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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很多谢您的阅读栢坚第七期的电子通讯，今期

的焦点是在我们的货柜维修及质量控制。

每期的栢坚电子通讯都会为您送上我们不同的

商业动向。

在今期，我们付上第二期的HSSE知识有奖问

答游戏，诚邀您测试您在这方面的知识，若您

答对所有问题，您会得到礼品一份！另外，我

们加插了「工业知识角落」，写出我们于工业

行内多年来所得到的见解，希望对您有所裨益

。知识就是力量！

我们再次衷心感谢您，我们尊贵的客户及商业

伙伴，一直对栢坚的支持。

总裁

白瑞南敬启

栢坚在大铲湾的新动向

栢坚集装箱维修新场地投入服务

栢坚德威开始在张家港提供服务 

工业知识角落

质量监控

技能评估——干箱维修篇

HSSE 知识有奖问答

HSSE知识有奖问答题 –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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栢坚在大铲湾的新动向栢坚在大铲湾的新动向
在九月份，栢坚在和现代码头紧密合作下，和以星船公司签下了大铲湾码头内的维修合同。现在，我们的服务对象在大铲湾内包括

马士基和以星，它们是两个最大船公司直航大铲湾。为了满足船公司的出口需要，我们将维修区域从最开始的1,200平方米扩大至

2,400平方米。并且我们还加派人手和工具等，24小时运作来维持高水平的服务。我们确保所有客户都满意我们的服务，此外，我们

还紧密地与船公司和码头进行及时的沟通，使流程变的更加顺畅。

我们最多一天在九月18号修了77个柜。在国庆来临之前，大多数船公司都面临着柜子旺紧缺的情况。毫无疑问，栢坚在大铲湾内的

维修服务为船公司提供一个更经济便捷的方案来承运更多的出口货物。

如果您对我们的服务深感兴趣，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Figo Gao:

电话 : +86 159 8986 7401
电子邮箱: PRSBRGCONSAL@brigantinegroup.com

在此刊内在此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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栢坚集装箱维修新场地投入服务栢坚集装箱维修新场地投入服务
我们很荣幸宣布，从九月开始，有三个新集装箱维修点在南中国区和香港投入使用。新维修点分别坐落于佛山北窖、香港新田和深

圳盐田。新维修点的建立延续了栢坚服务网络扩张的部署，迄今为止，中国地区一共覆盖了约40个维修服务点。 

佛山北窖维修点坐落在北窖集装箱码头内，服务范围覆盖整个顺德地区。

盐田和新田维修点将为其所在区域增强和扩大现有堆场维修和储存的负荷，并满足增长的需求。 

栢坚致力于提供给客人最广阔的地理覆盖维修点，并保证标准的维修质量，不会有任何地域差异。 

如需更多关于栢坚服务资料，请登陆 www.brigantinegroup.com 或联系 Dene Hurtado先生。联系号码 +86 135 0965 4299。

香港 – 堆场 B 设施

佛山 - 北窖码头设施

盐田 - 堆场 C 设施

位置 : 元朗新田 (距离现代码头15分钟车程)
地区 : 香港

存储能力: 2,400TEU
维修能力: 每天70个
服务 : 干箱维修和存储，租赁和退租服务

服务港口: 香港现代码头

位置 : 顺德北窖

地区 : 佛山

维修能力: 每天70个
服务 : 落地维修，车架维修

地区 : 盐田 (距离YICT 1 公里路程)
地区 : 深圳

存储能力: 4,500TEU
维修能力: 每天80个
服务 : 干箱维修和存储，租赁和退租服务

服务港口: 盐田国际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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栢坚德威开始在张家港提供服务栢坚德威开始在张家港提供服务
把优质服务延伸到长江流域内陆点为现有及将来的客户服务，是栢坚德威的重要战略目标。栢坚德威的集装箱服务不断在中国大陆

扩展，使我们的客户得到享受具成本效益，品质一贯的服务。

张家港位于上海西北100公里，近20年来工业高速发展，是全国有名的新兴工业城市和宜居城市。2008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

