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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这件事，不在于有没

有人教你，最重要的是你

有没有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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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息中心：未来五年我国共享经济年均增速将保持在10%以上

山东“十四五”将加速构筑现代产业体系 打造先进制造业强省

中钢协：2月上旬重点钢企粗钢日均产量215.4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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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的执着
        一群猴子在树间嬉戏，忽然，它们发现在一棵大树的顶端挂着一

枚果子，那枚果子又红又大又鲜，看上去好吃极了。

        然而，那挂果的位置太高太危险了，猴子们不敢上去，只好在树

下面等，等那枚果子自己掉下来。

        等呀等呀，那枚果子就是不掉下来，许多猴子不再等了，一个接

一个走了，最后，只剩下一只猴子了。这只猴子毅然决然地说：“我一

定要等到那枚果子掉下来！”就这样，这只猴子从夏天等到了秋天。

         秋末，那枚果子终于从树上掉下来了，然而——因为长久地风吹

日晒水分大失，因为过度的成熟而变小、变暗了，着地时，当即摔成

了烂泥。这只猴子一见此景，哭了个昏天黑地。

         就在这只猴子等果的时候，其它猴子却摘到了大量的果子，那些

果子又大又红又鲜，还好吃，它们个个吃了个痛快。

        「人生启示」执着，固然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但是，如果将执着

的对象搞错了，执着就等于顽固加愚蠢、就等于可笑加可悲。



         借助信息技术实现业务和管理的有效结合，

统筹业务资源、平衡资金配置，实现需求和供给

一体化，不断提升运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一直是

顺朝集团信息化工作持续努力的目标。

         公司成立初期就非常重视信息化工作，先后

引进通用财务软件、钢软业务管理系统，后来由

于业务的扩大，通用软件已经无法适应公司业务

发展的需要，公司于2005年启动了C/S（客户端/

服务端）结构的ERP系统开发建设，经过多次局

部完善和升级，十几年来它为集团的经营管理工

打造顺朝云数字化系统,提升钢贸服务竞争力

作提供了较好的支持，但随着业务的更加深入及管

控需要，C/S系统也越来越突显出运行性能的不足

及使用的局限性。

         基于现实状况及公司长期发展需要，管理团队

经过多次认证决定启动基于互联网云技术的新一代

应用系统的开发建设，深挖公司多年的宝贵管理经

验及业务拓展能力优势，打造顺朝独特的云数字管

理平台。顺朝“云数字化系统”经过近半年的方案设

计及技术开发，两个月测试培训，于2021年1月4日

正式开始启用，基于对公司的制度自信、管理自

信、文化自信、专业自信以及员工素质自信，公司

在新开发系统上线时作出了直接切换到云系统不并

行老系统的决定，在此过程中，本着边干边衔接边

完善之原则，同时注重管理优化、变革、创新，我

们在一个月内全面完成了顺朝“云数字化系统”实

施，彻底告别了C/S老系统，从客户端更换为浏览

器，全流程实现了向阿里云线上数据转移，实现了

各地公司的方便应用，实现了移动审批，提升了系

统运算性能，提升了远程管理能力，提高了整体工

作效率。



         2月2日下午，我司工程二部受中建八局

上海分公司大宁路466保障房项目党支部邀

请，参与大宁街道各党组织联合举办的志愿者

活动。

         此次志愿活动的主题是社区扶贫，活动

伊始，我们和项目党支部书记提着工会准备的

米面，到达大宁路街道社区，在社区工作人员

的带领下，去往需要帮扶的家庭送上这个冬天

温暖的物资，在受帮扶奶奶真挚的感谢中，替

他们贴上由街道书法家亲手写下的春联，祝愿

他们新的一年健健康康，阖家欢乐。

         作为活动受邀供应商代表，即使顶着寒

冷的冬雨和冷风，也要风雨无阻挨家挨户去拜

访，这也表明了项目甲方对我们公司的信任，

让我们参与进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中来，温

度低，雨水冷，但我们的心万分温暖！

风雨无阻送温暖
工程二部：汪卓群



         2月恰逢中国传统新春佳节假期，国内假日气

氛浓厚，消息面相对平静。国际利好消息不断，拜

登上台后1.9万亿刺激计划基本敲定。全球疫情出现

拐点，新增连续下降。德国2月综合PMI环比上升，

制造业PMI表现强劲，英国2月综合PMI升至49.8 经

济表现高于预期。受经济复苏预期影响，原油、铜

大幅上涨。

         国内经济数据依然很好，1月份PMI为51.3同比

增长2.6%。PPI指数100.3，同比、环比均实现增

长。中国货币政策慢慢回归正常，M2增速下滑，同

比增长9.4%。2月上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共生产

粗钢2154.43万吨、生铁1916.33万吨、钢材2017.73万

吨，本旬平均日产，粗钢215.44万吨，环比下降

1.02%、同比增长11.09%。

节后库存累库较快，今年节后第一周库存达到1520

万吨，是近几年的新高。而且大概率还将继续累库

2-3周，库存压力较大。而且现在高库存高价格，对

资金的需求也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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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厂产量有所下滑，主要来自电炉的产量下滑，后

