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州市、区领导视察湖州三杭 

（本报通讯员/袁俊文）10 月 21 日，中共湖州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陈浩率市委班子、南浔区委和开发区领导视察了

湖州三杭，总经理邓峰松接待并陪同。 

电梯产业是南浔重点扶持和支持性的产业，湖州三杭作

为当地具有规模的新生电梯配件企业，湖州市、区及开发区

领导十分重视。，领导们在视察时详细的了解了公司建设进

度、工程质量、近期生产等情况后，对公司生产环境和设备

先进程度表示称赞。领导们在与邓峰松总经理交流时，希望

湖州三杭不断提升企业综合实力，提高在行业中的地位，为

促进湖州南浔地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集团总裁等赴杭州三延调研 ACE 体系 

（本报通讯员/张梨）10 月 19 日，

集团总裁何长华、人力总监张红缨、工

厂管理部部长陈有金前往杭州三延进行

ACE 精益体系调研，公司总经理肖鹏及

相关负责人参加调研会议。 

调研重点是生产企业如何运用 ACE

精益体系十二大工具，如何理解过程改

进与消除浪费、解决问题和作出决策含

义。过程改进与消除浪费工具主要关注稳定过程和工作环境，实现对产品和

服务的持续改进。解决问题工具主要用于确定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缺陷，并

对其进行严格的根源分析，以优先次序解决问题和防止问题及缺陷的再次产

生。决策工具运用于策划和决定公司重大项目的实施。 

调研认为，生产企业实施 ACE 精益体系管理，通过流程分析，找出流程中的无效或低效因素，再通过流

程输入和输出的风险评估和控制，达到提高管理流程效率的目的。 

 

天津延伸档案室投入使用 

为使公司档案管理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和科学化，解决多年来档案管理散乱现象。最近，天

津延伸按照集团档案规范化管理要求，建成了企业档

案室，同时，配置了档案密集架、空调等硬件设备，

制定了档案管理制度，规范档案查阅，确保档案的安

全保管。  

天津延伸领导非常重视档案室建设和档案管理

工作，档案室建立之前，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

亲自督查档案室建设进度并到实地进行指导。同时，

为了提高档案室的利用率，将各部门在建企业档案资

料时进行统一收集、整理和归档，保证档案的安全与

完整。 

档案室建立后，公司将逐步进行档案科学分类、

规范管理，为实现档案管理信息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达到历史资料存档完整、方便查阅，更好地服务企

业发展。 

本报通讯员/杜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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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杭“金牌供应商”项目启动 
本报通讯员/喻春波 

 10 月 13 日，奥的斯重庆工厂王国海厂长到访重

庆三杭，向重庆三杭管理层介绍“金牌供应商”项目背景和

愿景，同时提出新的管理要求，并希望公司全力创建“金牌

供应商”，力争用 3-5 年的时间，使重庆三杭的运营管理达

到行业领先水平。  

  

 10 月 18 日，在总经理张中祥的主持下，重庆三

杭成立了“金牌供应商”创建领导小组，明确了小组职责和

创建“金牌供应商”的规划目标。强调公司将资源上保证

创建工作的实施，公司上下必须合力投入，达成目标。 

      

 10 月 26 日，奥的斯中国区“金牌供应商”项目经理

金先生、项目专员劳女士、重庆奥的斯 SQE 经理杨小亮访

问重庆三杭，向公司管理层介绍“金牌供应商”应达到的标

准及要求，同时调查了解重庆三杭管理团队对该项目的认

识和态度，以及支持该项目的决心。公司管理团队明确表

态将全力投入此项目的实施，期待奥的斯项目组给予相关

的培训和工作指导，相信将通过该项目提升管理水准和公

司形象，增强公司竞争实力。 

 

 

从杭州三杭改进会风谈起 
 

为了会议求实，杭州三杭总经

理钱顺骆一上任就在经理周会和

生产日会上指出，例会是解决日常

运行问题的主要途径，要讲究方式，

取得实效。据此，他十分注重对下

属部门工作的善意点评，其要点是

指导帮助下属剖析问题根源、寻找

解决路径和明确改善目标。他还针

对以往个别例会相互指责的现象，

提出要转变会议风气，强调汇报工

作要突出重点，交流讨论要避免指

责。由于总经理率先垂范，一个多

月以来，例会上相互指责情况基本

绝迹，更多了一些善意交流，会议

风气明显转变。对此。笔者也根据

以往例会某种现象发些感言。 

同事相处，无论是因公还是因

私，最忌在会上扯着嗓子，怒气冲

冲地大声争吵。我记得高中语文老

师说过“善良的天性比机智更令人

愉快，稳重的心态比狡辩要让人佩

服。”与同事意见有分歧，完全可

以讨论，但不要争吵。只要出于善

意，诚恳交流，对事不对人，就会

像双方促膝谈心一样有所收获。相

反，那种毫无分寸和理智的争吵，

激烈地攻击对方，同时拼命地维护

自己，这是有良好教养的人所不为，

也不该为的事。 

尤其是例会上面对的生产、质

量、管理等方面难题，大家应该专

注于问题的讨论。但在讨论时切忌

感情用事或固执己见，声音渐渐提

高，甚至语言带有侮辱性，否则讨

论就会降格成指责、争吵。这种变

味、走样的会议，不仅使当事双方

怨气满腹，还会造成旁观者焦虑不

安，最终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大

家不欢而散。所以为赢得争吵，推

卸责任，而失去同事感情，还误了

公司事务，实在是得不偿失。总而，

遇事一味指责对方，从不追思自己

过失，长此以往，当事各方的裂痕

永远无法修补，甚至会蔓延以后的

会议，变成解决问题的永久性隐患。

当然，不能说凡是争吵的人都是错

误的，而是说他根本不懂得如何表

述自己的见解。希望这些人要保持

冷静，学会理智，努力不让对方厌

烦你。以上纯属笔者愚见，恐有不

当。           杭州三杭 张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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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森电梯对杭州欣源进行“合格供应商评审” 

