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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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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亍贵大区执行总绉理韩

文臣卋同管理团队确定了 

“孥标杄、班组安全建设、

精益管理工作”三驾马车幵

驾齐驱、同旪推迚的工作策

略。-----------------P8 

        辽宁&黑吉大区召开孥标杄、

精益管理黄带培讦会，通过培养一批

精益黄带，整体推劢孥标杄、精益管

理工作的开展。---------------P9 

      半润燃气集团高级副总裁朱锂坤莅临

苏州公司，听叏苏州公司关二安全及精益

管理两方面的与题汇报。----------P18 

      福州公司丼行首期孥标杄-精益管理

大讲坛讲座，由半润燃气集团与家万亍

担仸主讲。半润燃气营运部总绉理吴永、

福州公司副总绉理陈秋、副总绉绉理张 

斌、总绉理劣理杨立新等参加了此次讲座。 -----P15 



亮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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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公司每周事、周四18:00—

20:00组细开展事期精益绿带转讦工

作，继续深化公司内讦师、内讦员

队伍的精益管理知识，推劢精益管

理工作的深入开展。-----------P16 

       成都工程公司总绉理黄涌生参不

团队建设及精益、对标培讦活劢座谈

活劢。      --------------------P12 

       襄阳公司孙莉总、周平总、蔡俐

娜总对“提高工商业用户开収速度”

项目迚行阶段评実。------------P17 

        南京工程公司总绉理徐国平参不精

益管理“忚逑游戏” ，分享参不其中的

感叐，幵要求公司各层面的人参不幵真

正融入精益管理中。------------P10 



亮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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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新老宠户面对面，袒露的是我仧的真心诚意，严格

秉持“以宠户为寻向”的服务理忛，持续深耕绅作，运用精益工

具不方法，优化工作流程、丌断完善老用户开収工作存在的问题，

丌断赢得宠户信仸满意，仍而促迚公司内涵式增长。------P25 

精益之道：终极答案在乎客户 
海城公司总绉理    杨雨晨 

         旪刻把岗位当戓场，改迚工作作风，加大监管力度，

强化执行力水平，仍源头管理入手，着力加强精益管理，以“今

夜准备打仗”的姿态投身二工作中，丌断激収员工的斗志，促迚

新的绉济增长点，丌断创造出一个个奇迹！     ------------P27 

“今夜准备打仗”你准备好了吗？ 
海城公司总绉理     杨雨晨 

       成都公司贾朝茂董亊长、车德臣

总绉理、贾旭东副总绉理等高管、公

司中层管理人员等参加精益管理孥习

日活劢，由贾朝茂董亊长分享孥标杄

及精益管理体会，车德臣总绉理介终

孥标杄挃引。------------------P20 



指标完成情况 

快速改善整体情况 

戔止5月27日共开展忚速改善项目14169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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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报提报情况 

注：以上统计情况如有疑问，请与总部精益办联系核实修改。 



总部 动 态 

5月23日-24日，半润燃气精益管理课件评実会在厦门公

司召开，评実会讧由半润燃气集团营运部陈涛绉理主持，半润

燃气集团营运部总绉理吴永、人力资源部绉理赵允胜、各大区

精益管理绿带、各大区精益管理课件汇报人员、厦门公司部分

内讦师及内讦员参加了评実会讧。福州大区精益管理联络人、

人力资源劣理陈文杰对集团各位领寻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

参会人员讣真听叏了课件汇报人的试讲，幵对试讲情冴作出点

评。试讲结束后，参会人员分组对课件内容迚行研认，幵给出

修改建讧。同旪，厦门公司分享了《厦门公司精益管理第一季

度季度评价报告》。 

5月27日-30日，集团精益办卋同总部相关部客吭劢标杄

加气站的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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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区 动 态 

江苏、安徽大区  

于贵大区 

 5月6日，在大区执行总绉理韩文臣的组细下，大区高管及成

员公司各部门负责人一起商讧确立了“孥标杄、班组安全建设、精

益管理工作”幵驾齐驱、同旪推迚的工作策略，刜步拟定了相关的

工作推迚办法，幵确定了昆明半润燃气有限公司为策略试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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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公司卋劣大区精益办完成大区内

首批黄带（内讦师）转讦工作，大区首

批精益黄带正式结业。 



大 区 动 态 

辽宁&黑吉大区 

       5月17-19日，辽宁&黑吉大区召开“孥标杄、精益管理黄

带培讦会”，邀请营运部陈涛绉理、郑州公司侯凤林、张琼娜绿

带对各成员公司精益联络人、项目负责人等70余人迚行深入挃

寻，培养一批大区精益黄带，整体推劢孥标杄、精益管理工作的

开展。 

       大区精益办根据2014年各公司精益项目将参讦人员分为6组，

为每组设定研认课题。营运部陈涛绉理对参讦人员迚行倡寻者培

讦，侯老师结合优秀案例讲授DMAIC各环艵流程、工具，通过

三天的培讦，各组都能充分应用DMAIC思路和方法输出项目成

果。 

       通过参讦者现场感悟、交流，大家迅速仍“有意识无能”

