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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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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善博总裁到河南大区调研，指导大区学标杆精益管理工作

10月14日，华润燃气总裁石善博到河南大区进行现场调研，并在郑州公司主

持召开河南大区助理工作会议，听取各助理工作汇报。

10月15日，石总还到通许公司进行现场调研，听取通许、夏邑、睢县、民权

等四家新成立公司的工作汇报。在进一步了解了河南大区实际情况后，石总对河

南大区学标杆精益管理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强调要真抓实干，落到实处，系统化

推动，尤其是新建公司更要认真开展，抓好落实，切实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听取助理工作汇报 听取四家新成立公司
工作汇报

考察加气站工作现场

9月20日，华润燃气精益管理办公室主任吴永

受华润集团战略管理部邀请，为第六期华润之道卓

越经理人培训班进行精益管理项目定义阶段的培训。

在培训过程中，吴总以某餐厅降低百名客户投诉数

为例，形象而生动地讲解了如何选择精益项目、项

目定义阶段各步骤的目的及意义。培训结束后，吴

总与学员进行互动，对学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尽

的讲解，赢得了学员的阵阵掌声。

吴永总受邀到华润大学进行精益管理培训



亮点聚焦

10月7日，应华润集团战略管理部安排，郑州公司程瑞瑾经理前往白洋

淀华润大学，为第六期华润之道卓越经理人培训班分享 “提升呼叫中心话务

接通率”精益项目。

郑州公司首先介绍了该项目2013年DMAIC逻辑思路，在此基础上，又

9月22日，集团营运部负责人吴永亲

临汕头公司，听取公司精益项目小组工作

汇报，了解精益管理项目进展，并提出指

导意见。吴总指出，要做好精益工作，可

以从简单的5S做起，结合学标杆，开展

“5S行动”。树标杆，找差距。会后公司

精益办及各项目负责人表示项目开展思路

更加清晰，明确了下一步行动计划。

讲述了2014年通过学标杆活动进行固化的措

施，以及采取削流、分流、截流等运营管理

措施进行的话务控制，并在课堂中设定问题，

进行了互动讨论，较好的展现了项目成果。

本次内训分别邀请了臵地、燃气、电力、

华创、银行五个利润中心的精益项目负责人

分享案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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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总到汕头公司指导精益管理工作

郑州公司到华润大学进行精益管理项目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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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公司黄带傅金玉在城投集团组织的客户服务人员的提升培训中，为

公司及城投集团下属的水务集团的客户服务人员以及部分城投员工约130人

作了《精益管理之快速改善普及宣贯》课程的培训。

培训中互动积极，取得良好效果。

特别是水务集团的员工因是第一次涉猎

精益管理、快速改善的理念， “墙内

开花墙外香”，对于“快速改善”这种

简单易行的管理提升方式，无论是员工

还是领导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富阳公司对城投集团员工进行精益管理培训

《增加压力表保护盖》

《天然气立管防攀爬设施》

《用户信息管理》

《场站增设操作梯》

《抢维修发泡剂工具》

《合理放臵燃气表位》

《吹扫枪加枪头》

《阀门显示表防尘防雨》

《站内短梯增加反光贴》

《废弃表具登记管理》



快速改善，大家比的不是专业技能、职称文凭、资质经

验，而是谁能在细节上发现问题，思考解决办法；谁能

勤于改变、善于学习利用新的工具和方法；谁能将快速

改善内化为习惯，延伸到自我“三省吾身”，从而将这

场改善运动从外到内、持续性地进行到底，收获更好的

自己，更好的人生。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我明白了，在很多时候，细微的

东西往往最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方

向，是轻视不得的。正是从细节一点点的做起，才培

养了众多持续“发现”的眼睛，也让当初的硬性任务，

变成积极主动的改善，微小的改变呈现很大的改观。

亮点聚焦

从离开校园到入职华润，转变的妙处在于周遭的

变化、角色的成长亦或是责任的增加。如果说实

习时候见识“精益管理”只是出于对于公司的那

份好奇，那么现在我所面对的，就应该是实实在

在的工作内容了吧。

我总是这样认为，对一种理念的吸收，应该是

综合的、相容的、互促的，当我们在同一个瓶

颈中毫无头绪之时，是否能拓展出新的思路才

是这一场变革中最需要让大家学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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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善

