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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朝“新星杯”乒乓球

比赛在顺朝党、工、团的组

织下，于9月30日圆满闭幕。

             经过的激烈角逐、层层

的选拔，6名高手从32名选手

中突围而出，进行了精彩激

烈的决赛比拼。大家纷纷拿

出了“看家本领”，切球、

旋球，一场场的拉锯战，赢

五波二部：杨佳明

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一次次比分的追平，牵动着大家的神

经；一次次惊险的救球，一个个漂亮的杀球，将比赛的气氛

推向高潮。参赛者在台上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比拼，台下

观众凝心闭气，不敢发生一点声响，生怕惊扰到比赛人员。

参赛选手们发扬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优良风格，认

真对待每一场比赛，既全面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又为对手的

精彩表现真心喝彩。在9月30日中午的决赛中，参赛双方势均

力敌，奋勇拼搏，比赛精彩纷呈，选手们“各显神通”，展

现了高难度的技术与超强的心理素质，为大家呈现了一场乒

乓球的视觉盛宴，引来观众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最终斩获男子组单打前三甲的分别是：杨佳明、吴建

秋、潘建发，女子组单打前三甲的分别是：韩雪瑶、俞芹

妹、曾丹。

　　乒乓球是我国的国球，也是公司职工广泛喜爱的运动项

目。迄今为止，公司党工团工会也先后举办了10届比赛，取

得了很好的反响，深受大家欢迎。通过比赛，活跃了职工的

文化生活、提高了大家的健身意识、营造了积极向上、朝气

蓬勃的文化氛围，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



         10月，国际市场波动不大。刚进入10月份，特朗普就

被检查出新冠呈阳性，导致股票和大宗商品大幅跳水。紧

接着特朗普又迅速痊愈，相应的资本市场也收复失地。虽

然特朗普迅速痊愈，但是白宫却迅速沦陷，美官员接连爆

出新冠确诊。美国新一轮的纾困计划也受到阻碍，众议院

驳回了特朗普的提议。欧洲疫情出现反复，单日确诊再度

回升。同时英国脱欧谈判也陷入僵局，至今未达成协议。

无协议脱欧的风险越来越大。

         中国却是风景这边独好。9月份PMI环比上升，继续保

持在50%以上。M2增速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环比都出现回

升。IMF上调今年全球GDP预期，强调中国增长对世界经

济的贡献。更指出，中国可能是今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

济体。

          今年节前备货行情未能出现，十一之前价格连续阴

跌，对贸易商信心打击较大。反而是节后，价格跳空高

开，大幅上涨。截止10-21杭州中天报价3760，涨100；上

海新三洲报价3660，涨110；合肥长江报价3800，涨80；南

昌方大报价3660，涨50；上海热卷报价3930，涨60。



            进入10月份，库存降速明显加快，价格也出现快

速反弹。但是相较去年同期，库存依然高了近450万

吨。市场采购明显的感觉就是现在资源齐全。而去年同

期，市场已经出现明显的规格短缺，采购困难。进入11

月份，北方进入供暖季。工地施工将很快陷入停滞，而

北材将大量南下，留给螺纹钢涨价的时间窗口已经不是

很多。观今宜鉴古，往年11、12月往往是华东、华南年

底赶工高峰，而北材还未到达南方区域。导致阶段性供

需错配，往往会有一波快速上涨又快速下跌的行情。但

今年又有所不同，库存比去年同期大幅提高，对价格压

制明显。预计后期价格随着降库的加快会有所表现，但

是涨幅和持续时间都将有限。



          新华财经北京10月26日电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26日

在2020年三季度信息发布会上表示，从会员单位反映

来看，市场预期谨慎乐观，钢材价格有望平稳。但企

业成本压力上升，提高效益难度加大。预计全年重点

钢企利润同比小幅下降或持平。

          中钢协具体表示，从对会员单位的调查和座谈

情况看，四季度，企业订单较为饱满，对市场走势大

部分持谨慎乐观态度。从成本看，钢价难以大幅下

降。从供应看，钢价也难以大幅上涨。钢价将相对平

稳，继续呈小幅波动态势。不过，钢协也指出，目

前，铁矿石、煤炭、焦炭和废钢价格均处于高位，且

呈上涨态势，企业面临成本上升压力。在钢材价格难

以大幅上涨的情况下，钢铁企业提高效益困难较大。

预计全年重点统计钢铁企业有望实现利润1800亿元左

右，同比小幅下降或持平。 

          下一步，中钢协称，面对国家推动形成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钢铁行业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要

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立足优势、抢抓机遇，

更好地布局谋篇高质量发展，成为畅通国民经济循

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中坚力量。具体来看，重点从