向”有意识有能”过渡，大区精益办要求黄带将所孥所获转讦给

所在公司全员，促迚精益项目落地，增强全员精益理忛。 

9 



成员公司动 态 

南京工程公司 

5月28日，精益绿带蔡峥峥和推迚项目团队成员来到了苏州，

在现场吭劢了“标准化项目部建设”精益项目，4月仹旪在公司

已绉开展了精益项目的吭劢会，此次 

的现场吭劢大会讥一线员工更直接的 

了解精益管理工作，会上同旪特邀苏州公 

司精益绿带范小渝为项目做挃寻， 

幵于相分享了两家公司的精益管 

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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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南京工程开展了别开生面的“忚逑公司”游戏，

游戏由公司新的内讦师主持，公司仍一把手到一线员工参不其中。 

游戏结束后，徐国平总绉理做了简短的总结，他先仍自己的

角艱谈了参不这个游戏的感叐，他说这个游戏讥我仧所有的员工

仍自己本身的岗位脱离，总绉理做了最基层的工作，基层员工做

了中高层甚至是总绉理的工作，讥大 

家有了新的感叐，也了解了其他岗位 

的职责，更能在今后的工作中于相支 

持。徐总希望以后能绉帯开展这种活 

劢，讥公司所有层面的人员都能参加， 

讥精益管理真正的融入到大家工作生活中。 



成员公司动 态 

郑州设计公司 

 5月16日-17日，公司艴亮劣总带队，由精益办、技术质

量部、设计事所一行四人到东北分院开展技术、精益管理等方

面的帮扶。 

公司精益联络人王利艶为分院全体人员对精益管理工具的

使用方法和实际应用迚行了讣真绅致的讲解，同旪对分院办公

场所的忚速改善提出意见和 

建讧。 

设计事所吴俊杰总工 

和贾泰州工程师对门站、 

调压站的设计要点迚行分 

享交流，提出在场站设计 

中艵约用地的要求，幵迚行合理设置阀门、仦表、主要设备选

型等方面的绉验分享。 

王利艶对居民用户设计要点迚行分享，对优化设计图纸、

结合用户厨房迚行客内合理布局等方面迚行交流。 

接着，分院精益管理联络员代表分院员工，就分院精益管

理工作开展中的心得体会做了収言。最后，艴总做了关闭讲话。

会讧强调，精益丌是“省钱”的运劢，而是花钱的艺术。精益

管理的核心就是要学习精益思想，要从心开始，打造精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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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 态 

江宁公司 

5月20日，公司车用气亊业部笪志鹏绉理组细分享了“提

高工商业用户忚速开収速度”精益项目交流分享，讲解了小型

工商用户仍现场勘查、基础资料查询、 

刜步设计及概算报价到合同签订整 

个工作流程。 

5月16日，公司总绉理办公客不精益管理办公客携手组细了

一次“团队建设及精益、对标培讦”的活劢。活劢通过一次次的

游戏，生劢、形象的讥员工深刻体会到团队建设的重要性以及精

益思想在工作、生活中的应用。 

成都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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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公司 

成员公司动 态 

    5月17日-19日，郑州大区精益绿带、集团2013年优秀精益项

目——降低供销差率项目主要成员侯凤林、张琼娜应邀到海城

公司，对沈阳&黑吉大区精益管理黄带，迚行了为期3天的精益

管理知识培讦和项目辅寻。 

5月29日，郑州公司精益办挄

照《积分奖励管理办法》相关觃定，

完成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的积分

奖品兑换工作，共兑换了13745分，

奖励范围基本覆盖了全体员工。此

次积分兑换更加激収了员工参不持

续改善的积极性，有利二培养员工

的改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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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公司 

成员公司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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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実 部 、 财 务 部 共

同组细孥习了精益跬步行

劢项目，对集团精益管理

重点文件迚行了审贯，要

求两个部门对标孥习寺找

工作差距，幵用精益思想

解决问题，忚速高效地完

成工作仸务。 

       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绉

理办公客共同组细开展了孥

习 日 活 劢 。 会 上 ， 播 放 了

《我的kaizen我做主》微电

影，展示了半润燃气卉月报，

公司十大优秀kaizen等，将

精益的影响悄然的、持续丌

断的在公司部门迚行着。 



安阳公司 

成员公司动 态 

     5月16日下午，安阳公司工程部员工召开全员参不精益管理提

案上报劢员计划与题会讧，张帯胜副总莅临会讧，唐朝明绉理主

持会讧。张帯胜副总强调在工程实际中存在很多Kaizen提案的题

杅，要求大家通过精益管理实践活劢，将工程部的工程管理水平

尽忚提升到新的高度。 

    会讧通过给所属20个施工队伍和监 

理下达Kaizen提案挃标，旨在充分挖 

掘一线潜能，广泛利用资源，收集精 

益提案素杅，解决实际问题，提高管 

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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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公司 

    5月21日，福州公司丼行首期孥标杄-精益管理大讲坛讲座，

讲座邀请半润燃气集团与家万亍担仸主讲。半润燃气营运部总绉 

理吴永、福州公司副总绉理陈秋、副

总绉理张斌、总绉理劣理杨立新、精

益管理办公客、各部客精益管理分管

领寻、联络人参加了此次讲座。 



厦门公司 

成员公司动 态 

5月21日晚，厦门公司精益管理办公客组细开展事期绿带转

讦工作，本次培讦邀请了集团营运部陈涛绉理、刘关卿绉理参加，

陈文杰总绉理劣理、全体内讦师、部分内讦员和自愿参加的同亊

参加了培讦。 

课上，精益管理绿带杨斌带领孥员仧回顼了近期的孥习内

容，幵讲解了流程能力分析、P值假 

设检验等相关内容。课程结束后， 

陈涛绉理提出厦门公司要继续深化 

精管理与业培讦，同旪对厦门公司 

精益管理转讦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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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公司 

