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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灰 色 2 0 1 1 、 黑 色 2 0 1 2 、 血 色
2013”。本地上市的中国造船公司扬子江
船业（Yangzijiang Shipbuilding）董事长任
元林，曾如此形容近几年中国造船业的惨
淡景象。
　　那么2014年又是什么颜色？他形容为
“黎明前的黑暗”。
　　根据任元林估算，2013年上半年只要
接新订单就可能亏损5％
到10％，但中国的一
些造船企业还是会
去 抢 单 ， 他 称 此
为因饿去吃“毒
饭团”，不过扬
子江没有加入这
个队伍。从6月到
10月，新船合同
的价格已经恢复
到能基本保

本的水平，因而公司开始行动。从去年10
月至今，随着市场稍回暖，船企接新订单
平均可取得10％的毛利。
　　他认为，尽管目前中国造船业仍延续
困顿状态，但似乎已经能感受到微弱的光
亮。
　　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船业
要走出冰封也绝非一朝一夕。据中国媒体
报道，去年前三季中国造船业产能利用率
仅为50％至55％，较2012年低了约20个百
分点，同时远低于80％左右的合理产能利
用率。中国造船工业经济与市场研究中
心预计，2015年中国造船业产能较2011年
将削减30％左右。因而产能过剩的问题严
峻，并将导致处于低谷的船舶业复苏时间
比预期更漫长。
　　另一龙筹股中远投资（COSCO Corp）
就在近期公布的业绩中透露可能面对新订

单下滑，以致产能过剩的挑战。

　　不过，脑筋转得快的任元林，从业者
眼中的“问题”发展出一项新业务：航运
物流及租赁。去年扬子江成立了经营相关
业务的子公司，它被任元林称为蓄水池。
　　他说：“当订单不足、船价低的时
候，我先造船供航运公司使用，等市场气
候好转有买家出现再脱手。我们不是要去
争当航运界的老大，这么做目的还是为造
船服务，平衡产能。”
　　此外，走过这一轮产业寒冬，有部分
船厂倒闭，那些尚未完工的船只在接收资
产抵押的银行眼里就是废铜烂铁，而扬子
江则把它们变成新船，在航运公司这个平
台等待出售，以期日后赚取不低的利润。
　　除航运物流及租赁外，在扬子江去年
进行的战略重组五大板块中还有金融投
资，拆船、钢结构加工及相关金属贸易业
务，房地产开发，以及核心业务造船、海
洋工程。

业务适当多元化 
去年净利达6.5亿元
　　任元林认为，正是因为业务适当多元
化，帮助扬子江提高了在产业冬天中的御
寒能力，去年取得31亿元人民币（约6亿
5000万新元）的净利。对于何为“适当多
元化”？他的解释是，其他业务都为主营
的造船、海洋工程服务，就好比星星绕
着月亮，但不会削弱月亮的光芒。例如房
地产开发是由于旧船厂搬迁，出现空置土
地之后，才与政府联手发展为商住楼盘。
“房地产领域的利润虽高，但公司不会加
大其业务比重，毕竟我们不是专业房地产
公司，永远都做不过强者。”
　　至于去年营收达到约15亿元人民币
的金融投资业务，则包括两大部分：持
有至到期金融资产投资（held to maturity 
investment）和小额贷款。前者主要是将
收取的造船订金投资于固定收益的金融产

品，去年它的营收达到14亿1400万元人民
币。
　　不过，扬子江的金融投资业务的风险
问题受不少投资者和分析师的关注。
　　瑞士信贷分析师黄杰伦在受访时指
出，在2012和2013财年，持有至到期金融
资产投资占扬子江总营运毛利的24％至
25％，这个比重有些高，这种盈利长期来
自投资的趋势恐难持久。中国金融业正面
临改革，若融资体系出现问题，金融产品
到期无法兑现，那么对扬子江将造成影
响。
　　但他认为，造船业开始出现复苏迹
象，扬子江凭其竞争实力可以接获更多订
单，因而给予“买入”评级，目标价为1.5
元。