细微反映本质

山西公司/ 刘健

践行精益管理

我一直在路上

罗源公司/王多多

精益求精 远致千里

苏州公司/胡步建

始于细节

勤于改变

成于习惯

南昌公司/廖佩



精益项目典型做法分享

提高安检成功率 典型做法

内容来源 摘自《华润燃气精益管理项目案例集》

联系人 刘志铭 （厦门公司）

联系电话 0592-5033895

注：下述做法摘自各成员企业，如需相关资料可不联系人联系。

统一对外服务形象

安检统一着装，佩带工作证，配备安检服

务工具包（内置随身五金工具），配备气体

检漏仪等。

通过规范安检人员服务形象，提升用户对

安检人员的信任度，提升入户安检的成功率。

每周留出固定工作时间

由安检员自行安排安检工

作，使其工作时间更加灵

活，有利于二次、三次上

门安检。

02

根据历史安检数据，确

定区域安检最佳时间进行

入户安检。

01

上门安检时间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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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检岗员工实行计件工资制，加强薪

酬激励制度不约束机制，提高员工的工作

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做法：“到访丌遇”一式两份，用户粘贴一份，

公司存档一份，通过加强到访丌遇卡粘贴管理，间

接提高用户预约安检，从而达到提高安检率的目的。

效果：可避免安检人员丌粘贴到访丌遇的现象，

确保到粘贴访丌遇的真实性。其次通过到访丌遇存

档，可有力的证明公司提供安检服务率100%。

第一次到访不遇单

第二次到访不遇单

效果：将节省的时

间投入到复检中，进

而提高安检成功入户

率。

安检岗员工薪酬改革

厦门公司计件工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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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二次上门安检

配备安检手持终端机

做法：通过安检手持终

端机的配置，可以减少隐

患照片和安检资料的整理

时间.

精益项目典型做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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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对社区用户定期做用气

宣传，发放安全用气手册。

效果：提升用户的安全意识，

提升用户对户内安检的认识不认

同，提升户内安检成功率。

将精益项目中产生的成果进行固化，生成安检作业标准化的作业文件，

以制度的形式巩固项目成果。

《客户服务礼仪手册》

《安检服务作业标准手册》

《安检管理制度》

《安检工作经验分享手册》

加强用气宣传

标准化管理

精益项目典型做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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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区 劢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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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大区——

2014年10月8日，江西大区执行总经理王洪星携大区精益绿带吴国玮

赴学标杆蹲点单位景德镇公司跟进学标杆、精益管理工作。跟进会上，大区

绿带吴国玮讲授学标杆方法、工具等相关知识内容，并在会后与景德镇公司

精益办成员对推进学标杆、精益管理工作进行深入地交流与讨论。

——江苏&安徽大区——

根据大区精益绿带帮扶机制，推进

各成员公司精益工作有序开展。10月11

日，大区精益绿带张雪平受邀至泰州公

司围绕“如何开展精益管理项目”这一

课题，对公司全员进行了精益管理理念

分享，并引出了如何降低供销差、如何

提高客户服务水平等项目，与员工进行

了互动交流。

最后，张总强调了开展精益管理工

作的重要性，要将精益工作与日常工作

的开展紧密结合。



大 区 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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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河南大区学标杆精益管理办公室主任李颖、洛宁公司学标杆

