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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纪念福建改革开
放 40年光辉历程，回顾总结福建
机械行业企业家在这个伟大进程

中的突出作为，充分展示机械行
业企业家的卓越形象，进一步弘

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
福建企业家精神，激励广大企业
家为推动福建省机械工业转型升

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福建省机械
行业党建联盟开展了“改革开放

40年 40位福建机械行业最有影
响力企业家”推选活动。

凭借太阳电缆 60 年来在行

业内做出的杰出贡献，公司董事
长李云孝当选“改革开放 40年福

建机械行业杰出贡献企业

家”，公司常务副总裁林芳当
选“改革开放 40年福建机械

行业创新贡献企业家”，原
南平电缆厂厂长林焕明当选

“改革开放 40年福建机械行
业历史贡献企业家”。

此次评选活动由福建
省机械行业党建联盟牵

头，会同福建机械工业联

合会、福建省汽车工业行
业协会、福建省船舶工业
行业协会、福建省电机电

器行业协会、福建省机床
工具行业协会等 18 家行

业协会党组织并联合福建
日报、福建电视台、财富海
西杂志社和中国海峡机械

网等媒体开展。渊黄家晟冤

公司董事长李云孝当选
“改革开放 40 年福建机械行业杰出贡献企业家”

近日，市长刘洪建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莅临公司调

研，为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加油鼓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开展“项目提升

年”活动，鼓励企业使足劲、拉满弓、出满工，奋力夺取第一季
度“开门红”。副市长梁廉荣、公司常务副总裁林芳、副总裁陈

清福、副总裁黄祥光陪同调研。

公司副总裁林芳向刘洪建市长介绍了公司去年的生产经
营情况以及安全环保、转型升级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分析了

企业面临的优势、劣势和发展机会，并阐述了公司新一年的发
展方向和目标。

刘洪建市长表示，希望企业能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省

委、省政府和市委的部署要求，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

是冲刺”的决心，全力以赴抓发展、抓项目、抓落实，为落实
赶超开好局。刘洪建市长还鼓励企业要发扬工匠精神，加
强技术研发，加快技改升级，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

力，向品牌要效益，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占领行业制高
点，不断做大做强。 渊综合部冤

市长刘洪建一行莅临公司调研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
税务局总审计师陈艳一行莅临

公司考察，公司常务副总裁林

芳、财务总监石利民、副总裁王
金书陪同。

公司常务副总裁林芳首先感

谢省国税局对太阳电缆的关心与
支持。向陈艳一行介绍了公司的
发展历程、当前运营情况。公司财
务总监石利民汇报了公司增值税
方面的情况，副总裁王金书介绍
了车间的各个生产线情况。林芳

表示：太阳电缆严格遵守法律法

规、依法纳税。这是企业义不容辞
的责任和义务，太阳电缆将一如
既往坚持诚信经营、依法纳税，努

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
多、更大的贡献。

座谈结束后，陈艳对太阳电

缆的发展和高效的经营管理给予

了高度评价。她指出，太阳电缆在

群雄割据的环境下站稳并发展起

来了，企业的强大离不开管理层

的科学决策和优秀的企业文化，

并表示对太阳电缆未来的发展充

满信心。 渊黄家晟冤

福建省国税局总审计师陈艳一行莅临公司考察 2019 年春节公司放假 11 天，战斗在保
卫一线全体队员为确保太阳电缆平安渡过

祥和的新春佳节，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春节前，保卫部根据公司今年春节放假
计划，及时召开全体保卫工作会议，在放假
前夕，公司一厂陈岩松队长带队对分厂、办

公大楼以及“太阳山庄”进行全面检查;二厂

张强队长带队对各分厂车间进行全方位检
查。确保放假期间煤、水、电和门窗封条的正
常;吴诗礼队长带队认真检查全公司的消防

设备和监控设备，确保春节放假期间的完
好。为加强安全保卫工作，保卫部采取使用
“巡更棒”管理，促使巡逻队员加强巡逻力
度，做到无死角、无漏洞，全方位巡查工作，
认真做好防火、防盗、防破坏的安全保卫工
作。春节放假期间，全体队员为了全公司的

平安，放弃自己与家人团聚，没有一声的怨

言，春节放假十几天值班执勤队员没有一人
请假休息，认真努力承担起全公司的安全保
卫工作，全公司春节放假平安渡过，是我们

最大的欣慰。 渊保卫部 封节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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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说：“一九二九，怀中插手；三九四九，冻