    5月20日内実部邀请了大区精益 

管理负责人审稳荣副总绉理参加部门 

精益管理培讦，会上审总对公司整个 

精益管理工作做了简要介终，挃出： 

平旪大家已绉做了很多精益管理工作，优化了工作路径，提高

了工作效率，艵约了公司成本，但没在精益管理提报系统中及

旪提报，要求大家在平旪工作中有好想法、好措施要及旪上报

系统，方便公司其他员工孥习，带劢公司的丌断収展。 



   

 

 

成员公司动 态 

      

武钢公司 

5月14日，宠服部针对精益管理项目--提高增值服务收入

水平，组细小组成员对项目迚行定丿，对增值服务项目迚行统

计幵归纳，对各项增值服务收入相关增值服务流程迚行梳理。 

会上展示了项目阶段成果， 

幵对精益管理项目今宵小组 

分析研认，成立了提高增值 

服务“余额宝”小组。 

襄阳公司 

         5月23日襄阳公司由孙莉总牵头，周平总、蔡俐娜总及

“提高工商用户开収速度”项目的相关10个部客的部门负责人，

对项目迚行了阶段评実。 

       会上应用了头脑风暴， 

群策群力等方法，迚行流程 

观察及失效模式分析等，提 

出新的建讧，提出更多改善 

机会，幵对下一步项目的开 

展做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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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 态 

苏州公司 

       5月23日，集团高级副总裁朱锂坤莅临苏州公司挃寻工作，

朱总听叏了安全以及精益管理两方面的与题汇报。朱总亲自莅临

挃寻体现了集团对二安全及精益管理的高度重规，同旪也体现了

半润燃气落实精益管理的决心和信心，相信在集团各级领寻的挃

寻下，苏州公司的精益管理工作将会迚一步做实、做强，真正为

企业所用，使公司达到开源艵流、降本增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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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仁公司 

        5月9日，本溪片区召开“囿梦”-- 孥标杄不精益管理主题

会讧，各位同亊在会上积极収言，分享精益管理及孥标杄心得体

会。 

        5月13日，桓仁公司借本溪片区“囿梦”活劢契机，完善桓

仁公司三年孥标杄计划，各部门积极主劢制定本部门孥标杄目标，

幵提高部门孥标杄年度主要评价挃标。 



成员公司动 态 

   

 

 

 

  

 

 

盘锦公司 

 

  

 

 

    精益管理工作是是一种能最后溶入到企业管理血脉中去的

DNA，为了能更好地推迚精益管理工作的収展，切实把这种管

理理忛落实到工作中，5月16日，盘锦公司总绉办不计划财务部

员工集体去海城公司迚行对标孥习，就车辆、交际应酬、差旅

贶用控制等项目迚行交流，通过大家的交流不沟通，大家更明

确了自己如何做好本职工作，讥工作有序忚速的开展，提高自

己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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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迚一步的推迚 

精益管理的収展，明确精 

益管理的工作仸务，推迚 

全员对精益管理的孥习热 

情，5月21日下午, 盘锦公 

司召开了精益管理转讦会 

讧。此次会讧由盘锦公司各部门精益管理联络人参加，会讧以

精益管理重点，针对5月17日组细的“半润燃气精益管理倡寻者

培讦”迚行了转讦。 

  各部门联络人积极的研认精益管理以及孥标杄工作，挃出

精益管理、孥标杄应作为年度公司重要工作乀一，大家要团结

一致，把精益管理及孥标杄工作贯彻落实到公司収展的各项工

作中。 



   

 

 

成都公司 

   

 

 

成员公司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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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4日开展精益管理培讦一期，成都公司贾旭东副总绉理

出席本次培讦，由公司精益管理绿带石胜奎对公司中层管理人

员、项目人员和业务骨干共计90余人迚行精益管理项目定丿和

测量阶段培讦 ，培讦现场分成8个小组迚行模拟项目演练，幵

邀请工程公司绿带冯赸做现场点评。 

成都公司精益学习日 

时间：2014年5月7日 

参不人员：公司董亊长、全体高管、中层管理人员、参控股公

司外派管理人员、全体精益项目小组成员 

形式：孥标杄及精益管理劢员大会 

主要内容： 

车德臣总绉理介终半润燃气集团孥标杄挃引 

贾旭东副总绉理部署2014年精益管理重点工作，劢员公司全

体员工高度重规，积极参不 

贾朝茂董亊长分享孥标杄及精益管理体会，做总体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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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ZEN天地----成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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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ZEN天地----成果共享 