工作推动负责人尚玉秋、大区学标杆精益办人员参加洛宁公司学标杆中期推

进会，洛宁公司在会上宣贯了集团和大区学标杆工作要求，介绍了公司、部

门、个人三个层面学标杆工作推进情况。李总在调研结束后要求，洛宁公司

要怀着空杯心态和反思心态开展学标杆精益管理工作，倡导学习精神，激发

组织活力。

尚总针对洛宁公司学标杆精益管理工作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不足，表示

希望洛宁公司严格按照集团学标杆精益管理工作要求，扎实开展学标杆工

作，高标准、严要求，争当大区6家新成立公司的标杆公司。

——山东&津冀大区——

10月上旬，山东大区精益管理联络人携

二期精益管理绿带王成对济宁公司精益管理

项目加快工商户超期服役表更换进行跟进。

——河南大区——

王成针对汇报进行了指导，从整体框架方

面、从工具运用方面、从整体逻辑方面都进行

了分析，并进行了互动。



成员公司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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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公司——

2014年10月10日下午，公司组织开展了精益管理思维大讨论，深化讨

论结果，将精益管理日常化、思维化和常态化，在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精益

思维，都体现精益思维。

会上，各位参会同事踊跃发言，分享增值活动带来的改变，畅谈增值与

精益管理的关系，使得精益管理深入人心。

——昆明公司——

10月8日-10日，昆明

公司精益绿带对公司3季度

各单位的精益管工作进行评

价，考核了快速改善完成情

况，评选出精益管理优秀改

善团队、快速改善达人，并

筛选了集团优秀快速改善提

案中关于公司的部分。



成员公司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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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公司——

——郑州公司——

9月28日，郑州公司财务总监郭建平带领公司学

标杆精益管理办公室、总经办等单位对基层部门学标

杆精益管理宣传工作进行第二次现场抽查。

抽查部门涵盖管线所、客服中心、加气站、储配

站等8个基层单位的工作现场，抽查学标杆精益管理

的五上墙内容：学标杆精益管理进度、指标（或项目

进展）、优秀班组及事迹、优秀个人及事迹、优秀经

验；抽查结果在公司9月运营例会上进行公示通报。

相比上次抽查结果，本次宣传工作有明显改善。

养公司精益管理工作氛围，表扬在第二、第三季度精益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

献的部室及个人，进一步提高全体员工参与精益管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精益管理办公室在总结

公司第二、第三季度精益管

理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制作

完成枣庄公司2014年第四季

度新版精益管理宣传栏，通

过新版宣传栏的建立向全体

员工宣传精益管理理念，培



成员公司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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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公司——

安阳公司物资部组织全体员认真学习公司

统一制作的《人人学标杆、处处求精益》全员

宣贯手册，使全体员工掌握学标杆和精益管理

的基本知识。并学习了《华润燃气精益管理半

月刊（9月上）》充分结合当前实际一定要把精

益管理运用到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在认真的学

习精益管理的精髓的同时，把它运用到每项管

理工作中，促进我们的工作快速发展。

10月9日，公司召开学标杆、精益管理考核评价机制宣贯会，会议由陈

文杰总经理助理主持，公司各部室精益管理精益联络人及分管领导参加了此

次会议。会上公司战略管理部宣贯了学标杆、精益管理考核评价机制。

另外，公司结合自身情况，印制一部分精益管理相关海报，强化精益

管理组织氛围。

——厦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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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公司——

9月26日上午，公司组织在西城召

开精益管理和行动学习培训会议。邀请

武钢公司精益绿地啊吴梁森讲解精益管

理六西格玛项目推进,公司催化师冯慧、

田瑛讲解行动学习工具。

通过培训进行了公司精益管理项目

的修订，使大家掌握了三种工具的运

用。

——楚雄公司——

2014年9月28日，安全技术部组织公司各部室精益管理联络人、中层以

上管理人员在三楼会议室对降低供加气站销差率案例及降低加气站电耗进行

学习，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研讨。

楚雄公司加气站于8月底

试运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

题包括供销差大占公司供销

差的37% ）；加气站平均电

耗高（ 0.28元/NM3 ）。通

过研讨，确定了改造回收罐

出口调压器 、对加气站流量

计进行送检两大措施降低供

销差，并确定实施24小时加

气来降低加气站电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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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公司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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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公司——