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加强行业自律，有效控制产能释放。保持国内

市场供需平衡，是钢铁行业能否平稳运行的关键。钢铁

企业要抓住我国经济恢复向好的机遇，主动适应市场变

化，合理安推生产节奏，优化产品结构，充分满足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产生的新需求，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

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二是深入开展对标挖潜，大力降本增效。要通过加

强管理、系统优化深挖企业内部潜力，提高产品质量，

增加产品附加值，有效消化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提高

企业经济效益和整体运行效率。要加强资金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坚持“不给钱不发货”的经营原则，防

范资金风险，进一步控制企业负债水平。

           三是推进超低排放改造，努力实现低碳发展。努

力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工作，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

实现稳定达标排放，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做出努力。

           四是加快兼并重组，优化产业布局。通过企业兼

并重组，构建分工协作、有效竞争、共同发展的创新格

局，提高协同应对市场危机的能力，打造不同层级的优

势企业集团，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区域号召力、专业

影响力的龙头企业，促进产能、技术、节能环保、管理

等合作和进步。

          五是聚焦根本任务，推动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继续聚焦全面提升产业基础和产业链水平的根本任务，

坚持绿色发展和智能制造两大发展主题，着重解决控产

能扩张、促产业集中、保资源安全行业三大痛点，持续

推进国际化进程，努力推进相关工作，推动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

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新华财经北京10月23日电（记者 李唐宁）在23日举

办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副部长王志军表示，

“十三五”时期，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显著提高，2019

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1.32%，比

2015年提高0.42个百分点。初步形成了17家国家制造业创

新中心为核心，100余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为补充的制

造业创新网络。2020年中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

创新指数”排名第14位，比2015年上升15位。

             同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钢铁行业提前两年完成

“十三五”去产能1.5亿吨目标。智能制造示范应用加

快，截至2020年6月，制造业重点领域企业数字化研发设

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为71.5%、

51.1%，高于2015年14.8个、3.8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

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达

到14.4%、32.5%，分别比2015年提高2.6个、0.7个百分

点，成为带动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此外，优质企业加快壮大，龙头企业全球竞争力持

续增强，在信息通信、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涌

现出一批创新能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

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上榜制造业公司

数量达到38家，居世界首位。2020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

500强中，制造业品牌18个上榜。《福布斯》发布的2019

全球数字经济百强企业榜单中，我国有14家企业上榜。

          新华财经日内瓦10月23日电（记者 凌

馨）世界贸易组织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第二季度全球服务贸易额同比下滑30%，创