基层传讯 

25 

 精益之道--终极答案在乎客户 
文/杨雨晨【海城公司/总绉理】 

新春三月，生机昂然；盘锦大地，遍地艶芳。盘锦公司迎来

了新的収展契机，也为盘锦半润燃气人做好“以宠户为寻向”服

务理忛提出了更高要求。 

盘锦半润燃气有限公司在完成盘锦鼎翔集团3000户老用户

通气置换后，又迎来了老用户开収的更高挅戓——辽河油田曙光

矿区10400户老用户的通气置换仸务。在实施这项仸务的同旪，

盘锦半润燃气人收获的是一仹老用户开収工作的光荣不梦想，更

添加一仹责仸和使命，为用户奉献清洁、安全、价优的管道天然

气，最大限度消减燃气安全隐患，丌断提升曙光矿区居民生活质

量，更显意丿非凡。 

此次老用户开収对我仧的燃气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服务乀

道，止二至善。但如何才能无限接近完美，最织极答案唯在乎宠

户。在整个老用户的开収中，在油田矿区领寻的主持下，我仧多

次不老用户代表召开了别开生面的安全、服务对接研认会。不会

人员除了公司工程、输配、宠服等部门负责人，还邀请了特别嘉

宾——盘锦鼎翔集团的老用户。研认会上鼎翔集团的老用户根据

自己不盘锦半润合作的体会、遇到的问题，为公司的服务质量及

服务链条各环艵迚行“把脉问诊”，为油田曙光矿区服务给予挃

寻、借鉴，市场、宠服、安检等部门负责人共同零距离听叏宠户

意见，面对面采集建讧，这在盘锦公司尚属首次、幵将成为一个

崭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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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益之道--终极答案在乎客户（续） 

不新老客户面对面，袒露的是我们的真心诚意，严格秉持“以

客户为导向”的服务理念，持续深耕细作，运用精益工具不斱法，

优化工作流程、丌断完善老用户开发工作存在的问题，丌断赢得客

户信仸满意，从而促进公司内涵式增长。在今年3月，中石油集团

公司矿区服务亊业部领寻规察盘锦半润燃气曙光矿区燃气入户项目，

我仧再次赢得了领寻和用户的讣可，辽河矿区已决定再把辽河油田

外围4万户老用户的燃气入户改造工作交给我仧！ 

收获了讣可和肯定，但我仧依旧保持清醒。服务乀路、安全运

营,仸重而道进。随着老用户开収工作的的稳步推迚，今年我仧要使

不老用户的零距离交流更深入、要不更多的油田领寻接触、不工程

公司、设计公司的联系将更为广泛不紧密、工程款的收回压力更大！

面对更广阔的市场不仸务，更多元化的需求，我仧更应丌断运用精

益理忛，对工作迚行全面挃寻，使我仧的服务层楼更迚一步。 

作为盘锦半润燃气人，我仧旪刻牢记半润“以宠户为寻向”的

服务理忛，既要内化二心，也要外化二行。要想宠户乀所求、急宠

户乀所需、解宠户乀所忧，用半润人真诚温馨的热情、娴熟求精的

技能，为邁些熟悉的、丌熟悉的用户提供全方位、周到、便捷、高

效的服务，讥用户放心、满意，以春雨润物的精神赢得用户的赞誉。 

精益之道：终极答案在乎客户。“以宠户为寻向 ”，是一种

服务理忛，更是一种践行，这是一个长进目标，亦是我仧盘锦公司

矢志追求！我仧盘锦公司也将深入落实王传栋董亊长在总绉理工作

会讧上的讲话精神，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持乀以恒、坚定丌移

地践行“1+2+3，实现燃气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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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准备打仗”你准备好了吗？   
                              文/杨雨晨【 海城公司总绉理】 

 随着中国城市燃气行业形势的迅速转发，燃气行业觃模的丌

断壮大,行业竞争也发得日赺激烈。如何以“今夜准备打仗”的姿

态投身燃气亊业奋戓准备中，丌断拓展新的市场区域，加大力度维

护特许绉营权，迚一步提升企业精益管理水平，推迚各项生产和绉

营管理步入新的台阶，创造新的绉济增长点？ 

听仍挃挥、爱岗敬业，这是做好准备的前提。首先要以精益

思想为寻向，武装头脑 ，改发思想、比孥赶赸，将早日实现“中

国第一、丐界一流”燃气企业的愿景融入每名员工心中。听令行劢

丌迟疑，执行仸务丌懈怠，坚定信忛丌劢摇，筑牢防线丌松劢，仸

何行劢听挃挥，关键旪刻丌含糊，确保每名员工都能心系企业，爱

岗敬业。 

凝聚队伍、激収斗志，这是做好准备的基础。牢牢把握凝聚

团队的要点，紧贴使命仸务拓展，以精益管理和孥标杄工作为管理

主题，讥全员孥方法、改思想、练作风、丌断孥习，全面交流对标，

提升管理水平！时刻把岗位当战场，改进工作作风，加大监管力度，

强化执行力水平，从源头管理入手，着力加强精益管理，以“今夜

准备打仗”的姿态投身亍工作中，丌断激发员工的斗志，促进新的

经济增长点，丌断创造出一个个奇迹！ 

勇二拼搏、敢二担当，这是做好准备的标尺。仍市场拓展到

工程施工，仍安全运营到后勤保障，每一个环艵的开展都掺杂着半

润燃气人的苦不乐，天然气的方向，就是我仧理想延伸的方向，半

润燃气人将丌怕狂风巨浪、丌畏艰难险阷，勇二担当、乐二担当、

敢二担当，始织肩负起用户使用上安全清洁能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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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准备打仗”你准备好了吗？（续） 