交流会上，双方就各自的工作思路进行

交流讨论和意见交换。通过这次交流学习，

不仅对我司接下来精益管理工作的开展起到

了指引的作用，为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提供

帮助，并且加强了与兄弟公司的沟通联系，

增进了公司间的友好关系。

10月9日，阳泉公司组织开展第10

次精益管理学习日，各部门精益管理联

络人参加了此次学习日活动。会上，首

先对公司各部室10月份的Kaizen进行公

开评选，选出了10个公司级优秀

Kaizen；其次，精益办提出要求：对新

入职员工先由公司进行入职培训，同时

引入精益管理理念的介绍；各部门精益

管理联络人利用部门学习日对新员工进

行工具、方法等的具体讲解。通过“两

级培训”，导入精益思维，保证精益管

理在公司内部落地生根。

——阳泉公司——

2014年9月26日中山公司精益管理联

络人前往江门公司进行交流学习.



9月份底，在物资供应部汇总月度工

作，计算出9月份库存周转期为2.29，较

2013年库存周转期2.75，降低了17%，效

果显著。自从精益管理项目实施以来，物

资供应部一直将缩短库存周转期作为日常

工作的重点管理主题来抓，经过部门全员

的团队协作，全力配合，已经达到2014年

的目标值<2.3个月。 我们将一如既往，再

接再厉，将工作中好的经验形成标准，使

其固化，持续开展下去。

成员公司动态

——霍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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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曲公司——

第
一
期
出
刊
啦
!

简
报
剪
影

为使集团、大区关于精益管理、学标杆的工作资讯、优秀案例、经验能

在公司内部及时的、有针对性的、有指导性的进行学习宣贯，并使公司、部

门精益学标杆工作动态、精益指标完成情况、学标杆提升项目、优秀案例及

时共享给公司全员，同时对各部室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特编辑出版了阳曲

公司学标杆精益简报，并于10月8日出版了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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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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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璧公司——

9月16号，陈荣华总经理前往管网运行部新区LNG储配站指导精益管理工

作。管网运行部经理陆田军、副经理王强和高压场站组的人员参加了座谈会。

陈总首先视察了LNG储配站的工作情况，并就场站的运行与管理向提出了

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陈总强调，场站是重中之重，要结合精益管理狠抓运行管

9月30日，公司在二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九次精益管理学习日活动，公司

精益管理领导小组及课题小组全体成员参与了此次会议。会上参照江苏、安

徽大区精益管理示范点评分细则，制定出了灵璧公司精益管理示范点建设工

作行动计划。公司总经理李峰针对制定出的精益管理示范点建设工作行动计

划进行了点评，并对下一步的工作作出了安排。

理建设，不走形式主义，以标准化场

站为目标，争做“红旗班组”。同时

要进一步强化场站安全意识，做好设

备设施的维护保养和人员的技能培

训，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季用气高峰

做好准备。



成员公司动态

公司网站增加精益管理板块：收集精益管理理念和公司精益成果，在公司

网站中上线“走进精益”模块，从精益文化宣贯、精益管理工具、快速改善、

精益稿件、精益挂画等板块展示公司精益管理成果和员工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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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木公司——

公司精益办从效率提升类、质量提升类、安全保障类、环境改善类四个维

度，收集、筛选出25项公司最具代表性和推广性的的优秀快速改善提案，编制

形成《快速改善优秀提案汇编》初稿。

——成都公司——

公司众信巷加气站进一步推进

安全检查和环境改善工作。同时在

节能降耗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

CNG单位电耗由原来的

0.326Kw.h/m3 降为现在的

0.257Kw.h/m3 ，大大节约了用电

成本。在2014年9月27日获得了青

海省“模范集体”的称号。



成员公司动态

——吉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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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为进一步提高