2008年至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跌幅。

           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全球各地区

服务贸易额均出现下滑。从服务贸易出口来

看，北美地区同比下滑32%，亚洲和欧洲地区

分别下滑29%和26%；从进口来看，北美地区

同比缩水36%，亚洲和欧洲地区分别下滑32%

和29%。

          另外，多数服务贸易相关行业普遍遭受

疫情冲击。具体而言，旅游业受冲击最为严

重，国际旅客支出同比减少超过八成；交通

运输业贸易额下滑31%。

          同时，受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等因素影

响，计算机服务领域逆势增长4%，金融服务

领域基本保持稳定。

         综合世贸组织此前发布的数据，相比货物

贸易而言，全球服务贸易缩水更为严重。



          2020年9月全球64个纳入世界钢铁协会统计国家的粗钢产

量为1.564亿吨，同比提高2.9%。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持

续进行中，本月发布的许多产量数据为预估值，我们可能会

在下个月的产量报告中对数据进行修订。

          全球前9个月的粗钢产量为13.474亿吨，同比下降3.2%。

其中，亚洲地区粗钢产量为1.001亿吨，同比提高0.2%；欧盟

地区粗钢产量为9940万吨，同比下降17.9%；独联体地区粗钢

产量为7430万吨，同比下降2.5%；北美地区粗钢产量为7740

万吨，同比下降18.2%。

          2020年9月，中国粗钢产量为9260万吨，同比提高

10.9%；印度粗钢产量为850吨，同比下降2.9%；日本粗钢产

量为650万吨，同比下降19.3%；韩国粗钢产量为580万吨，同

比提高2.1%。

          2020年9月，德国粗钢产量为300万吨，同比下降9.7%；

意大利粗钢产量为180万吨，同比下降18.7%；法国粗钢产量

为100万吨，同比下降20.1%；西班牙粗钢产量为90万吨，同

比下降20.7%。

          2020年9月，独联体地区粗钢产量的预估值为820万吨，

同比下降0.3%；乌克兰粗钢产量为170万吨，同比下降5.4%。

            2020年9月，美国粗钢产量为570万吨，同比下降

18.5%。

            2020年9月，土耳其粗钢产量为320万吨，同比提高

18.0%。

             2020年9月，巴西粗钢产量为260万吨，同比提高

7.5%。

         10月19日，淡水河谷发布第三季度产销量报

告。第三季度，淡水河谷铁矿石（粉矿）产量达

到8870万吨，较上季度增加2110万吨，增长

31.2%；同比增长2.3%。

         报告显示，淡水河谷北部系统创下5690万吨

的单季产量纪录，其中8月份产量最高，达到1970

万吨。S11D矿区创下2440万吨的单季产量纪录，

并于9月份创下830万吨的单月产量纪录。南部系

统和东南系统各运营区整体业绩均有所提升，尤

其是伊塔比拉（Itabira）综合矿区和廷博佩巴

（Timbopeba）矿区（该矿区于6月份恢复运营后

持续运营了整个季度），法赞当（Fazendǎo）矿

区亦于7月份恢复运营。

          第三季度，淡水河谷铁矿石球团矿产量达到

860万吨，环比增长21.1%。这主要得益于球团精

粉供应增加，尤其是来自伊塔比拉综合矿区的球

团精粉供应增加和球团厂运营业绩提升。







           世上的山川，不是一开始就是山川，砂砾石块堆积千

万年，最后成了高山，涓涓细流汇集千万年，最后成了大

川。每一个成功的结果背后，都是由大家未曾见过努力支

撑起来的。

             新员工第一课读书分享会，从活动策划开始到最终

落幕，一路上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前前后后一个半月。公

司的初衷是给我们更多自主权，不要让前辈的做法左右我

们的思想，希望我们这批新员工在活动中展示属于我们独

特的色彩，但最开始大家更多的感受是束手无策，在策划

一个完整的活动方面，大家好像都缺乏了点经验。策划的

最初，大家经常会一起开会，思想碰撞在一起，却没有什