期电炉产量会快速恢复。

期现涨幅相当，升贴水变动不大。

        本月节前价格变动不大，维持在高位。节后上班

首周价格快速上涨，涨幅接近200。节后杭州中天报

4590，上海新三洲报4400，合肥长江报4620，南昌方

大报4520。上海价格处在全国较低位置，报价跟沈阳

价格接近（4380），北材南下动力不大。



与去年节后走势相反，今年节后价格跳空大涨，

现货价格走势强劲。热卷得益于需求受假期影响

较小，价格涨幅更大。

M2增速有所下降，同业拆借利率维持平稳。

         共欢新故岁 喜迎开门红。节后价格在没有

成交的情况下大幅拉涨，上海、杭州涨幅在180

左右，南昌、合肥价格涨幅较大，在260左右。

上涨主要是受到期货大幅上涨以及对后期需求

的乐观预期推动。从库存数据来看，节后第一

周库存达到了1520万吨，是近3年最高，库存压

力较大。但同时铁矿、焦炭等原材料价格也远

高于往年同期，高炉几乎没有利润。因此近阶

段价格处在上涨有库存压力，下跌有成本支撑

的状态。后期预计工程会慢慢复工，但是需求

很难马上恢复，库存还会有2-3周的累库周期。

在需求尚未启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价格连

续大幅上涨很难实现，因为大家手里都有货，

一旦产生较大利润，必然会有人急于兑现，因

此预计后期价格会有一个回落的过程，但是价

格回落幅度可能有限，整体还是一个震荡上涨

的过程。直到4/5月份，库存快速去化后，价格

上涨很可能加速。



山东“〸四五”将加速
构筑现代产业体系 
打造先进制造业强省
        中新网济南2月22日电 (孙宏瑗) 记者22日在山

东省人民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四五”

时期，山东将通过淘汰落后动能、提升传统动能、

培育壮大新动能，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优化提升产

业链，加快数字化发展，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

业链现代化，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打造先进制

造业强省。

        山东省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专项行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李莎当日在会上介绍说，

为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该省将推动七大高耗能

行业高质量发展，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主

攻方向，积极培育技改服务商队伍，集中打造高端

装备、高端化工、新材料、现代医药等具备国际竞

争力的产业集群，重点培育第三代半导体、集成电

路、新型显示、声学光电等新增长极，超前布局量

子信息、柔性电子、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

        优化提升产业链是构筑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一

环。为此，山东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新材料、高端化工、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将

全面推行“链长制”，精准绘制“1个图谱”和“N张清

单”，找准产业链中的优势潜力和短板弱项，加强

省内省外对接合作，精准招引、实施一批补链延链

强链项目。

        为促进数字化发展，山东提出“十四五”加快

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深化“个十百”工业

互联网平台体系，支持“海尔卡奥斯”“浪潮云洲”

“橙色云”打造世界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企业

“上云用数赋智”，高水平建设全国工业互联网示范

区。深化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5G等领域试点

示范，打造和推广一批典型应用场景。推动光电

子、高端软件等领域创新突破，打造先进计算、

新型智能终端、高清视频、信创等数字产业集

群，拓展数字产业发展空间，壮大数字经济规

模。

        此外，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山东将支持

企业加强“一带一路”沿线产能合作，扩大与欧美发

达国家良性互动，构筑相互依托、互利共赢的产

业链供应链体系，并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进一步

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山东还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载体建设，打造“政

产学研金服用”共同体，培育科技成果产业化经纪

人队伍，聚焦“卡脖子”领域强力攻关，构建顺畅高

效的创新成果转化体系。动态梳理重点产业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清单，通过竞争立项、组阁揭榜等

方式，组织实施一批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

         据悉，2020年，山东全省完成全部工业增加

值23111亿元(人民币，下同)，占GDP的比重为

31.6%；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8.43万亿元、利润

4283亿元，工业经济规模居中国第3位。“四新”经

济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0.2%。累计开通5G

基站5.1万个，实现设区市主城区全覆盖。



国家信息中心：未来五
年我国共享经济年均增
速将保持在10%以上
         新华财经北京2月22日电 国家信息中心正式发布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报告认为，从