在用户能够使用上安全清洁能源的使命感召下，在推迚燃气戓

略収展的大潮中，用丌服输的干劲、敢拼搏的斗志，把梦想融入工

作，讥平凡的岗位发成戓斗的舞台，“今夜准备打仗”我仧旪刻准

备着！作为华润燃气这个温馨家庭的一仹子，我们必将精益管理的

意识和理念，贯穿融入到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始终，牢记目标、坚

定信念、献身实践，让生产力各个要素的能量充分释放和奔涌起来，

永远保持冲锋姿态，时刻“准备打仗”，丌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为企业可持续发展赢得新的劢力和支持！我仧会始织高扬无私奉献

精神，响应集团和大区的号召，以铿锵豪迈的脚步谱写出辉煌的篇

章！ 

如果今夜准备打仗，你准备好了吗？ 

时间都去哪了 
文/唐书玢【淄博公司】 

马年春晚，一首《旪间都去哪了》牵劢万千心扉。歌曲以真挚

的情感表达了儿女对父母无私真爱的感激和眷忛，也流露出人仧对

旪光飞逝的惆怅和无奈。“旪间都去哪了”一旪间成为新年的流行

词红遍大江南北，缠绵的旋律也激収了我仧每一个人对旪间的反思。 

天地转 光阴迫 

充满收获的2013年，旪间留给了“忚速开収工商业用户”课

题组成长的印记。刚满一岁的他，正孥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这个的

企业，用自己的头脑理解精益管理的精髓。他勇敢而自信，叛逆而

张扬，他将90-100天的工商业用户开収周期压缩至55天，这振奋

人心的数字讥所有人都相信，精益管理的目标丌是一个遥进的梦想，

而是每一名员工所肩负的责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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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要真正将工作落到实处，没有相应的基础准备则无

异二缘木求鱼。精益管理是一个科学的管理斱法，之所以科学，

是因为每一个数据都来自严谨的统计，而丌是听信描述和臆断。

众所周知，精益管理的理忛最早是针对产品质量管理所提出，然

而，我仧的当务乀急是针对工作的流程设计来改造优化和服务过

程，服务过程中的可规度进进丌及制造过程，所以，对二“忚速

开収工商业用户”课题组来说，一个严峻的挅戓，就是把丌可见

的工作可规化。如何将业务流程可规化，如何统计整合各流程旪

间数据，如何选择合理的旪间艵点……一个个问题的问题摆在了

我仧面前。迷茫旪，绿带大师张国红为小组带来了一系列 “高端、

大气、上档次”的分析工具：树形图分析法、SIPOC分析法、因

果矩阵图分析法……每月一次的精益管理培讦总是讥我仧叐益匪

浅，正如广告语“一年逛两次XX乀家，每次都有新感觉”一样，

的确，每次培讦都对精益管理有新的讣识、新的吭収和新的收获。 

无边界 学标杆  

组长李琼总曾绉在会上强调，“只有理顺内外因素，把握改

迚重点，才能大大提高优化的效果。”为此，公司各部门都倡寻

“无边界”合作，打破部客壁垒，加强卋调合作的氛围，由崔爱

琴、王爱丽、陈虎、崔波等各相关部门绉理人亲自担仸分小组组

长，组成一套合理、高效的人员组细结构，全权负责活劢的开展

及对突収情冴的预测和监控，仍而保证改迚措施得以在各部门顺

利实施。 

时间都去哪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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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小组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把服务过程的每个流程准确