死猪狗；五九六九，沿河看柳……”冬至过后开始
“数九”，数到六九，果见河边柔细的柳枝上萌出了

新生的叶芽儿，它们密集地嫩绿着，不容置疑地宣
布又是一年春天到来了。

又见春天，似乎没有什么惊喜。大自然冬去春

来的准确节拍我已经熟知并习以为常。一年四季

就像一本书，只有春夏秋冬四个章节，当一遍一遍
地看过几十次后，再精彩的内容都变得平淡。

雪白的李花开了，娇红的桃花开了，金黄的油

菜花开了，不知名的各色山花也开了，连路边的小
草都披了新绿衣装翘望春的到来；阳光、雨露、风
云、河流、土壤，统统都听从春令调遣———朝晴暮

雨、行云布水、春潮荡漾、田地孕墒，天地万物都在

遵从自然法则走向新生和开始。
每年不都是这样吗？看过了几十遍桃李争艳，

闻过了几十次油菜花香，淋过了几十场贵如油的

春雨，听过了几十响春雷轰隆，即便是美丽的、香
醇的、渴望的、震撼的，感观也逐渐麻木和倦怠。

面对春天到来，心灵竟然失去了

敏觉；面对生命繁茂，身体中的血脉

竟然迟滞了对自然法则的响应；面对
一年之季，头脑中竟然散漫了理想和
憧憬。

我知道这一定是不对的，这种对
春天的漠视和轻蔑是对大自然的极为
不敬。

走出家门，束缚了一个冬季的手
脚和心灵需要舒展。

当我爬上柳湖公园月亮山顶，额
头已微微出汗。还没来得急息气宁神，
一阵春风就迎面扑来，给了我一个满
当当热情的拥抱，好像我们是最好的
朋友，而它早已在此等待多时，那种热

切和急迫几乎让我窒息。

我高举双手把自己站立成一棵四平八稳的
树，心里说：吹吧，吹吧，吹吧！我任由风儿表达亲

昵。整齐的头发抚乱了、赤热的面颊温凉了、混沌
的目光明澈了、麻痹的头脑清醒了、冷漠的情感热
络了、沉重的身体轻盈了，我沐春风，春风浴我，心

中的惊喜竟然悄悄回来了。

真是奇怪啊！感觉原来是可以欺骗心灵的。
对春天的麻木和倦怠感受并非心灵所愿，唯有被
春的热情出其不意的袭击才能让人冲破阻挠直

面自己的内心，而心灵是真挚的，它迅即回应同
样的热忱。

索性松了衣领、挽起袖口，任由风从脖子、手

腕进入身体，再张大了嘴，耸动鼻翼，让春风入我

肺腑，疏瀹五藏，澡雪精神……
面对又是一年春来到，此刻我把前面的一段

文字修改为：一年四季就像一本书，虽然只有春夏

秋冬四个章节，但我愿一遍又一遍认真地读，不论
已阅几十次，我信，坚信，每一次都将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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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意识，就是指人们在生产经
营活动中，对提高产品品质的认识程

度和重视程度，以及对提高产品品质
的决心和愿望。而人的行动受大脑意
识支配，有什么样的意识，就会产生什

么样的行动，一个有错误品质意识的
人，很难想象他能做出好的产品。只有

当他的思想意识上升到一定的高度，
再加上良好的工作技能，才会做出好
的产品。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高度”