快速改善提案质量，促进快速

改善活动由“量”到“质”的

飞越，吉安公司精益办结合

“学标杆”提升主题、各部门

本职工作和当前亟待改善的项

目，制定了10月份各部门月度

改善主题，例如客户服务部的“提升客户服务满意度”、计划财务部的“强

化财务在内部管理中的监控力度”以及物资供应部的“缩短库存周期” 。

通过制定“命题式”改善方向，在明确目标的前提下集中解决关键性问

题，有效的提高了精益管理的工作效率，实现了精益管理工作的阶段性转

化，使其长期有序的推广计划变得更加容易实施。

2014年10月9日,财务部、综合办

公室联合开展精益管理学习，会上分

享上月部门快速改善项目，其中员工

杨庭婷获得公司快速改善“优秀提案

奖”，且是部门快速改善达人，由杨

庭婷分享个人经验，从个人工作中寻

找快速改善项目，并在工作中想到改

善项目时就随时记录下来。

——成都设计——



成员公司动态

——成都工程公司——

21

——南京工程公司——

公司精益小组组员设计制作了“精益之

光”，以简报的形式将每个月开展的精益活动

展示给大家。项目部的同事无法随时到公司了

解展板上的精益动向，也因工作环境无法经常

上网，现将每个月的精益内容做成简报，分发

到各个部室和项目部，让一线员工在每天忙碌

的工作后了解我司的精益管理活动。

10月10日，精益项目小组邀请，

公司精益绿带冯超进行项目结题指导，

咨询项目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交流

经验，互通有无，为中旬的精益项目结

题汇报做准备。

——南京设计公司——

10月10日，公司召开10月份学习日，本

次学习日主题为《差旅“安全带”》，由公

司燃气设计部主持开展，乔红总、设计部总

监邱春东等领导和公司全体员工参与。在学

习日上就员工出差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大

家头脑风暴，列出了安全注意事项，并通过

一系列的改善防范安全问题的发生。



成员公司动态

——郑州工程公司——

2014年9月10日，公司召开10月份精益

管理学习日，由精益绿带王进主持。

会上，计划财务部穆桂杰与大家分享了

《降低市区管网结算审减率》部门精益管理

项目。大家各抒己见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和建

议，同时也对各自精益管理项目遇到的难题

寻求帮助和解决办法。

通过这次学习日，帮助项目组解决瓶颈

问题，理清了思路。

10月10日下午，公司邀请华润燃气郑

州股份公司的精益绿带李道银为大家开展精

益项目基本路径的交流培训。公司助理总经

理艾亮，各部门负责人以及精益项目小组成

员参加了本次活动。

10月8日, 精益办主任王利芬经理对东

北分院进行精益管理工具培训，主要针对

精益概念、发现浪费，方法研究等展开了

深入浅出的讲解，并联系实际工作讲解了

很多容易出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郑州设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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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ZEN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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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压力表保护盖

人体工程学

天然气立管防攀爬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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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信息管理

场站增设操作梯

KAIZEN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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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维修发泡剂工具

合理放臵燃气表位

KAIZEN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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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扫枪加枪头

阀门显示表防尘防雨

KAIZEN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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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内短梯增加反光贴

废弃表具登记处理

KAIZEN天地



感悟精益

28

持续改善，细微反映本质
文/刘健【车用燃气事业部】

日光倾城而下，时光摆上的印记在身后层层堆叠，转眼间，精益管理

工作的开展与实施已一年多。回忆起初遇精益管理时的自己，像一个茫然

的幼童，对于每月需要上交的kaizen方案，既无助又好奇，无助的是，不

知何处去找寻需要改善的项目；好奇的则是，这些微不足道的改变，真的

能对工作产生巨大影响吗？之后的工作中，伴随着精益管理项目的推广与

实施，我惊奇的发现，那些微不足道的小方案，正在悄悄的影响平日的工

作甚至生活，就如同吸收了必需的微量元素的身体，改善后的新状态、新

技术，一点一点的渗入，促使我们不断的成长，于是，我们在公司的引领

下，遇见了更加完善的自己。
现在的我，会不自主地总结反思最近

的工作，看看哪里还可以改善。不知不觉

中，精益管理已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工作生

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帮助我更快更

好的完成目标。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我明

白了，在很多时候，细微的东西往往最能

反映事物的本质，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方

向，是轻视不得的。正是从细节一点点的

做起，才培养了众多持续“发现”的眼

睛，也让当初的硬性任务，变成积极主动的改善，微小的改变呈现很大的改观。以

小见大，见微知著。Kaizen项目，就是在通过平日里身边细微之事的改进

修缮，使我们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完善工作内容、节省工作成本等目的，

从而成长为能更好的与客户携手改变生活的新一代华润人！（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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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善，细微反映本质（续）

