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渡难关同协力抓落实   降成本算得出拿得到 

 

三杭控股集团召开一季度工作会议 
 

（本报通讯员/张娟）4 月 24-25 日，三杭控股集团第一季度工作会议在杭州新马电梯召开，董事长郑以

焕出席并讲话，何长华总裁主持会议，副董事长郑龙和集团高层

领导出席，集团职能部门负责人、直管人员及各分子公司财务负

责人参加了会议。 

24 日上午，与会人员参观了杭州新马电梯公司工厂现场，并

听取了该公司经营管理情况介绍。接下来的两天会议中，何长华

总裁通报了集团组织架构变革情况。副董事长郑龙、副总裁袁建

新、营运总监邓峰松、人力资源总监张红缨、财务总监周萍娟，

分别通报了一季度采购状况、市场营销、工厂运营、财务分析以

及人力资源情况。新成立的导轨支架事业部和综合产业事业部分

别就各块工作向大会作了通报。各分子公司负责人就一季度工作

情况和下阶段工作安排做了汇报。 

25 日上午，何长华总裁代表集团分别与导轨支架事业部和综

合产业事业部签订了年度目标责任状，郑以焕董事长亲临见证了

整个签约过程。当日，导轨支架事业部和综合产业事业部分别召

开会议，就如何抓好降本增效作了专项讨论。 

郑以焕董事长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2017 年是我司有

史以来市场形势最严峻的一年，要挺过难关，降低成本是我们的

首要任务。降本工作必须立即行动，绝不能稀里糊涂。要求各公

司老总注重以下方面管理：一、成本方面。减少设备故障率、落

实节支降耗项目、做足产能；导轨支架事业部要确实排好整个系

统的产能，要做好各厂的设备与人员配比，计算精确产能；各公

司财务经理要当好老总的参谋，要做到财务数据准确，分析到位，向总经理及时提出经营问题；要提高产品

成材率，杜绝浪费，各位老总要多思考工厂运作，齐心

协力，扭转局面。二、销售方面。在争取订单的同时，

多与客户沟通，讲我们的困难，相信客户是通情达理的，

会理解我们。三、人力方面要做好岗位评估和调整，压

缩非生产性岗位，实行一人多岗制。 

何总裁在会上强调了四个充分认识，他说：第一，

要充分认识到当前行业形势的严峻性。第二，要充分认

识到我们做我们自己事情的重要性。第三，要充分认识

到在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做好自己事情的难度。第四，

要充分认识到我们每一个管理者肩上的责任。各位老总

回去后，要传达、落实董事长的要求，拿出具体措施，

及时向事业部汇报，降本增效一定要算得出、拿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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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董事长发表重要讲话 

 

图：事业部签订目标责任状 

 



                             
导轨支架事业部召开首次降本工作会议 

3 月 20 日，导轨支架事业部成

立后的第一次降本增效工作会议

在杭州三延召开，集团副董事长、

事业部总经理郑龙出席，副总裁、

事业部副总袁建新主持，集团相关

领导、事业部所属企业总经理参加

了会议。 

会前，全体参会人员参观了杭

州三延工厂，大家对该厂的车间布

局、现场 5S 管理等留下深刻印象，

并给予了较高评价。参观结束后，

杭州三延总经理肖鹏介绍了工厂

规划建设和管理情况。 

会议听取了集团财务总监周

萍娟《2016 年集团成本管理报告》

和《2017 年 1-2 月导轨业务经营成

果报告》，集团运营总监邓峰松

《2017年一季度产能利用和 1-2月

份湖州三杭实盘数与财务账面差

异报告》，集团人力资源总监张红

缨《2017 年 2 月份人力资源分析报

告》。 

会上，各公司老总就今年降本

增效方案及措施作了汇报。接着，

与会人员针对当前降本增效工作

中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综合讨

论意见，导轨支架事业部草拟了年

度降本增效总目标，并下达各分公

司试行。 

此次降本增效会议内容涉及

各企业的人力、财物、技术、质量、

环保、安全等众多方面，议题丰富

又有深度。会议一致认为，上述内

容焦点在车间，所以关键是要降低

车间成本，车间成本降下去了，才

是真降本。各公司还向导轨支架事

业部提出了降本工作中存在的重

大问题，并请求协调解决。 

袁建新副总裁在会议总结时

提出：同行相比，费用支出和生产

成本过高的公司要查明原因，合理

解释，拿出措施解决；关于人力资

源问题，要充分进行评估，尽可能

实行一人多岗，做到合理用人，不

养闲人；要抓好辅料的进货验收工

作；呆滞料要想办法抓紧时间处理

掉；各公司财务部对公司发出商品

要及时开票，以免影响应收款和盘

货。最后要求各公司老总要交流经

验、资源共享，扬长避短。 

                            

本报通讯员/李兴会          

 

 

湖州三杭通过迅达初次审核 

（本报通讯员/徐杰）3 月 15 日、16 日，苏州

迅达专家组在湖州三杭进行供应商资格审核。为拓

展市场，新成立的湖州三杭以现场管理为抓手，经

过半年的努力，在过程控制、物料管控等做了大量

基础改善工作，促进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提高。 

本次审核，迅达专家组重点检查了体系文件、

记录填写、供应商评价、客户服务、纠正和预防措

施、内审和管理评审、人员培训、环境设施等基本

内容。审核认为，公司生产设施较为先进，基础管

理和改善效果显著。获得了 92 分的好评，顺利通过

了审核。 

目前，公司有关部门部门正在对迅达提出的几

项不符合项进行改善。 

 

