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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部 动 态 

        为固化、分享“缩短民用、工商业工程竣工资料编制周

期”的精益项目成果，2月27日、28日由华润燃气营运部、精

益办主办，郑州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办，开展首期华润燃气

资料员培训。此次培训，共有来自南京、成都、郑州三个大

区的69名学员参加。 

        为促进各大区精益管理工作的对标交流，华润燃气精益

办于3月2-3日在成都组织召开华润燃气2014年度营运团队及精

益管理联络人工作会议，会上各大区精益联络人总结了2013

年精益管理的整体情况，同时明确了2014年度重点工作。各

小组还就标杆企业的推进及如何发挥精益绿带的作用进行了

研讨。 



济南大区 

大区动 态 

济南大区借总部精益办对枣

庄公司精益管理培训契机，

组织济南大区19家成员公司

精益联络人、大区精益绿带

及枣庄公司100余名同时参

加了培训。南京设计公司2

位同事也参加了培训。 

为更好贯彻落实集团精益管理、学标杆的工作思路，3月3日

大区组织海城公司、盘锦公司、盘锦天然气公司进行对标学

习，主要针对档案管理，服务督察工作、印章管理、食堂管

理、合同管理、车辆管理等重要方面进行交流学习。 

沈阳大区 



沈阳大区 

大区动 态 

二期绿带精益绿带培训后，各绿带已开展首轮转训工作，

同时，将精益绿带根据片区进行划分，大区精益办组织

二期精益绿带在3月份完成成员公司走访，到现场进行

培训，解决成员企业存在的实际问题。 

 

福州大区 

3月初，福州大区精益办组织对各成员公司“学标杆”第

一季度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跟进。大区各成员公司均充分运

用精益管理方法和工具，推进 “学标杆”责任书的落地。 



南京大区 

大区动 态 

与华润微电子开展对标交流   

3月14日，南京大区精益办组织人员于南京江宁公司与华润

微电子代表开展精益对标交流，并就南京大区当前精益工

作的思路及做法向华润微电子的同事们进行了介绍并观看

了华润燃气精益管理短片。 

 昆明大区 

为更好地推行昆明大区精益管理工作，于3月15日完成了

《昆明大区（昆明公司）2014年度精益管理工作推进方

案》及考评办法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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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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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 态 

   

 

 

3月7日下午，南京工程公司二期精

益绿带组织公司员工开展了“头脑

风暴”学习日活动，运用成都培训

时的工具、方法，与同事们一起在

游戏中学习，大大增强了学习兴趣。 

郑州工程公司 

3月7日，郑州工程公司在四楼培训教

室开展了3月份“精益管理学习日”

活动，各部室负责人、精益管理项目

承办人、精益管理联络人参加了此次

活动。 

会上，精益绿带胡臻对公司在华润燃

气集团2013年度精益管理工作成果表

彰中获得的奖项及个人进行传达、表

彰，并由参加第二期绿带王进分别从

“一种精神、两个转变、三种能力、

四种方法、五点希望” 进行了分享。 



南京设计公司 

成员公司动 态 

 

  

 

 

① 院精益办将集团2013年优秀精益管理项目--《缩短CNG

设计周期成果》下发至全员学习，并将此项目作为公司

固化项目落实推进，结合各院具体业务，进一步缩短设

计周期。 

② 与区域工程公司协同，下发精益管理调查问卷，搜集公

司员工对于精益管理培训需求，为开展精益管理培训课

件开发及试讲提供参考。 

 

郑州设计公司 

 3月3日,郑州设计公司东北分院举办精益化管理知识竞赛活

动，此次竞赛分为书面答卷和知识竞赛两个环节。  

3月7日上午，精益办在5楼会议室开展精益管理学习日活动。 

3月10日下午，精益绿带对公司精益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点评。 



盘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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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 态 

 

  

 

 

为将精益理念融合到员工的日

常工作中去。3月3日，盘锦公

司工程部组织全体员工进行了

《应知应会培训》，把应知应

会的各项内容进行详细讲解，

使员工明确自己应知应会的内

容，更好地落实本职工作，提

高工作效率。 

吉安公司 

3月10日，精益绿带谌骏为各项目团队讲解分析了精益六西

格玛方法DMAIC的五个实施阶段，并着重讲解了测量（M

）阶段的主要工作任务。 



福州公司 

10 

成员公司动 态 

公司项目组于 3月7日上午在公司4楼

会议室召开第一季度项目检讨会。会

上，韩惠玲老师对精益项目下一个阶

段的工作进行指导，要求大家细化各

影响因素，寻找快赢因子进行改善，

随后运用失效模式进行深入分析，研

讨核心因子的改善措施。 

厦门公司 

 3月6日，公司精益办组织召开精益管理工作阶段部署会议，

会议由总经理助理陈文杰主持，公司精益办成员、精益管理

内训师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精益绿带杨斌介绍了2013年度福州大区、厦门公司

2014年精益管理工作开展实施计划，总经理李金陆做了总结

讲话。 



淮北公司 

成员公司动 态 

   