么成果，

            仿佛都在雾里走，没有线索和方向。然后磕磕绊

绊，我们定下来小组和分享形式，分派好各自的任务，埋

头努力，却始终犹如一团散沙，没办法聚合起来。

             事情的转机是在一个平静的下午，韩珍老师的到

来，她的建议是一根线，串起了所有散落的想法，把原本

独立的模块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就是我们商务礼仪

情景剧最初的模型。这个模型是主干，我们的任务就是在

主干上添枝增叶，让着棵稍显孤独的树变得枝繁叶茂。

每个人都在付出，都在努力。因为大家陆陆续续都在

岗位上待了两三个月，平日里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处

理，大家也不约而同的协调好工作和活动。在处理完

工作之余的下班时间，一起一遍又一遍的彩排。曾丹

负责统筹和推进，杨琪燕为自己的主持工作不断修改

和演练，费宇负责整个ppt的制作，何玉作为场务提

供视频剪辑和道具师的工作......每个人都在尽全力来

面对这个活动，从一开始的不知所措到后来有想法有

方向有责任感。在活动正式开始的那天中午，大家一

起布置会场，候场的时候，我们一群人等在顺朝学院

里面，进来一位来宾，大家都会异口同声说着欢迎，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期待的笑脸。活动正式开始了，

之前每一次彩排，都会或多或少有点小失误，但是最

后一次，我能自豪的说，这是一个完美的表演。它的

完美不在于别人的打分，而是我们自己的打分。

           活动结束当晚，所有的新员工都在一起聚会，

我们举杯欢庆，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懂得了焦总说

的过程的重要，在过程中，我们一起讨论，一起组

织，一起吵闹，一起欢笑，体验过程中的苦于辣，酸

与甜，所有的执着与妥协最终交织成一幅我们自己满

意的画卷，告诉我们玉汝于成，功不唐捐。

工程二部：汪卓群



          来顺朝已经三个月了，从一个对钢铁行业一无所知

的钢铁小白到对钢铁行业产生自己独立见解的钢铁从业

者；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应届毕业生慢慢成长为一名合格

的顺朝人；这三个月里，一路成长，一路向上。这些离

不开公司的培养，离不开部门与前辈的照顾，也感谢一

直努力保持工作激情与好奇心的自己。

           这三个月是那么漫长，又是那么短暂的。细数在

顺朝的三个月里，充盈而又丰富的带教培训内容，充满

挑战而又满怀激情的实战经验，这些在顺朝三个月里的

点点滴滴拼凑成我自己在顺朝的漫长回忆；而回忆这些

点点滴滴，仿佛就是和昨天发生的一样，一切都是那样

的快，那样的短暂；这三个月是短暂而又充实的快乐工

作时光。

           三个月里，我作为一名项目助理，协助部门项目

经理的日常工作，在顺朝学院培训与师徒带教的过程中

积累学习知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思考问

题、解决问题。在经验的积累中总结工作的方法与原

则，如何让自己的台账更为清晰明了，如何让采购送货

的价差最大化，如何与中建客户沟通对接，如何与协同

部门共进，这些问题在这三个月里我的心中都有了明确

的答案，并按照我的答案与思路正在执行中。

            而如何去提升自我也是我一直以来思考的点。我

的工作需要什么样的能力，这些能力我是否具备，具备

的程度如何，我还需要去发展哪方面的能力，这不仅是

我内省的重要内容，也是我自己在和前辈们交流请教过

程中的具体内容。总结来说，三个月我更多侧重于业务

的内勤工作，对于业务的外部对接可能花费的时间和精

力要相对于内勤工作会少一点。但是士兵的最终归途是

战场，作为一名业务上的新兵蛋子，在这三个月的经验

积累中，我发现了更多自己的可能性，也挑战了更多的

“小意外”、“小插曲”、“小麻烦”；这些应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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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问题的经历给了我继续挑战的信心，也促进我自