 

成都三杭接受通力年度评审 

（本报通讯员/郑明龙）3 月 9 日，成都三杭迎

来了通力电梯年度供应商现场评审。考评组由通力

SQM 陈磊主持，主要针对成都三杭质量管理工作进

行全面检查督导。评审组认真查阅各项工作的日常

记录，重点对质量管理体系、设备管理、技术工艺、

客户保密机制等几大方面进行评审，并通过查阅相

关档案资料和询问去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检查

了安全生产制度的建立和全面建设平安公司的工作

落实情况。评审组着重对公司的设备、生产、安全

等管理表示肯定，同时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不足，

提出了相关整改建议。 

多年来，成都三杭一贯注重管理改善和质量提

升工作，将每次客户评审作为改进契机，使整体管

理得到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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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三杭完成车间重新布局的前期筹备 

（本报通讯员/缪云儿）杭州三杭以工业 4.0 发展思路，并结合奥的斯“金牌供应商”管理要求，自从

去年 10 月份起启动了车间重新布局方案策划，经公司领导、奥的斯专

家以及设备供应商反复考察论证，整个布局方案于今年 3 月初敲定，

并落实了新设备采购合同。 

根据布局进度计划，目前止，先后完成了五金、辅料仓库的搬迁

并整合和支架包装车间、空心导轨车间、导轨包装车间的搬迁。与此

同时，实施了对已清空的车间进行了必要整治和布局前期的设施基础

建设。 

二季度将对 1-4 号厂房内的设备设施进行搬迁，同时部分设备将陆

续开始安装。整个布局工作将在 9 月底完成。 

 

 

 

天津三杭持续推进现场“5S”管理改善 

（本报通讯员/杨旭）今年初，天津三杭在做好各项管理工作的同时，结合企业降本增效工作，将持续

推进现场“5S”管理列入重要议程。由生产部牵头，对各生产车间进行“5S”管理现状评估，同时加大对

员工的宣传教育。一季度再次对各区域、工序进行划分梳理整治，对车间看板作出模式示范，并以之为标准。

由生产部、总经办等相关部门对各工序进行

监督，促进相关部门做好“5S”整改的后期

维护工作。 

截止当前，部分看板已经完成制作，相

关文件正在陆续完善当中。 

 

 

杭州欣源注重质检员培训 

（本报通讯员/闻伟妹）为了确保钢丝绳产品的质量，杭州欣源公司除派员参加外培以外，经常组织质

量检验人员内部培训。3 月 28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由质检主管许晨组织了内部检验员培训。本次集中

培训着重强调检验员应遵守的检验程序，其中针对一些记录要求、报告的规范化、不合格品处置单的填写、

钢丝绳产品过程质量监控、检验程序等进行深入解析。欣源公司注重质检员的培训，将对提高检验员的岗位

技能，进一步提高检验员的工作质量和效率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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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后的空心导轨车间 

制 

 

▲搬迁后的支架包装车间 

制 

 

▲搬迁后的实轨包装车间 

制 

 

▲搬迁后的综合仓库 

制 

 



  

 

天津延伸开展办公区域环境整治 

（本报通讯员/杜泉源）天津

延伸在抓好车间“5S”的同时，

着手对办公区域极其厂区周围的

环境整治。3 月 14 日，组织全体

行政、后勤人员开展了一次环境

卫生大整治活动，对办公区域内

的所有卫生死角进行了一次彻底

的清除。 

活动中，员工们不怕脏、不

怕累，个个奋力争先，不放过每

个角落，把长期无人清理的墙面、

杂物等垃圾清理运走。当天部分

员工也纷纷自觉加入整治环境的

行列中，拿来扫帚等工具，帮助

清扫，为本次整治行动作出了一

份力。  

通过这次集中清扫活动，不

但改善了办公环境卫生状况，还

带动全体职工，增强了环境保洁

意识，为共同创造洁净、优美、

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开了一个好

头，公司将一如既往地开展区域

环境的保洁致礼活动。 

 

来自重庆三杭的喜报 

（本报通讯员/程海霞）春天，这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她会

带给我们一片片赏心悦目的妙景。在此美妙的季节里，重庆三杭

在内部打造“金牌供应商”有声有色的同时，外部喜报连连！ 

3 月 22 日，中共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委员会召开了关于

非公企业党组织 2016 年度党建工作考核结果通报会，重庆三杭

支部被评为合格党组织。 

另外，重庆三杭在长寿区 2016 年度工业企业年度考评中，

也被评为“长寿工业发展进步企业前 10 强”单位。 

 

杭州三杭组团参加西溪游活动 

 （本报通讯员/余小丽）为提升职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共建共享美丽西湖，区总工会于 4 月 6 日组织开

展了职工参观西溪湿地活动，杭州三杭工会组织了 16 名员

工参加。 

当天下午，大家兴高采烈的来到双浦镇镇政府集合，

带着愉快的心情参加西溪游。经过半小时的行程，来到“千

顷蒹葭十里洲，溪居宜月更宜秋”的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随后的从周家村主入口开始了三小时的旅程，虽然天公不

作美，下起了小雨，但并未影响大家的游玩心情，还觉得

在绵绵细雨中欣赏“花朝节”别有滋味。 

此次活动让职工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享受片刻的休憩，

也让他们看到了西溪的美，杭州的美。小桥流水、花团锦

簇的西溪美景让职工们流连忘返。 

 

 

谨祝奋斗在三杭

一线的全体职工

们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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