很重要，它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和内
涵，一个做过大事或见过大事的人，想

平庸都难。可想而知，品质意识对产品
品质的重要作用。

品质作为企业的命脉，产品的品
质不好，就会失去市场，没有市场，企

业就失去生命。所以，作为企业的在职
员工，必须具有这种提高产品品质的

决心和愿望，也就是要求企业的全体
员工树立良好的品质意识。

那么，怎样才能树立良好的品质

意识？
第一，树立品质是企业的生命

意识。
要全员认识到：产品的品质不好，

产品就没有市场，产品没有市场，企业

就失去了利润来源，时间长了，企业就
会倒闭，随之而来的就是员工失业。当

然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目前产品市场良
好，也希望以后更好，但我们要“居安思

危”，要把我们的产品品质做得更好。
第二，树立品质的客户意识。

一切以客户为中心，把自己看成
客户，把自己看成是下一道工序的操

作者，把自己看成是产品的消费者。这

样，在工作当中就会自觉地把工作做
好，大家都把工作做好了，产品的品质

才会有保证，如果在工作中偷工减料，
危害的将是自己的切身利益。
第三，树立品质的预防意识。

“产品的品质是生产出来的、设计
出来，不是靠检验出来的，第一时间就

要把事情做好。”这不是一句口号，很
好地体现了产品质量的预防性，如果
我们的品质控制不从源头抓起，我们

将很难控制产品的质量。即使生产中
投入大量的检验人力去把关，生产时

由于没从源头去抓起而产生的大量次
品甚至废品，产品的成本将大大提高，

给企业的生产成本造成沉重负担及损
失。况且有些产品的质量问题根本无

法从后道工序发现弥补，这更要求我
们在第一时间把事情做好，预防品质

问题的发生。
第四，树立品质的过程意识。
品质管理是全过程、全公司的，而

各个过程之间，全公司各部门之间的
工作必须是有序的、有效的，要求全体

品质管理人员、操作人员严格按工艺
文件、公司规定做，如果不按工艺文
件、规定工作出错的机会就会增多，产

品的质量也就无法保证。
第五，树立品质的责任意识。

A.操作者知道他怎么做；
B.操作者知道他生产出来的产品

是否符合规范的要求；
C.操作者知道他生产出来的产品

不符合要求将会产生什么后果；
D.操作者具备对异常情况进行正

确处理的能力。

荫如果上述四点都已得到满足以
及生产中设备、工装、检测及材料等物

质条件均具备而产品缺陷依然发生，
则认为是操作者可控的责任。只有了
解品质问题的责任，才能有的放矢地

去改善问题将品质提高。
第六，树立品质的持续改进意识。

品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品质改
善是一个持续的、循环的、不断完善的
过程，只有不断持续改进，我们的产品

质量才会不断上升，也只有这样不断
地提高产品质量及创新，才会取胜于

市场。
第七，树立品质的成本意识。

保证品质，追求利润是企业永远
的目标。企业要发展，不得不注重生产

的成本，然而成本与品质息息相关，品
质做得好，可以将产品的成本降到最

低，如果产品的质量不好，经常遭到客
户退货投诉，那么产品成本将会很高，
甚至将企业逼到绝境。但品质也不是

越严对企业越有利。相反，过分地提高
产品品质将造成品质过剩，也同样提

高生产成本。所以我们在生产时，要求
各工序和环节严格按客户标准要求去
做，这样我们才会最大限度地降低成

本，提高市场竞争优势。
第八，树立品质的教育意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品质管理观念
也在不断地更新，需要不断学习。二十

一世纪成功的企业将属于那些学习成
长型企业，加强企业内部培训，提高全

员工作创新能力，将会使我们公司欣
欣向荣，日新月异。所以，“品质始于教

育，终于教育。” 渊范德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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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远处，悬挂在枯草上的露珠，逼草叶交出
身体里的泉眼。纵然，这里石漠成灾

纵然，李白曾将月亮吟哦成刀尖，刺向人间
悬挂在枯草上的露珠，不是鹰荒凉腹部的井

而是天空的漏洞

喜鹊飞来了，立在瓦檐，抖落下那么多亮光
太阳喷发的火山灰，沉沉覆盖住所有事物
匍匐向尘埃的，是万物从体内抽出的灵魂的光线

瓦檐下，有人从出生那刻，为自己准备好离骚

江水；准备好黄金的转盘
———怪圈中飞转的向日葵，身披命运的枷锁

屋前的树，因生锈而掉光叶片
因生锈作茧的人在千里之外，孕育乡愁的蝴蝶

树伸向天空的枝干，夜晚，结满繁星点点
倒影长进土地，沦为向下生长的人类的软肋

二

有人提着行李，从眼睛的岩石里挤出泪滴
有人缓缓上车，背影像场大雨
有人隔着车窗举起挥别的手，手指如掉光叶片

的枝干
使人联想到枝干上空的寒鸦，雪

留在故乡的妻子儿女，像散养的牛羊

留在故乡的父母，身体的某个部位，常年熬着药
罐子

留在故乡的土地，贫瘠，桃花每年开如人们付出
的心血

留在故乡的草木，一叶一个死结
留在故乡的青山，有祖先的姓氏
留在故乡的河流，一部骨血的源头史

汽车往东。故乡往西

往东是大海，是林立的电子厂……
往西到处是他们熟识的路，但脚下却无路走
汽车往东。车上坐着的不是人

而是运往工厂的零件

三

要爱就把肝肠爱到寸断，令天地垂泪

实质上他们的爱如蚁类
要歌就歌千古绝唱，使山河破碎

实质上他们的歌声如鸟雀

喝一碗包谷酒，他们杯中星河浩荡
星河是铁匠的锤打出的火星飞溅

有多少被生活弄皱的脸，才能造出这千沟万壑

细草如发，群草汇聚的荒原下，埋有多少雪的头颅
荒原之上，星星结成草籽，草籽被风吹向祖国的
工厂

取出肋骨造人的人在天边
天边风急雨急，灵魂即将塌方
多少凸起的坟包能为盾牌

抵抗宇宙向下袭来的庞大

他们可知道
今夜，众神滴泪成河，向东流
月亮的光线将大地捆缚，拽往何处

故 乡
阴心 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