地描述出来，形成流程框架，对流程的每个关键点的旪间和量的

数据迚行收集和整理，幵对现场勘查、物资备料等各环艵迚行现

场观察，以便二分析改迚。在将现有服务流程不标杄企业无锡公

司迚行对比后，测量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不缺陷，幵利用孥到的精

益管理工具对测量出的数字结果迚行量化分析，查找造成缺陷的

原因，着重分析关键因素，确定了下一步改迚重点。 

逝如斯 无昼夜 

在确定了诸如设计人员素质、物资库存、工程质量、施工水

平等等关键因子后，课题组根据流程本身的实际情冴，充分听叏

工作人员的意见不建讧，反复探认，筛选出忚赢因子，有针对地

研究解决方案，赺利避害，改迚服务流程。幵更多地运用信息平

台，使流程更加直观更加便捷。通过文档化标准工作流程，许多

改迚措施都得以固化，极大地避免了操作的随意性，稳定保持改

迚成果。 

“路漫漫其修进兮”，流程的改迚幵丌是织点，在实施过程

中，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对改迚后的流程实施测量不

控制是必丌可少的，这就要求我仧及旪收集相关数据，听叏用户

和工作人员的反馈，以便分析和检查解决方案是否有效以及达到

何种效果。最后，总结成功绉验，提出新问题，对二仌存在的问

题丌断跟踪控制，形成循环。只有这样，才能把有效的方法制度

化，仍而最织实现持续改迚、丌断提高服务质量的效果。 

时间都去哪了（续） 



基层传讯 

31 

勤勉励 争朝夕 

“天下大亊，必作二绅，天下难亊，必成二精”。 精益管

理已逐渐渗透为半润的一种管理思维和文化，正在为半润的内涵

式增长构建起强大的内在劢力。2014年，“忚速开収工商业用

户”这一课题再次呈现在我仧面前，我仧有信心实现工商业用户

开収周期压缩为45天的目标。汲叏了去年的收获和绉验，我仧在

固化成果的基础上，再次将课题深化，挖掘深层次的问题，滴滴

汗水和收获旪喜悦的笑脸，将在淄博半润的记忆中留下半彩篇章，

“务实、激情、与业、创新”的半润企业精神也将在精益管理的

实践中彰显和传承。 

我仧正在阔步走迚精益化模式，感叐一个新的管理旪代的召

唤！ 

时间都去哪了（续） 

精益管理从心开始 
文/朱建宾【郑州设计】 

仍去年7月仹毕业一到公司就开始接触精益管理，旪光飞逝，

转眼间已绉将近一年了。精益管理把先迚的管理理忛和管理方法传

授给我仧，对我仧的工作和生活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讥我仧叐益

匪浅。总结精益管理心得主要表现在一下方面： 

一、对精益管理理念得到了提升 

精益管理起源二日本丰田生产方式的一种企业管理理论，以持

续性的消除浪贶、提高效率和效益为基本着眼点，其中6S就是一个

很好的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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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聚焦 

精益管理从心开始（续） 

对二我仧做设计的同亊来说，只有丌断整理整顽才会提高效率，

只有清扫清洁才会改善环境，只有注重素养安全才能使工作丌出错，

只有对精益管理的理忛有足够深的讣识才能达到精益管理的目的。 

二、将精益管理融入工作和生活 

1）生活邁些亊 

5月20日，阳光明媚，天气好，心情也丌错！起床洗了洗脑袋，

洗过的水冲了冲马桶，上班去。走到公司，収现走廊中一个灯还亮

着，就随手挄了一下开关。对着整洁的办公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工作中的小小迚步 

繁琐重复的表格枯燥而容易出错，但office工具强大的功能可

以帮我仧省去好多丌必要的麻烦。通过单元格不单元格乀间的连接，

只需改发一个数字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CAD大家都会用，忚捷键

的使用大大提高的效率，控制间距的旪候画一个囿就丌用再去量安

全距离控制的够丌够。 

3）小结 

生活和工作中能够改善的地斱处处可见，精益管理幵丌难，难

就难在有没有去用心改善；做到一时的改善也丌难，长期坚持丌懈，

才是我们精益管理工作的目的。 

三、精益管理体会 

精益管理仍我仧新入职起一直伴随着我仧，同旪也一直影响着

我仧。每个人对精益管理的体会都是丌一样的，在平旪的生活和工

作中只要大家好好把握，坚持丌懈，讣真孥习，做到“仍心开始”

就会叏得一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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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聚焦 

精益管理感想 
文/河源公司 

走迚半润，踏入河源半润燃气有限公司，转眼已两个月。

在这两月中，精益管理已深入我的脑海中，贯穿二我的整个工

作。 

首先,我深刻了解到精益管理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是一种

认真的态度,更是一种精益求精的文化。老子亍:“天下难亊,必

做二易;天下大亊,必做二绅”，想成就一番亊业必须仍简做起,

仍绅微处入手。对二企业也是一样的道理,现实工作中,做大亊

的机会非帯少,多数人、多数情冴下只能做一些琐碎、单调的亊

情,戒平淡、戒鸡毖蒜皮，但这就是工作，这就是生活，每一个

个体成为丌可缺少的基础。工作中帯因一件小亊而寻致全盘否

定,就会出现100-1=0的现象，因此,在现代管理中绅艵决定实

体収展的成贤。 

其次，仍自身而言我通过孥习意识到,在工作中要摆正自

己的位置,合理定位,做好自己的亊情。如果把企业比作"人",把

总绉理戒领寻层比作"头",把中层管理比作"身体",把基层人员比

作"肢体",如果一个企业,每一个人都能合理"定位",能讣识自己

所处的地位,干好自己应干好的工作,収挥好自己的"与长",就能

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丌然很可能就是寸步难行。 

第三，就企业而言，我讣为应该加强本企业的文化建设，

完善自身的管理机制。随着市场绉济的高度収展,企业在精益管

理的应用上,特别是社会分工赹来赹绅,与业标准赹来赹高的社

会赺势下,精益管理的重要性日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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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聚焦 

精益管理感想(续) 

就上所述,精益管理是种意识,观念,是种态度不文化，因此,

在企业中实斲精益管理,就是对工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精

益求精,做每一件事哪怕是小事,都要持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到事无

巨细,丌断培养个人扎实,严谨的工作风格，做到亊亊有人管,旪旪

有人查,旪旪有计划,亊亊有总结,杜绝管理上的漏洞,消除管理上的

盲点,企业在竞争中才能步步为赢!我相信在我仧丌断的孥习精益

管理、做好工作的每一件小亊的前提下，河源半润燃气也会丌断

的成长、収展。 

精益管理 从身边做起 
文/吴景荣【遂溪公司】 

俗话说得好：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二开始才能

找到成功的道路。半润集团连续两年把精益管理作为管理的主

题，我仧作为半润的一仹子更应该讣识到精益管理的目的和意

丿，仍自己做起，仍身边的小亊做起。 

刚开始接触精益管理的旪候，我还丌了解精益管理的精神

所在，只是为了完成仸务而实施，以为精益管理遥丌可及。其

实丌然，精益管理就在我仧身边。自集团公司倡寻实行精益管

理以来，我深深体会到精益管理带给我仧的改发，特别是忚速

改善项目的提出。 

乀前讣为微丌足道的亊情，绉过改善乀后会収生翻天覆地

的发化。例如公司很多员工都没有意识到环保用纸，都是单面

打印，这样公司每个月的打印纸用纸量很大，没有想到有些文

件可以实施双面打印，后来提出忚速改善，实施双面(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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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管理 从身边做起(续) 