214.8亿美元，张家港口岸拥有万吨级以上泊位65个。

栢坚德威于今年8月正式开始在张家港苏润码头提供集装箱服务。苏润码头位于张家港保税区内，有5万吨级的国际集装箱码头，吞

吐能力可达50万标箱。目前，栢坚德威在苏润码头提供集装箱干箱维修和改造服务，并有计划开展冷柜维修和监测服务。

有兴趣的客户，可以联系栢坚德威商务经理盛晓松，以了解详细。

电话：+86 21 6182 0185
传真：+86 21 6182 0136
电邮：hansonsheng@brgdewell.com 

工业知识角落工业知识角落
在栢坚的内部讨论中，我们发觉因市场瞬息万变，产品快速发展或我们不同的背景，我们渐不熟悉一些现今行业之术语，所以我们

在此刊物里新增这部份，希望读者也对此题目感兴趣。

耐候鋼

「COR-TEN」是耐候鋼的注册商标，它是一组合成的鋼铁，不用涂上油漆也可以年年月月在不同的天气下稳定的不会生锈，而耐候

合金中加添了2%的铜。

美国钢铁公司（USS）持有耐候鋼的注册商标名称。虽然USS在2003年出售了其离散的镀金业务予国际钢铁集团（现为阿塞洛米塔

尔），它仍然销售以耐候鋼为品牌的带磨板及片形式的材料。

耐候鋼外觀古典，被廣泛應用於戶外雕塑，如在大芝加哥的畢加索，以及外部門面。 

它還被應用於橋樑、其他大型結構及車廂等；在海上運輸方面，它被非常廣泛用於多式聯運集裝箱的建造。

由於增加了銅，耐候鋼的價格往往比普通的溫和鋼为高。

预测性保养

預測性保养（PdM）的技術能幫助確定现用之設備的状态，預測何時應進行維修。這種預測方法比例行或定时性的預防性維修更節

省成本，因為它只在有需要時才进行。

PdM的最終目標是在最具成本效益下和在設備損失最佳性能前进行預定的維修，這与一般以時間和/或操作次數為基礎的維修大大不

同，它以「需要维修」为基礎来决定一所設備是否需要维修。

預測性保养的「預測」部分源於对設備未來狀況趨勢預測的目標，此方法使用統計過程控制原則，以確定何時将会是日後維修的適

當时候，成功使用PdM可大量節省成本和提高系統的可靠性。

但是，如果系統分析出現问题，或基於不正確/不一致的模式，就可能会出现反效果，造成了不必要的零配件的巨大存货；在某些情

況下，可能需要數年对特定的機器/工廠作出詳細研究来，以獲取最佳的效果。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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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控质量监控
「以顾客为中心」的管理模式正逐渐受到企业的高度重视。全面质量管理注重顾客价值，其主导思想就是顾客的满意和认同是长期

赢得市场，创造价值的关键。全面质量控制是一种不能被满足的承诺，「非常好」还是不够，质量总能得到改进。为此，在这种观

念的指导下，栢坚在TQC的基础上，坚持不断地改进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可靠性，确保竞争优势超越竞争对手。

全面质量控制，从操作部门起步，对现场的集装箱维修质量进行如下监控，即NCR监控︰

准备空白的「不合格记录」。

任何人有责任监控不合符合的条件和状态。

OQC/审核员负责监控过程及结果是否符合。

在「不符合项报告」上描述不符合项内容。

发出不符合项报告给实施协调员。

评估并对「不符合报告」编号，注明报告时间。

发出不合格报告给不合格项责任经理，同时CC总经理。

责任部门经理收到报告后，与相关责任人分析问题。

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

提出纠正措施计划以解决根本原因。

履行改善行动。

5天内核对改善行动效果。

从准备报告起5天后，评估并核对不合格项目是否关闭。

记录评估时间和结果。

不符合项经审核员确定已关闭，不符合报告需经QA经理签字确认。

如果结果失败或措施不能改善问题，再发出不符项报告给责任经理。

如果纠正措施涉及相关程序或方针，有利于持续改善要求时，需要修改相关的程序或方针。

不符合报告最后被总经理批准。

有效的纠正措施报告将作为绩效评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通过以上的质量监控流程，我们为客户打造了「绿色产品」，同时也提供了「绿色的服务」。我们保证继续不遗余力地在集装箱维

修行业打造真正的技术一流、质量一流、效率一流、管理一流和服务一流的最佳品牌。

任何关于集装箱维修质量的问题，请联系我们的质量保障部或技术培训及支持部资深培训师叶建先生。

邮件 : GCABRGTECH@brigantinegroup.com

更换地板

矫正侧旁板

 前旁板部分更换

角柱维修 地板清洁

安装加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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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评估——技能评估——干箱维修篇
2006年，培训部建立了「干箱维修技能评估系统」，该系统的目标是确定和跟踪的技术水平前线的每个工作人员的技术能力。如果