两家造船厂　命运各不同
　　以中国造船业整体来看，环渤海湾的
大连，珠江口的广州，长江口的上海和江
苏的扬州、南通、泰州等都是船舶工业重
镇。大连、广州、上海以国有船厂为主，
而江苏以民营船厂为主，经营机制相对灵
活。在扬子江集团所在江苏，还驻扎着中
国最大民营造船企业熔盛重工。两家的造
船厂同在长江边，但命运却迥然不同。
　　由于执行能力不足，去年熔盛重工蒙
受巨额亏损。任元林在昔日竞争对手陷入
困境时非但没有隔岸观火，还派手下配合
银行帮助熔盛完成未交付的订单。
　　这是助人为乐还是养虎为患？任元
林意味深长地说：“少一个竞争对手，
我们的日子未必有多大变化。这就好比一
个大城市里有众多餐厅，一家倒闭了，难
道另一个的生意就会突然间特别红火吗？
相反，如果熔盛重工倒闭了，这将打击金
融机构对造船业的信心，影响全球业者对
中国造船业的看法，所谓城门失火殃及
池鱼，唇亡齿寒，所以我们不希望它倒
下。”

企业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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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共益制造（OE Manufacturing Pte. 
Ltd）的工厂一直脏乱不堪，员工也随意摆放工
具，虽然公司几经改进，也对员工一再提醒，但
由于不得其法，最终脏乱依旧。
　　可是，从去年7月至今，工厂却逐渐变得井然
有序和干净卫生，不仅员工感到自豪，客户也赞
赏有加。共益制造究竟是怎么在短短的时间内让
工厂脱胎换骨？
　　这家生产和制造液压油缸的公司，是由目前
担任董事长的黄锦荣在1996年创立。本地工厂主
要进行品质管理和少量生产，在中国无锡的工厂
则专门负责生产和制造。
　　黄锦荣受访时说，他是通过标新局跟中华总
商会中小企业中心的企业顾问取得连系及寻求咨
询，并在去年7月开始走上改善公司生产力的道
路。企业顾问陪同公司一起进行改进计划，并在
今年1月完成。
　　期间，企业顾问找出有问题的范围，提出改
进建议，并对员工进行培训，以及审核改进过
程。之后，公司的员工被分成几组，展开竞赛，
结果每个小组都积极争取表现。
　　他表示，公司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工厂脏乱和
失序的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尽管公司多年
来一再进行改进，但是由于员工积习难改，加上
公司没有掌握到适当的改进方法，最终都“打回
原形”。
　　过去，在很多时候，员工在使用工具后，并
没有把它们放回原位，使得下一个要使用工具的
员工必须花许多时间寻找工具。
　 　 企 业 顾 问 建 议 公 司 引 入 五 常 法 （ 5 S ） 建
立 能 够 有 效 改 善 问 题 的 系 统 。 这 个 法 则 源 于
日本，是整理（SEIRI）、整顿（SEITON）、
清扫（SEISO）、清洁（SEIKETSU）、素养
（SHITSUKE）的统称，能系统化地打造干净整
齐和划一的工作场所，提升安全性、效率和生产
力。
　　黄锦荣说，要在公司推行五常法，必须先充
分研究工作方式、员工的工作习惯和态度。为
此，公司还特别成立了改进小组。
　　企业顾问建议公司把工具吊在大木板上或放
在箱子中，并且画出工具的形状。这么一来，当
员工使用工具后，就可以根据木板上的形状图
案，把工具放回原位。其他员工若发现图形上没
有工具，立刻知道该工具被取走了，不必再花时

间寻找，并决定是否使用其他替代工具。
　　根据建议，公司也把员工分成五六个部门组
别，而每个组别有一个组长，负责就改善工作环
境的做法跟组员进行沟通。小组之间之后也展开
竞赛，看哪一组做得最好。

改善工作流程　制定新检查清单
　　另一项改进措施是改善工作流程，让设计部
门通过新制定的检查清单，在源头就当场发现任
何设计上的问题，及时纠正。
　　黄锦荣说，过去，设计部门作出设计蓝图
后，即将蓝图下传给其他部门的技工，可是一旦
技工发现设计有问题，又得把蓝图交回给设计部
门。这样一来一往，相当费时。
　　此外，若设计有问题，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必
须报销。可是，有些原料的价格占了成品总成本
的两三成，加上耗费在生产问题产品的时间和人
力成本，以及之后重复整个过程的耗时耗力，公
司因此必须因这样的失误而付出昂贵代价。
　　“自1月以来，我们继续努力，维持工作场所
的整洁。员工们可以亲眼看到我们拥有良好的环
境，而客户也给予好评，员工们都感到自豪，也
很有成就感。”