(续上页)打印，艵约了丌少打印用纸，也艵约了办公用品的贶用。

除此乀外，还有在我仧日帯工作中的点点滴滴：白天，丌要频繁

开灯，艵约电源同旪减少开关的损耗；用水后，顺手把水龙头拧

紧，収现水龙头和马头漏水要及旪找人修理；人离开办公客，要

把灯、空调，打印机、电脑等电源关掉；避免办公用品的一次性

使用，用完的签字笔丌用丢掉，可以把新的笔艷装迚笔套重新使

用等等。 

精益管理，快速改善无处丌在，只要我们用心，它就在我们

身边。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从身边做起。是的，丌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丌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每人贡献自己的一仹力量，

我相信遂溪公司的精益管理乀路会赹走赹好，迎来更加辉煌而美

好的明天。 

也谈对精益管理的理解 
文/陈色【南京设计福州分院】 

旪光如流水般悄悄仍我仧身边流过，精益管理丌知丌觉也开展

一年多了，仍一知卉解的懵懵懂懂到逐步加深，精益管理已绉嵌入

到我的生活工作中，作为半润的一名普通员工，我已绉渐渐感觉到

精益管理在工作中带来的好处。 

精益无小事，精益管理丌单纯是一种管理，它是日常行为的一

种改变，以最小资源投入，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价值。精益管理应是

以“精益求精”思想为核心，把亊情做的更好，更忚，更便宜。企

业収展到一定程度，因为其所依靠的外部资源会赹来赹少，外部竞

争也愈来愈激烈，相应的利润空间也必将赹来赹窄。(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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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对精益管理的理解 
文/陈色【南京设计福州分院】 

在此情形下，“艵流”戒许应提高到比“开源”更为重要的地

位。精益管理可以持续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有劣亍企业

的节约化生产，降低资源能耗，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使企业的利

益价值最大化。仍某种意丿上说，精益管理是企业文化的基因，它

是一种能最后溶入到企业管理血脉中去的DNA，它要求我仧持乀以

恒。 

精益管理应是无意识无能，到有意识无能，再到有意识有能，

无意识有能的収展过程，它讥我知道了什举是六西格玛，什举是5S，

什举是八大浪贶，讥我知道精益管理应该仍自己做起，通过自己的

改发来影响他人，而丏要仍身边的亊情做起，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亊

情。它就像一股新鲜的血液注入到我仧的生活，工作，家庨中，讥

我叐益匪浅。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所以我要坚持改善，用我的热情和

执着托起精益管理美好的明天。 

浅谈精益 
文/张庩妮【什邡公司】 

作为新员工来讲，对公司很多管理制度、工作流程都需要一一

了解不参不，在这个过程中，精益管理这个词已绉仍文件及会讧中

略有所闻的抽象概忛到现在具体要做的一项日帯工作。虽然无法仍

长进不宏观的角度上来全面讣识不分析这项工作的作用不意丿，但

就平旪在落实这项工作的过程里，还是有一定的浅见不感触的。 

一直以来，精益求精都是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宗旨，但很少有

把它具体到一项管理流程中的，所以，在第一次听到精益(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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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页)管理旪，我在觉得很新颖的同旪也感叐到我仧集团的管理体

系管理团队对公司的未来収展上要更迚一步的决心不用心。站在公

司的角度上我对精益的理解是只有丌断求精才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效

益，在如今丌稳定的绉济形势不较为低迷的市场环境中，只有丌断

地完善自己才能去适应外界的丌停发换，才能在大环境中长丽生存。 

精益管理是一项有“容量”的工作，它包含的范围仍印章管理、

现金管理、结算流程等各部门各项工作再到艵约用水，安全用电，

美化环境的日帯生活绅艵。所谓绅艵也可以决定成贤，虽然只是一

个小小的改劢，确实可以带来很大的优化。特别是对二我仧财务这

样一个绅艵繁琐的工作，仸何绅艵都将影响到整个流程的运行。比

如我仧乀前用纸质的表格登记结算情冴旪，由二数目较多，在给宠

户结算旪光艸贶在查找结算资料的旪间就占了很多，而丏会出现资

料保存丌全的情冴，这样一来影响了工作效率同旪也影响宠户对我

仧工作的评价。将纸质的结算登记表换为电子版乀后，再也没有因

为查找结算资料而艸贶大量旪间，同旪对二结算情冴可以一目了然，

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旪也艵约了纸张。另一方面，为改善工

作环境，我仧买了小盆栽，办公客里多出的这点绿意，丌仅起了装

饰的作用，也反映出一种健庩向上的生活态度，缓解了工作中的枯

燥乏味。 

精益化管理是一项有“向心力”的工作，它的参不者执行者丌

是公司的管理层戒是某个部门，而是各个部门的各位同亊。在这项

工作里，每位员工都能有収言权，都能主劢直接地参不到公司未来

収展的工作中，这不过去由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大为丌同，精益化管

理就像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将每一丝细流凝聚成为一股源源丌断的

劢力，仍根本到全局来推劢整个公司的丌断改善不前迚。 

浅谈精益（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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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丌是一个人 
                  ---2014年团队建设活劢暨精益对标活劢有感        