己不断的调整与自我改善。在优化自我内部程序的过

程中， 我也发现了更多与外界沟通对接的方式，如何

应对不同的主体，如何把握沟通的尺寸，如何在有效

沟通的基础上实现双方的共赢，或者说是多方的共

赢，我也是有自己的观察与获得。当然，这些与公司

内外部的协调能力也将会成为我未来为之努力提升的

部分。

           三个月里，我在部门中提升自我，也在部门里

成就自我。部门领导给与我的支持与鼓励，部门前辈

对我的关心与照顾，让我不仅感受到部门工作氛围之

严谨认真，也感受到团队的暖心与满满安全感。未来

对于部门的工作仍是信心满满，仍是充满激情与好奇

心，全身心的感受部门的支持，也争取通过自己的努

力在部门中成为一颗不可替代的螺丝钉，也期待小小

的螺丝钉在回来会发挥更大的效能。

           三个月里，我在公司的悉心培养照料中成长为

一名合格的钢铁从业者，一名快乐的顺朝人。公司完

善的培养体制，公司无微不至的照顾，大到公司层面

的体制机制，小到公司每天午餐的荤素搭配，这些细

节让我感受到公司的用心，感受到公司对我们的期

许，也感受到领导的关爱，相信公司同事们也和我一

样感受到公司的用心。和这样一群可爱可敬的领导同

事们一起工作，一起进步，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享

受。

           总结来说，来顺朝的三个月是充实、满足、富

有激情且快乐的。感恩自己的选择，也感恩集团的选

择，感恩遇见。未来我也会将继续努力，续写自己在

顺朝的篇章！提升自我是对自己的内在要求，优化工

作是呈现自我的外在表现，未来的时间里我将继续努

力，继续加油，不负努力，不负顺朝，不负时光！



　　鳄鱼最大的优势是惊人的咬合力和著名的死亡

旋转，而这些优势的发挥必须是在水中，鳄鱼毕竟

不是智者，只是古老的物种，爬行动物的佼佼者，

一旦它们放弃自己的优势等待它们的同样是死亡。

　　一条鳄鱼从水中爬到岸边晒太阳，每天清晨是

鳄鱼最脆弱的时候，它们必须从太阳中吸取热量，

血液快速流动起来，才能浑身充满了活力，就在鳄

鱼感觉体温恢复正常的时候一头小狮子怯生生地来

到河边，探头探脑地想喝水，鳄鱼忘记了自己是在

河岸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即使如此，对付一头小

狮子也是绰绰有余，但是它忘记了另一点，小狮子

通常都是在母狮陪伴下的，母狮会舍命相拼。

　　果然一头母狮拦住了鳄鱼的退路，一头母狮攻

击鳄鱼的尾巴，一头母狮伺机攻击鳄鱼的头部，这

样一来鳄鱼不仅首尾不相照应，而且腹背受敌，虽

然它竭尽全力拼死一战，最终也是无济于事，小狮

　　狮子爱上了农夫的女儿，请求农夫把女儿嫁给他。

农夫既不忍心把女儿许配给野兽，又不敢拒绝，就想出

一个办法。　　

　　当狮子来催促的时候，农夫对他说：“我愿意把女

儿嫁给你，可是我的女儿害怕你的尖牙和利爪，而且我

也担心这些会伤害到她。如果你能剪掉你的利爪，并且

磨平你的牙齿，我就立刻让女儿与你成婚。”　　

　　狮子高兴得不得了，说道：“只要能娶到她，什么

条件我都答应，我马上按照你的意思去做！”　　

　　狮子回去后剪掉了自己尖利的爪子，在磨石上磨平

了尖锐的牙齿。他打扮一新，到农夫家里迎娶新娘。可

是到了农夫家门口，却发现农夫手提木棒，朝自己走

来，看样子来者不善。狮子警惕地摆好了架势。　　

　　果然农夫一阵乱棒像雨点一样敲击下来，但是狮子

却无力还击，因为他的爪子和牙齿全然没有任何威力。

　　最后狮子落荒而逃，更糟糕的是，没有了尖牙、利

爪，狮子再也无法捕捉到猎物，最后饿得奄奄一息。

　　启发：这故事说明，有些人轻易相信别人的话，抛

弃自己特有的长处，结果，轻而易举地被原来恐惧他们

的人击败了。

子的肉没吃到，

自己却成为了狮

子的盘中餐。

　　这个故事告

诉我们放弃自己

的优势，以自己

的劣势对付别人

的优势无异于自

寻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