（本报通讯员/卞二利）10 月 25-26 日，由蒂森电梯

公司技术、品质和采购部组成的评审小组对欣源进行了现

场评审，以审查欣源供货蒂森电梯的资格。公司总工程师

王侃负责接待并主持审核工作。 

杭州欣源对此次审核非常重视，在审核交流会上，王

侃总工程师首先以 PPT 形式向审核组汇报了欣源的发展

历程、资质荣誉、技术实力，并就公司业务及典型案例等

情况做了详细介绍。还提交了相关资质及荣誉证书，合同

案例等供应商资格申报材料。 

随后，王总工陪同审核组考察了生产车间现场，通过

资料评审和现场考察，审核组对欣源的整体实力给予了充

分的肯定，希望双方今后能达成合作，互惠互利，共创美好未来。 

 

天津三杭党支部加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本报通讯员/杨旭）9 月份，天津三杭党支部根据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实施方案，组织支部所属

党员，积极开展第三专题教育阶段“讲道德、有品行，做品德合格的明白人”教育活动。学习期间，党支部

书记葛英杰、委员郎荣玲先后表述了专题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全体党员积极互动，大家一致认为一件小事

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品行和心灵，纷纷表示要强化道德修养和提升思想境界，从小事小节做起，在日常生活和

工作中，正确对待个人得失，公道正派、公平公正做人做事，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强化理性思维，摒弃任

性为人、随性做事陋习，切实做到用正确的人生理念和生活理念来指导、约束自己的言行。 

葛英杰书记在学习中强调指出，讲道德、有品行，强调的是品德合格，就是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德行是做人的根本素质。我们评价一个党员是否合格，“德”永远居第一位，大德、公德、私德缺一不可；

做一名合格党员，就要上好道德修养这门人生必修课，时刻用正反面典型教育警示自己，做到心有所畏、言

有所戒、行有所止。要求全体党员坚定“服务、健康、心态、责任、和谐、情趣”六个方面的意识观念，通

过“勤学善思、心存畏惧、自省自警、提升境界”四个方面的修养，努力提高自身道德水准，锤炼品格意志，

提升思想境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 

10 月 26 日，应静海开发区党委要求，天津三杭党支部组织党员观看了专题纪录片《永远在路上》，并

在党员中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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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二、白加黑”我们拼搏！ 
——天津三杭 NC 系统上线进展顺利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天津三杭 NC 系统已初步上线，但因客户

不同，产品种类过多，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核对和录入工作，目前公司仍

然保持着 NC 系统和 U8 系统双面运行的模式，且预计还要持续一段时

间。 

在近一个月的工作中，公司各部门齐心协力，全体工作人员都投入

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加班加点核对和录入单据，以确保 NC 系统能够

正常上线运行，目前 9、10 月份的各项数据已全部录入完毕。 

天津三杭 NC 系统上线工作能够取得如此进展，离不开集团公司的

大力支持，尤其是集团丁部长和软件公司的刘老师、苏老师三人，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常驻公司现场办公，与工作人员一起工作，给我们

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们不辞辛苦，与大家一同加班加点，不抱怨、不

喊累，经常加班到深夜。相信天津三杭将继续在集团以及软件公司的支

持下，NC 系统上线工作必定会越来越顺利，全面启用 NC 系统的日子

必将越来越近！（本报通讯员/郝超） 

 

杭州延伸组织钳工培训 

（本报通讯员/张杭

琴）11 月 2 日，由富阳

兴邦企业管理培训公司

为杭州延伸举办为期一

个月的初级钳工培训完

美落幕。此次培训由公

司所在的街道办牵头，

杭州延伸积极配合，车

间一些爱好学习的员工以多一项技能就多一份财富心愿，踊

跃报名参加，  

在几次培训中，兴邦企业派出了不同的老师来为员工讲

解关于装配，机修方面的知识，为检查员工们的学习情况，

培训结束时还组织了知识测

试。考试由笔试和操作两方面

组成，由富阳劳动局负责人监

考。期间每位员工都耐心的完

成试卷，井然有序。 

正如培训老师所说，考试

成绩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公司每位员工能够有这种积

极向上的心态，这对公司来说

是一种好的迹象，更是公司未

来的发展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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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质量说服客户 

（本报通讯员/倪英华）在这竞争激

烈的市场环境下，大家都在打价格战，但

是要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往往靠

的不是低廉的价格，而是稳定的质量保

证。 

在 10 月底的时候，上海春光公司接

到上海现代供货订单，并且提出要求来厂

现场检验导轨产品质量。公司明白，要使

客户满意，只有高质量的产品才能做到。

为此，在接到通知后，全厂上下目标一致，

力争做好每一批现代客户的产品，以供对

方派遣的检验员前来检查。销售经理在例

会上将客户发来的加工要求传达下去，并

且通过技质部布置，对每一道工序安排好

检验工作，以确保产品的全部合格。 

11 月 4 日，上海现代公司的检验员

前来现场检查即将发出的导轨，看着我们

检验员认真检验每一批导轨，对我们认真

对待产品的态度非常认可，他们还亲自按

要求对产品做检验，结果十分满意。 

事实证明，只要我们用心做好自己工

作，以最好的精神面貌和高质量的产品来

说服每一位客户，定会获得客户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