 

 

2月28日，市场开发部组织召开了“精益管理学习日”会议。 

会上，徐文根经理着重介绍了经重新梳理的工商业用户开

发流程细则，讨论并通过了提高工商业用户开发速度总体

工作方案，明确了下一步各项重点工作安排，会议还邀请

淮北公司精益管理办公室主任代波进行了精益管理理念、

工具和工作方法的专题培训。 

江宁公司 

对标交流 

结合公司对标学习主题，公司领导带领相关人员与南京

港华公司运行管理部、生产调度部进行了学习交流，探

讨了管网运行管理、气源组织调度、场站管理等工作经

验，深入探讨了燃气行业的疑难问题。 



南京公司 

成员公司动 态 

   

 

 

3月10日，南京公司就如何控制CNG液压子站及LNG加气

站气差主题开展了研讨。通过问题聚焦，找出关键因子，

最终确定了实施方案及行动计划。公司管理团队成员丁有

进副总、闵辉副总、秦艳财务总监以及部门、站点负责人

共36人参加了些次会议。 

苏州公司 

3月7日，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一行8

人由副总宾琴、何春春带队到郑州公司

进行精益管理对标学习。本次主要交流

郑州公司的精益管理人才培养、项目推

进、精益文化宣贯等内容，通过郑州公

司相关人员的介绍与分享，明确了苏州

公司2014年度精益管理推进目标及工作

内容。 



KAIZEN天地----成果共享 

快速改善整体情况 

截止3月16日共开展快速改善项目47710项 

1.31  

5.99  

1.98  

0.63  
1.63  

0.41  0.50  
0.95  

1.75  

0.47  0.41  

2.13  

3.99  

2.00  
1.97  

1.23  
2.19  

截止3月16日快速改善情况完成表 

累计人均件数 集团平均人均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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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ZEN天地----成果共享 



KAIZEN天地----成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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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无锡车用气公司 侯少华 

       从成都回来后，生活仿佛突然从一场战争硝烟声中一下子安静下

来，但耳边却依然残留片段的“枪声”，还能断断续续地看见战士

们“冲锋”的画面。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作为第一届精益管理绿带培训的旁听生，我这一次参加绿带培训

已经是 “二进宫”了，心中非常兴奋。在过去一年的精益管理推进

工作中，我有太多的感触，也有许多的不解。 

       给我们讲课的是来自科理的肖老师。这次教学他打破了常规教

学，既没有按照课程目录，也没有按照下发的课本来讲，而是先用

大量时间来讲述DMAIC的逻辑路径，并在路径当中插入了许多案

例。这让首次接触精益管理和六西格玛的学员有些不适应，因为他

们对于在逻辑路径中出现的许多工具和专业名词都不是非常明白，

纷纷感觉有点不知所措。于是大家反映了自己的这种困惑，但经验

丰富的肖老师只是笑了笑，并没有改变这种教学模式，似乎一切都

是如他意料之中。不过我也同样对这种教学方式非常好奇，想看看

这样的方式会培育出怎样的成果。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开始的连续几天，因为工具的生疏及理解的不一致，大家像一个

个游泳初学者一样，在水里面折腾来折腾去，充满了纠结与不安。

每天，我们都研讨项目到凌晨，在反复的研讨、推翻、求教、冲突

中，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着。凌晨一点，教室里的一股股热浪才渐

渐散去，大家拖着疲惫回到各自房间，留下散落的便签、凌乱的手

稿和画满流程的白板。 

基层传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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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老师从第三天培训开始，逐渐从逻辑串讲向项目管理偏移。他

将自己大量的项目管理经验及案例加入到课程培训当中。在大家还

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他依然要求每个项目组进行阶段汇报，要求各

组学员对台上的项目成果发起挑战。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把各自

在项目开展中感受到的困惑全倾诉出来，肖老师再当场进行回应并

深入讲解。 

       记忆中几天的培训像过山车一样，时而厮杀，时而不解、时而质

疑。没日没夜地行走在黑暗的森林中。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几天下来我们在实战、案例、研讨、互动的循环中度过，我们也

渐渐地可以收放自如了。课堂上不时发出由衷的赞叹，整个思路慢

慢变得清晰。这个过程像是一个玩拼图的游戏，我们渐渐看到图形

的全貌。我们渐渐明白什么才是一个精益管理绿带最重要本领。首

先要有一套清晰的逻辑路径，其次要有强大的项目管理能力，再次

有一颗坚决的心，能够对其他人产生影响，从而达到项目目标。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培训结束之后大家回到了各自的公司，投入了2014年的精益管理

工作当中，在未来工作中我们有太多的挑战需要面对，我们带着这

份决心，这份态度，这份慢慢修炼的能力开始了新的旅程。其实人

生的大部分幸福都是源自于追逐理想的奔跑，为此，我们大踏步向

前。 

基层传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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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抚州公司-詹兵 