精益管理不仅是一种管理工具，更是一种管理理念和文化。作为一种

文化，需要缓慢的积累，沉淀，升华的过程。不像方便面那样想吃的时候

加点热水，一蹴而就。所以在学习精益管理的过程中要求我们摒除急功近

利的心里，做到“长久的持续性改善”只有持之以恒的发现自身的小问

题，并做出最好的改进，才能在精益管理的路上走得更远。2014年让我们

带着“与精益管理同行”的意识，带着“与您携手，改变生活”的承诺，

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向往，向着“成为中国最受尊重的燃气行业领导

者”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行。（完）

感悟精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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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精益管理，我一直在路上
文/王多多【罗源公司】

当秋叶渐落，晨风微寒，我在时光的背影里，总是追寻。踏着这一路

的坚持，我突然发现，生活也悄然改变。我不敢说，在这样一个火热的

大趋势下，自己做出了多少的贡献，可在这样一个旅程里，我有自己最

深刻的体会和改变。

我总是这样认为，对一种理念的吸收，应该是综合的、相容的、互

促的，当我们在同一个瓶颈中毫无头绪之时，是否能拓展出新的思路才

是这一场变革中最需要让大家学会的。

习惯改变生活，态度决定一切。精益管理实行到的今天，热情，从

没有褪去。不管是因为什么，任务也好，绩效也罢，至少我们总在努

力，一直坚持。

眼中看到的是每一个人的成长，每个员工对于精益管理的思路更加

清晰了，也不再做那种油瓶子倒了也不扶起来的人。负责、担当、积

极、向上。一个集体的改变，永远都取决于每一个成员的进步。在必须

知难而进的现代社会洪流中，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并不只是勇气，有勇

无谋在如今也是脆弱的表现。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用心去思考，用行

动去践行，实在是一条艰苦的路，精益管理教会我们很多，它让我们拥

有了良好的工作习惯，激发了潜在的责任感，更提高了作为华润人的主

人翁意识。

燃气梦，是一场持之以恒的追寻，是一场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要

看到自己心中的理想，看到那份未来的希望，让精益管理在这条实现燃

气梦的道路上，陪我们走的更远。（完）

感悟精益



精益求精，远致千里
文/胡步建【苏州公司】

一段旅程的结束，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从离开校园到入职华润，转变

的妙处在于周遭的变化、角色的成长亦或是责任的增加。如果说实习时候见

识“精益管理”只是出于对于公司的那份好奇，那么现在我所面对的，就应

该是实实在在的工作内容了吧。不过也正是仰仗了这实习的好处，如此转变

自己的身份倒也并没有那么突兀了，该学习的 继续学习，该承担的自然也重

新承担起来。
再次回到睽违多日的苏州华润燃

气，那份玲珑婉约、含英咀华的气息

依然是无处不在，但是说者无心，听

者有意，现在看到这些精益的课题和

方法，似乎怎么都带着些责任的压力

呢。不过压力也好，兴趣也罢，若是

能从中感受到乐趣，总能做的开心的

相较之最早听“范大师”带大家了解

精益管理方法时的一头雾水，现在再看公司上下对精益管理的态度，似乎要

比那时要清晰明了多了，而随着时间的流转，大家在精益项目上的运作和执

行也渐而变得熟练得多了，正如春天种子萌芽破土的艰辛，到了夏天，将绽

放出璀璨的花一样，最早接触精益时大家对“定义”环节的争执到现在有序

的深入执行，短短几个月的变化实在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长此以往，

兴许在秋冬之际，我们苏州华润燃气的第一批精益成果就可以收获了吧。只

可惜自己资历尚浅，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静静的看着这一切的变化发展，不

过我并不介意这样的观察学习，多学多看，有朝一日总会有自己贡献一份力

量的机会。（续下页）

感悟精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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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求精，远致千里（续）

