶂终不歇。       

                                 

                  

                         

                  

《七律·读愚公移山有感》 
 

文/常青【安阳公司】 



  精 益 改 变 现 在    精 益 引 领 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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