退回产品事件减少35％ 
相等于每年节省20万元
　　公司对改进前后的表现进行比较，发现减少
了15％人力成本，生产力也提高了12％。
　　由于在设计部门引进检查清单，使得公司在
进行品质检查时退回产品的事件减少了35％，人
力和原料的浪费分别降低了15％和6％。这等于节
省了约3％的产品成本。若换算成金钱的话，相等
于每月节省1万8000元或每年20万元。
　　至今，公司只参与了生产力及创新优惠计划
（PIC）和改善生产力的计划。在开发新产品方
面，公司目前正在跟标新局、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和南洋理工大学合作，进行研究与开发。
    　中华总商会中小企业中心主管周惠玲说，随
着我国经济转型，越来越多中小企业业者已经意
识到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性。因此，前去中小企业
中心寻求咨询的业者也多了。
 　　每当业者到中心求助，中心的顾问会深入了
解企业所面对的各种挑战，从业务流程、财务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等范围进行评估，并提出解决
办法。

（本系列由标新局赞助）

　　中小企业中心（SME Centres）是协助本
地企业提升能力、提高生产力和推动业务发展的
一站式中心。去年4月至12月，10家中小企业中
心已经帮助多达1万3000家企业提高生产力。
　　企业无论大小，都应探寻多种途径来努力提
高生产力、增强竞争实力，从而取得可持续性发
展。企业若不知如何踏出第一步，可向一站式中
小企业中心寻求协助。
　　中小企业中心是在原本设于五个商会的五家
企业发展中心（EDC）基础上，去年陆续扩大
功能成为一站式的服务中心，此外，我国五个社
理会也各设立中小企业中心。这10家中心已在不
到一年的时间里帮助约1万3000家企业提高生产
力和竞争实力。

中心提供的服务
· 提升业务和提高生产力咨询服务
· 政府援助计划资讯
· 提升能力工作坊
· 商业交流活动
欲知详情，请致电6898  1800，或浏览www.
enterpriseone.gov.sg/smecentre。

中小企业中心 

黄锦荣：标新局给予中小企业提供各种援助，可是标新局做得再好，中小企业也要帮助自己。企业顾问
可以提供建议，可是若公司没有配合付出努力，那么也难以取得成功。（温树良摄）

　　尽管企业能够获得标新局的帮助和取得津贴，
但是黄锦荣对其他企业的忠告是，拿出决心和付出
努力配合改进建议，仍然非常重要。
　　他说：“标新局给予中小企业提供各种援助，
可是标新局做得再好，中小企业也要帮助自己。企
业顾问可以提供建议，可是若公司没有配合付出努
力，也难以取得成功。”
　　此外，中小企业除了要跟其他同类型企业竞
争，也要跟跨国企业竞争。如果有求职者到公司应
征工作，发现公司的工厂那么脏乱，必然留下不
好的印象，那么公司在争取人才的“战役已输掉一
半”。不过，工厂经过整顿后，黄锦荣在招聘人才
的信心也大为提升。
　　黄锦荣认为，提高生产力是很重要的，这是因
为外劳紧缩的问题将会继续下去。唯有提高生产
力，才能减少对外劳的依赖。

五常法 （5S） 源于日本，是整
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的统
称，能系统化地制造干净整齐
和划一的工作场所，提升安全
性、效率和生产力。

改进仍须拿出决心

液压油缸生产商营造洁净厂房

推行“五常法”摆脱脏乱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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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指数
公用事业指数
金融指数
科技指数
房地产指数
房地产控股与发展指数
房地产投资信托指数

956.24
565.07
779.24
347.35
705.48
707.99
716.01

+3.56
+25.98

-1.55
-2.92
+3.97
+6.06
+1.83

中国指数
石油与天然气指数
基本材料指数
工业指数
消费品指数
医药保健指数
消费者服务指数

230.06
730.30
188.65
778.10
522.02

1296.78
810.02

+4.10
+0.81
-3.82

+15.23
+25.80
+20.80

+4.64

海峡时报指数
新加坡海指 (期货)
大华银行凯利板指数
富时海峡时报中型股指数
小型股指数
整体指数
起步公司指数

3136.26
3105.00

177.89
718.06
534.82
761.25
833.92

+25.48
+23.00

-3.56
+2.84
+2.31
+5.44

-11.78

新加坡股市　上周主要指数

扬子江船业董事长任元林：

中国造船业从困顿中渐露曙光
任元林说，从去年10月至今，随
着市场稍回暖，船企接新订单平
均可获10％毛利。尽管目前中国
造船业仍处困顿状态，但似乎已
感受到微弱的光亮。

任元林：当订单不足、船价低的时候，我先造船供航运公司使用，等市场气候好转有买家出现再脱手。（曾坤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