虽然精益项目我自己没有机会参与其中，但是公司的KAIZEN活动我还是

大有插足的余地的。作为精益管理当中的跬步模块，小而精、广参与正是它

最大的优势所在，而其发音更是直接昭示了它作为改善的价值。亲民的色彩

给予KAIZEN更多有意思的东西，一个多月的时间，KAIZEN积分和兑换细则

都应运而生了，作为激励的手段，这种结合了各大银行以及电信营业商的激

励方式，怎么说都是相当接地气的，虽然

那个一等奖似乎有种遥遥无期的感觉，但

是平时做做改善项目，闲来无事换些个抽

纸洗衣液什么的还是相当好玩的。但是话

说回来，KAIZEN本身就应该是取自于大

家日常生活的，每天发现不完善的地方，

每天用自己的智慧做出改变，即便只是最

简单最细微的变化，经年累月，大的改变也会就此而出现吧。

于我个人而言，虽然难以赶上精益项目的完整体系，但每月的KAIZEN

项目还是十足的让我们办公室能整体群策群力一下，从办公用品的节约到每

日提示的公告板再到员工档案的重新整理归纳，虽然不是大张旗鼓，也不具

备太多的理论指导，但是这样所带来的实际工作效率提升可说是最为直接有

效的，有句话叫做“大隐隐于市”，KAIZEN正是应了这么一点，虽然平时

不见大作为，但或许正是在这些纷繁的提案当中蕴含了足以改变日常管理的

巨大力量。

精益管理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过程，不管是大到整个项目的提升

还是小到日常事务的改善，每一点的变化都是值得去期待的，而当这份期待

转化为每一位员工工作的希望时，所带来的工作动力也将是无穷的。精益求

精，远致千里，乐趣与希望的旋律所交织而成的“精益”管理将是更为绚丽

多彩的乐章。（完）

感悟精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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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精益

精益这两年
文/谢鑫【濮阳公司】

不经意间 ，我从事精益管理工作已有两年了，这两年中我们的团队多

少次为起草好精益管理文件而搜肠刮肚，多少次陪同领导深入班组一线检

查……，在精益管理工作中我们迅速成长，成熟，同时也见证了濮阳华润燃

气有限公司精益管理工作的开展，持续改进和完善……。

随着市场竞争“微利化时代”来临，精

益化管理的理念和实施悄然成为大势，两年

前，华润集团拉开了精益管理的序幕，为了

开好头，起好步，濮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本

着由表及里的原则，从全面现场管理着手，

整顿劳动纪律，工作纪律、工服着装，劳保

穿戴及环境治理、逐步深入到生产运营、服务、质量、安全的全面整顿。通

过精益文化建设，培育精益文化的土壤和精益文化氛围。“精心精细、精益

求精”作为管理理念时刻提醒着每位员工结合自身工作，把每一件工作做

好、做细、做实、做深、做透。

2013年是公司管理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公司大力开展精益化

管理以及kaizen改善，濮阳公司总经理苗桂花，在深入班组一线时强调，

“天才就在员工中，要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力，以集体智慧共同推动企业发

展”这为精益管理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迅速成为公司持续改善

的加速器，小平台撑起大舞台，小建议带来大回报，好的建议已经在工作中

得到应用，提高了工作效率，并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2014年4月初夏，公司对精益管理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把精益工

作向生产、运行、服务、安全等全价值链各环节拓展。（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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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公司《精益管理总体规划》，《精益管理三年规划》出台，进

一步明确了新的精益目标和工作思路;通过对标交流、学标杆，查找不足，

为稳步推进管理提升和精益管理工作向全价值链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将精益理念作为再塑企业文化的基石，正在全面全力地导入进程中。