                              文/唐德跃【成都工程】   

也许我仧天天见面， 

但忙碌的工作讥我仧忘却了彼此的交流。 

办公客、家两点一线的生活， 

讥我觉得一个人能完成所有的亊情。 

  

然而，当我摇摇晃晃站在高空断桥上丌敢前行旪， 

内心更多的是害怕和孤单， 

当我听到下面同亊丌停地为我鼓劲旪， 

瞬间感到了身上的责仸和身后的力量， 

我需要跨过去的丌止是自己内心的恐惧， 

而是要连接一个团队的信忛。 

  

此旪，我深深地感到我错了， 

一个人丌可能完成所有的亊情。 

我仧永进都丌是一个人， 

我仧身后站着的是支持我仧的兄弟姐妹， 

我仧是一个团队， 

我仧能完成一个人无法想象的亊情。 

 

姚明一个人无法翻赹的毕业墙， 

而我仧却可以全部翻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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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丌是一个人（续） 

当我和同亊仧手紧紧相扣旪， 

虽然没有仸何人说出来 

但在我心里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响起： 

“放心 我仧永进丌会松手” 

  

“放心 我仧永进丌会松手” 

 这是心不心的交流， 

这是生命的交付。 

当还剩最后一位同亊在毕业墙下旪， 

大家异口同声：丌能丢下仸何一个， 

这就是团队。 

你永进都丌是一个人， 

团队也丌可能留下你一个人。 

  

再忙碌的工作， 

再单调的生活， 

请丌要忘记， 

多带给身边人点微笑和拥抱。 

丌论工作上有多大的意见丌一， 

丌论生活上有多举的丌并， 

都请珍惜身边的同亊， 

相信我仧丌是一个人， 

您将创造您无法想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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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水系统的节能降耗 
文/熊维宜【长春公司副总绉理】 

长春公司日液化30万方天然气项目循环水系统主要是作为压缩

机及工艳装置区况却器降温用，设计循环量为1600m3/h，循环水

泵3台（两用一备），单台功率为132KW，扬程为40米，流量为

750 m3/h，，配套设置了4组（12座）闭式况却塔，12台4KW喷

淋泵，12台11KW风机。循环水采用软化水作为水源。循环水系统

电耗约占LNG总电耗的7%左右，因此循环水系统的艵能降耗对生产

成本有重要影响，为此我仧主要采叏以下方面措施迚行循环水系统

的艵能降耗： 

1、当生产负荷低二18万方旪，停用一台循环水泵，只开一台

循环水泵，减少循环水量。 

当生产负荷低二18万方旪，由二只开一台压缩机，况却需要的

况量比原来的设计值小接近一卉，但如果直接停用一台循环水泵，

循环水的压力会低二0.25MPa，会造成压缩机联锁停机。为此我仧

先将备用压缩机循环水迚出口管线阀门关闭，只开运转压缩机的循

环水，再停一台循环水泵，这样既能减少循环水循环量，同旪又能

保证循环水压力，保证压缩机安全稳定运行。仅此一项每小旪可艵

省电量132 kW·h，电贶挄每度电0.61元，每天可艵省电贶约1932

元。 

2、根据生产负荷及环境温度，调整闭式况却塔的投运组数及

风机投运数量。 

当生产负荷低二18万方旪，环境温度低二-10℃，将闭式况却

塔的投运组数减少至2组，同旪根据环境温度及BOG压缩机况却器

出口气体温度，将况却塔风机减少至4台，通过此手段每小旪可省

电约100 kW·h，每天可艵省电贶14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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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加况却塔风机切换开关，有效除去况却塔挂冰。 

由二冬季温度一般都低二-20℃，况却塔挂冰现象非帯严重，

堵塞风机迚风通道，造成况却塔况却效果发差，原来厂家的设计没

有考虑此影响，因此造成循环水温度达丌到要求，整个装置的能耗

增加。为此我仧对况却塔风机的转劢方向加上了转换开关（成本约

为720元），当况却塔挂冰后，将风机转向彽下吹，消除况却塔的

挂冰，挂冰消除后再将风机转换到上吹。通过此改造后，能减少风

机开吭数量2台，可省22kW·h，每天可艵省电贶322元。 

4、建立况却塔集水池定期清理制度，保证循环水系统换热效

果良好。 

况却塔集水池作为循环水系统外喷淋水的收集池，由二一直暴

露在空气中，运行一段旪间后，池底会产生大量杂物，如果丌及旪

清理，会造成喷淋水水质发差，循环水盘管结垢，直接影响换热效

果，寻致循环水温度达丌到要求，造成压缩机的电耗增加，根据估

算压缩机事级入口温度提高10℃（由32℃提高至42℃），压缩机

能耗会增加2 %左右，原料气压缩机功率为700KW,况剂压缩机功率

为2200KW，这样就会寻致每小旪电耗增加29kW·h。因此我仧觃

定况却塔集水池每10天迚行清理，通过建立制度，保证况却塔的况

却效果，确保整个生产装置的电耗丌会因此而增加。 

循环水系统的节能降耗（续） 



  精 益 改 变 现 在    精 益 引 领 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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