发展趋势上看，在2020年共享经济增速因疫情影响而

出现显著回落的情况下，考虑到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

强劲复苏，预计2021年增速将有较大回升，有望达到

10%-15%；未来五年，我国共享经济年均增速将保持

在10%以上。

        据中钢协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2月上旬，重点

统计钢铁企业共生产粗钢2154.43万吨、生铁1916.33

万吨、钢材2017.73万吨、焦炭339.24万吨。本旬平均

日产，粗钢215.44万吨，环比下降1.02%、同比增长

11.09%；生铁191.63万吨，环比下降0.21%、同比增长

6.61%；钢材201.77万吨，环比下降8.13%、同比增长

14.71%。

          2月上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1446.82

万吨，比上一旬增加70.55万吨，增长5.13%；比年初

增加284.71万吨，增长24.50%；比去年同期减少404.65

万吨，下降21.86%。

中钢协：2月上旬重点
钢企粗钢日均产量
215.44万吨

通货再膨胀乐观情
绪升温 交易员对美
联储加息预期提前
        新华财经北京2月22日电 利率互换市场显

示，随着通货再膨胀乐观情绪的升温，交易员

对美联储加息时间的预期有所提前：预计美联

储将在2023年中左右加息25个基点，2月初时

预计要到2024年初才会行动。

          高盛集团驻纽约策略师PraveenKorapaty

等人表示，美联储希望在开始加息前先结束资

产购买计划，意味着最早可行的加息时间是

2022年末左右；目前预计2024年会加息50个基

点，若加息更大幅度，可能很难维系。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开局就是决

战，起步就是冲刺。在疫情的大环境下，顺朝

今年依旧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今年，公司服

从防疫大局，取消了聚集性年会，年终总结表

彰大会也采用了全新的线上腾讯会议形式，让

大家“云端”相聚。

           2021年1月下旬，准备工作如火如荼的开

展起来。“哞”问题小组各抒己见，探讨活动准

备，初步梳理流程。分工拍摄总结视频、祝福

视频、唱歌视频，顺朝、五波、资申的同事们

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们都准备了祝福视频，在大

家的一张张笑脸中，看到的不仅仅是对即将到

来的新年的开心，同时也看到了大家“不负

2020，憧憬2021”的激情，其中也不乏许多有趣

的花絮。看到招募小助手的消息就毫不犹豫的

报名了，参与其中我更直接的感受到了大家对

于本次总结的用心。焦总和覃经理多次组织线

上调试，大家都积极参与其中。对于最终线上

呈现情况也多次进行确认。

         2021年2月5日，吃完午饭，大家早早的到顺朝学

院、12楼大厅、会议室三个分会场等待会议开始。

        一曲串烧音乐拉开了会议的序幕。小伙伴们聚精会

神地盯着大屏幕，不时发出欢呼声，大厅分会场不时传

来阵阵掌声。

记顺朝集团2020年度线上年终总结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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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部门做完工作总结以后，张总为大家做了2020年的工作

总结以及2021年的工作计划报告。尤其讲到看到我们新进员工

热情洋溢的笑脸，活泼的身影时，看到我们在工作岗位上日益

成熟，对我们的肯定和鼓舞，让我不禁心潮澎湃，心中涌起一

阵我要继续加油的强劲动力。

        接下来的先进表彰中，大家更是翘首以待。当页面出现一

个个小伙伴的名字时，大家不禁欢欣鼓舞起来，对于明年的工

作目标大家都充满信心。

       2021年，真心祝愿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再接再厉，取

得更优异成绩。沉淀过往，迎接新光。未来可期，来年可待。

加油吧，每一个追求梦想的顺朝人！未来属于我们！



夫妻
        夫妇逛商场，女的看中一套高档餐

具，坚持要买，丈夫嫌贵，不肯掏钱。导

购一看，悄悄对丈夫说了句话，他一听马

上掏钱。是什么让他立马转变？导购员对

丈夫说：“这么贵的餐具，你太太是不会舍

得让你洗碗的。”

         启示： 人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可改变，

关键是角度，要善于揣摩客户心理。

         乞丐到小王家乞讨，他给十块，第二天乞丐

又去，又给十块，持续两年。一天只给五块，乞

丐：以前给十块，怎么现在给五块？小王：我结

婚了。乞丐一巴掌打过去：妈的，你竟拿我的钱

去养你老婆？

          启示：当提供免费服务让客户成为一种习

惯，这种服务就不再是优势，而是劣势。

   班 花
         女生公开投票选班花，相貌平平的小梅

发表演说：如我当选，再过几年，在座姐妹

可以向自己先生骄傲的说，我上大学时候，

比班花还漂亮！结果，她全票当选——

         启示：说服别人支持你，不一定要证明

比别人都优秀，而是让别人觉得,因为有你，

他们变得更优秀更有成就感。

 习 惯

个人与团队
          老师问弟子：一滴水如何能不干枯？

弟子沉默不语。老师说道：一滴水，风可以

将它吹干、土可以把它吸干、太阳可以把它

蒸发，要想要不干枯，只有让它融入大海。

一个人无力独撑天下，要想获得成功，就得

学会与人合作，独木难林，这就是我们常说

的：再强大的个人都不如一个团结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