两年来，通过“苦练内功、积蓄实力”的精益管理，使公司管理水平

得到了提升，提高了行业竞争力，但精益管理之路永无止境，精益无处不

在，将精益思想和精益工具导入到全体员工和管理流程中是一项复杂而艰

辛的工程，把濮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打造成燃气行业标杆企业，达到基础

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我们任重而道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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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这两年（续）

感悟精益



35

自年初来公司实习，频繁听到“快速改善”，似春风、绿叶般飘荡在

工作中。在客服部安检队轮岗时，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前辈们热火朝天

的工作，有谁提出一个好建议，旁边一同事拍肩膀提醒道“这又是一条快

速改善，赶紧报上去！”

快速改善，始于细节

何为快速改善？不明觉厉，学习后才知道，它就隐藏在生活和工作的

细节小事中。比如，给笔帽贴上标签避免拿错，给电脑装上桌面便签作为

备忘录，办公用具优化摆放节省多余动作等等。这些日常的小改善和好习

始于细节，勤于改变，成于习惯

—记我眼中的快速改善
文/廖佩【南昌公司】

惯，只要有利于降低成本、减少浪费、提

升工作效率等都包括在内。

快速改善，对于粗心大意的我来说，

简直是一剂良方。尤记得我在战略部实习

时，一次我上班忘带电源线导致电脑搁臵

半天，没法正常开展工作。快速改善后我

学会用备忘录和便签条来提醒自己，并养

成每天出门前检查物品是否带齐全的好习

惯。在酒店迎接参会者，别忘了递一份会

议安排表，以便于客人提前知晓、做准备

等等。

这些都不是宏观的大事，只是一个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做好了没人察

觉，但一旦疏忽就会造成失误，轻则造成浪费，重则损害公司利益。所以，

快速改善，始于细节，要防微杜渐，把小事做好了才能更快成长。

快速改善的思维是人人解放思想，勤于思考工作中的问题并加以改善，

通过不断提升优化来提高办公效率和质量。(续下页）

感悟精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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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改善，勤于改变

在快速改善的催化下，大家总试图把一件常事做得更好、更有效率、

更低成本。比如以前准备会议席位牌裁剪姓名纸时,没有参照容易裁偏造成

浪费，快速改善后在Word中编辑文字时加入黑色框线做标记，使得裁剪

又快又好；以前收发文件都通过电脑客户端，下班后容易遗漏重要邮件，

而快速改善后在手机上安装邮箱管理软件，以便于随时随地浏览和处理工

作邮件。

其实，这些改变并不难，但难在于“勤”。因为我们需要克服自己的

惰性，需要做事前多动动脑子，凡事都想想“有没有更好的法子”。学如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工作也是如此，只有勤于改变，工作能力才跟得上

高效的节奏。

快速改善，成于习惯

我相信，快速改善能塑造一个人的习惯，思维方式甚至人生态度。经

常性地反思你的表现如何、工作中有没有运用好方法；思考存在哪些问

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久而久之化为习惯，让你在工作中不自觉也

有一 份精益求精、快速改善的职业素养。事实上，每一条快速改善从提出

到执行的背后，也是每个人逐步培养和建立良好习惯的过程。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通过这个过程，你对每一条改善的内容加深印象，并在不断反思

和强化的行为中最终内化为习惯。而习惯，不可小觑它的力量，众所周

知，好习惯成就好人生。

不同于深奥难懂的管理术语，快速改善是一场接地气的群众活动。一

说就懂，操作简单易行，人人可参与，事事出改善。快速改善，大家比的

不是专业技能、职称文凭、资质经验，而是谁能在细节上发现问题，思考

解决办法；谁能勤于改变、善于学习利用新的工具和方法；谁能将快速改

善内化为习惯，延伸到自我“三省吾身”，从而将这场改善运动从外到

内、持续性地进行到底，收获更好的自己，更好的人生。（完）

始于细节，勤于改变，成于习惯（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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