一位员工在项目中不能达到被要求的水准时，干箱维修技能评估系统便把他/她认辨出来，很快地被安排通过培训来完善技能。此外

，一位正在接受技能完善培训的员工，会被指派进行与培训中项目不同的工作能，以确保客户得到 优质的产品。

1.  技能测试 

数据收集阶段的技能测试，包括实操和理论测试两个方面。

实操测试分类为厚板（阵柱）的焊条电弧焊、薄板（旁片）的CO2气体保护焊、火焰切割、机械积正装配、机械打磨、油漆喷涂的

维修工艺、质量、速度检查，并反映出员工对焊机、气割、气电动工具等维修设备的保养能力和工作态度及团队协作性。

第一步：气割切除受损部位

第三步：连续焊接焊缝接口 第四步：检查焊缝质量并进行评分 第五步：打磨、油底漆和面漆

第二步：安装替换件并点焊，检查装配质量

理论测试是对实际操作能力的补充检查，因而，试题内容接近实操环境。它分类为焊接部分（焊条电弧焊单面焊双面成形技巧、焊

接缺陷、碱性焊条使用）、机械积正技能部分（旁片、阵、柱、门、铲袋阵、鹅颈阵）、等离子切割、地板安装、油漆喷涂技巧、

电气动工具和焊接设备的维修保养、IICL维修标准和客户服务及环境安全，并反映出员工的学习状态和能力。

http://www.brigantinegroup.com/html/sc/services_cs.html
http://www.brigantinegroup.com/html/sc/services_marine.html
http://www.brigantinegroup.com/html/sc/services_yard.html
http://www.brigantinegroup.com/html/sc/services_cet.html
http://www.brigantinegroup.com/html/sc/services_spare_part.html


news@brigantinegroup

货柜服务  |  船舶服务  |  港口机械维修业务  |  集装箱贸易  |  零件销售  

20092009年1010月刊月刊 

7页中第页中第6页

3.   技能卡片

数据监测阶段的技能卡片，以统计阶段的数据分析为依据，以绿（熟练级）、黄（学习提升级）、红（不合格警示级）三种颜色标识

，清晰告知每位员工的技能长处和不足，并在日常维修操作中扬长避短，努力学习，提升技能。

通过年度的技能评估，干箱维修员工的士气不断提升，我们的员工个人及团队表现亦不断改进，它建立了公司内职员的良性竞争，而

不断提升个人技能，虽然技能评估是公司内部事情，但真正的目标却是向外的---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

关于箱体维修的其他信息，可联系干箱维修团队或技术培训及支持部资深培训培训师梁海俊先生董庆邦先生，联系方式：

GCABRGTECH@brigantinegroup.com。

2.   技能弹性表 

数据统计阶段的技能弹性表是对测试阶段的原始数据进行分类分级，为操作部提供员工信息，并分析每个员工技能差异和主要不足

，针对性地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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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卡 答题卡 

HSSE HSSE 知识有奖问答知识有奖问答
感谢您参加栢坚8月刊物里的HSSE知识有奖问答，此项活动得到了各方客户及商业伙伴的积极参与，获奖者的奖品正在发放中。本

月我们同样有一份有趣的知识问答测试，它将考验您在HSSE知识方面的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

HSSEHSSE知识有奖问答题知识有奖问答题 –  – 第2期
事故案例分析：

   本事故为发生在一家修箱公司的真实案例

事故发生地点：    

事发地点工作环境：

事故发生经过：

请仔细阅读并分析本事故案例，请至少写出5个以上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

(请将答案写在下面答题卡内，然后沿虚线裁下)  

某露天集装箱修理场地

天在下毛毛细雨，地面潮湿

事发当时,员工A使用手提电动砂轮进行打磨作业，其工作服和焊工手套已经湿透. 打磨工作完成后，需要收回手提电动砂轮, 员工

A用带湿手套的手直接去拉拖在地面上潮湿的电线，手握到电线破损部位，导致身体触电，被电倒在地；幸运的是被附近员工B发
现，员工B匆忙跑到附近控制电箱处将电源切断，将伤者抱到干燥的集装箱内，并立即拨打外部医疗急救电话；由于发现和抢救

及时，伤者只是手部电灼伤，身体并无大碍。后经现场事故调查，发现破损手提电动砂轮的电线，是员工A本人用普通透明胶布

进行的简单包扎。

公司 ：                                               姓名 ：                           公司 ：                                               姓名 ：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

重要提示：

1. 请在2009年12月31日前将您的答案发送到邮箱： gcabrgqhsse@brigantinegroup.com 。
2  请在邮件中写清楚您公司名称，个人有效联系方式和地址。

3. 栢坚集团QHSSE部门将从回答正确的参与者中抽取20名人员给予一份神秘礼物，抽奖活动将安排在2010年1月份进行。

4. 如果您是最终获奖者，栢坚集团QHSSE人员将会联系您并为您邮寄奖品。

5.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栢坚集团QHSSE部门粱志伟先生，电话：+852 3765 7760，邮箱：gcabrgqhsse@brigantinegroup.com。

6. 如有任何异议，栢坚集团拥有最终的解释权。 第一次HSSE知識有獎問題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XXXXXX

1.

2.

3.

4.

5.

http://www.brigantinegroup.com/html/sc/services_cs.html
http://www.brigantinegroup.com/html/sc/services_marine.html
http://www.brigantinegroup.com/html/sc/services_yard.html
http://www.brigantinegroup.com/html/sc/services_cet.html
http://www.brigantinegroup.com/html/sc/services_spare_part.html
mailto:gcabrgqhsse@brigantinegroup.com
mailto:gcabrgqhsse@brigantine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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