       荀子在《劝学篇》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

成江海。也就是说，千里之路，是靠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没有小步

的积累，是不可能走完千里之途的。引申开来，就是做事要脚踏实

地，一步一个脚印，不畏艰难曲折，坚忍不拔地干下去，才能达到

目的。这也是我接触精益管理以来最深的感悟。 

       一、推动精益管理需要“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推动精益管理是一项长期工作。首先，推动精益管理，要经历

“观察期、接受期、认可期、成熟期”四个阶段。要客观的认清这

个规律，合理的制定以“导入期、发展期、成熟期”为导向的精益

管理工作规划。其次，要积极推动“精益管理学习日”等活动，宣

贯精益文化、营造精益氛围，不断加强精益管理的正向影响力。第

三，大力推进精益项目，通过DMAIC工具达成项目目标，让公司、

部室尝到甜头，提高投身精益管理的主动性。第四，要进一步推动

跬步行动，引导员工将其作为改善不足、提升自我的途径，提高其

参与积极性。 

        而作为精益管理精益绿带和联络人，更要树立“有态度、有决

心、有能力、持之以恒”的工作信念，在企业中宣传精益文化、传

播精益知识、带好精益项目、推动精益活动，脚踏实地做好每一项

工作，热情主动影响每一位同事，不断加强精益管理在企业中的正

向影响力，实现精益规划阶段性目标。 

        

基层传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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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精益管理学习需要“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此次绿带二期培训，只是让我对精益管理有了初步

的认识和了解，初步理解和掌握并精益管理逻辑思维， 

基层传讯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

里，众人拾柴火焰

高，希望全体同事都

积极投入到精益管理

中来，加快实现我们

共同的目标：中国第

一、世界一流！ 

对精益项目推动有了初

步的方向和思路。回到

工作岗位后，我们必须

常怀“空杯”的学习心

态，时刻保持“挑战自

我”的工作激情， 

由经验思维转变为精益思维，加强精益管理理论知识学

习，结合精益项目实践熟练掌握精益管理工具运用，不

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沟通能力、推动能力。通过一

天一天学习、积累，在精益之路上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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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精益的教育 

文/南京设计福州分院 吴昊 

        

       精益活动的开展已至年余，每一位华润人业已熟悉精益活动的流

程运转。作为一名普通员工的我，暂且把精益管理看作是公司的一

项内部业务活动，如今对业务熟悉，完成内部任务得心应手，心里

当然会有所满足。而人恰恰是对熟识的事物缺乏深入的感知，心里

的满足反倒是一种阻碍，让人错误地理解精益活动。 

        精益并不单纯是公司作为管理的手段或目标，在我看来，它是

一种再教育。我们已经接受集中学院式的教育许久，离开学校并不

意味着教育的完成和结束，在公司这样一个集体中，教育依然存

在，教育将会是自然而然的延续。当我们谈论教育的时候，应该明

白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在启发人所固有的求知、想好的本能。 

       首先，精益六西格玛本身就是一种认识方法论，我想对于大部分

人来讲是全新接触的理论。对新知识的无知会激发人求知的欲望，

让人去了解它，理解它。对精益理论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思想上的

丰富。而精益管理最终更是要求我们能运用这套理论。 

        其次，精益作为一种状态，必定是与粗疏对立的，我们有什么

理由去忍受粗疏而不思考将自己或是周遭变得美好。昙花一现的改

观，总是带有敷衍的意味，不可能会有什么本质的升级，而精益活

动的持续开展，其实就是一种好的习惯的培养，好的习惯一旦养

成，人和事物变好的状态就能成为常态。 

        每一个华润人都在精益活动中成长，改变随时间积累着，细微

的教育犹如地下的暗泉滋养着华润人，求知、想好的本能在活动中

静谧地发挥作用。 

基层传讯 



21 

                               

                                           
                                             文/盘锦公司/孙蕾 

 

精益管理，这一管理模式以及这个字眼，是我来到华润

集团以后才接触到的，当我看见卷柜里整理有序的文件和资

料时，看见每名员工桌上物品摆放整齐时，我突然间意识到

精益管理在一个企业中的重要性，也让我对这一管理模式有

了更深的认识，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华润能够从细上着手，

并做到精，我觉得这种管理模式，不仅仅适用于华润现在企

业的发展，而这种管理模式也将引领华润企业不断壮大和发

展。 

马云曾说：最优秀的模式往往是最简单的东西。我想精

益管理这一管理模式已经深入到了华润公司的每名员工心中，

而且在工作的每一步都体现了这一管理模式，充分体现了这

一模式全员性和全面性的特点。任何事情都要从细节出发，

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华润的这一模式要求全体员工工

作上要从细处着手精益求精，在工作的各个方面要不断改进，

不断进步。不仅仅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还为企业赢

得更多的效益。 

作为刚刚入企的新员工，这是我对精益管理这种管理模

式浅显的认识，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不断的系统地、全面地

了解精益管理的内涵，在工作中不断地完善自己，从细节出

发，每一件事情都做到精益求精，秉着高度的责任感，认真

完成各项工作，不断得到自身的提升。 

基层传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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