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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4 月耀2018 年 4 月连续十一
年，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被福
建省质量管理协会评为“福建省用户满意
企业”称号。“太阳”牌电线、电缆产品被福
建省质量管理协会评为“福建省用户满意
产品”称号。 渊技术中心 郭红华冤

简

讯

近日，安徽省芜湖市政协
副主席陈怡一行到访公司考
察。南平市政协副主席严明、南
平市政协经济委主任叶芳及公
司副总裁黄祥光陪同考察。

考察组一行参观了太阳
电缆城的各个生产车间，副总
裁黄祥光详细介绍了公司的
发展历程。随后，陈怡一行前
往公司展厅观看宣传片，对太
阳电缆的各项荣誉表示充分
认可。 渊黄家晟冤

安徽省芜湖市政协副主席陈怡一行到访公司考察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9 日下午 15:00
时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
办公楼会议室 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了本次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具
体内容刊登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渊董办冤

太阳电缆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福建南平太
阳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19年 4
月 9 日上午 10：
00时以现场会议
的方式在公司办
公楼会议室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公
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出席
了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
过了《2018 年年
度报告及摘要》
等十八项议案，并听取了公司
独立董事提交的《2018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具体内容刊
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渊董办冤

太阳电缆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4月 11日，南平工业园区
税务局的减税降费税收宣传小
分队走访公司“会诊”，公司财务
总监石利民陪同小队参观了公
司总部一厂的各个生产车间。

座谈会上，公司财务总监石
利民希望税务部门在资产重组

的税收政策上予以指导，对这个
业务不熟悉，一些政策把握不
准，希望税务局干部可以给我们
专业的指导。

小分队解读了个人所得税、
增值税减税及资产重组的税收
政策。 渊财务部冤

南平税务局野减税降费税收宣传小分队冶到访公司考察指导

责任编辑 黄家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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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1日上午，特缆分厂党员在
公司党委委员陈清福副总、公司纪委委
员分厂厂长陈有智、支部书记柯效威带
领下，组织本支部 18名党员和入党积
极分子在“太阳农场”开展“党员义务劳
动”活动。

3 月 21 日恰逢二十节气中的春
分。春分之后，阳气上升，增温加快，万
物复苏。这次党员义务劳动赶在雨季来
临前对农场排水系统进行疏通，意义重
大，主要任务是围绕整理公司农场杂
草、垃圾、排水渠疏通等情况开展的。

党员同志们热情高涨，未等管理员
调剂劳动工具纷纷扛锄头、拿铁铲、挑
畚箕就干了起来。党员先对农场菜地
的排水沟进行重新整理、深挖。陈清福
副总身先士卒，挽起衣袖，挥其锄头熟
练的除草、挖沟。党员同志在他的带领
下纷纷投入劳动中：有的用铁锹铲除
石头砖块，有的清理污浊的臭水沟，有

的忙着把农场里的枯枝、塑料袋等装
进垃圾袋。分厂田有春、李凤琴等女党
员巾帼不让须眉，对树边上的保护围
栏进行拆除，对树周边杂草进行清理，
劳动的身影遍布农场各的角落。老党
员身先士卒，年轻党员不甘落后，大家
以劳动为荣，争先恐后，虽然汗流浃背
但仍乐在其中。通过两个多小时共同
努力，使农场地周边整体环境得到了
明显改观，为春种工作顺利进行奠定
了基础。

这次义务劳动，党员同志们充分
显示了广大党员的工作热情，彰显了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应有的光辉形
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充分展现了以不怕脏、
不怕苦、不怕累，勇挑重担的良好精神
风貌，今后必将继续在公司广大职工
群众中树立“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的
良好形象。渊特缆分厂党支部 陈艳萍冤

逐春风 畅春意
要要要记特缆分厂党支部野太阳农场冶义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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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伊始，万物苏醒万象更新，2019季“太阳农场”党员、团员义务劳动在公司党委的统一号召及
安排下于 3月 11日红红火火展开。此次义务劳动共分为 9天开展，共计 189人参加，其中党员 144
人，团员 45人。

本次义务劳动，各支部和团委都被分配了具体任务，有的支部负责清理果场水渠，有的负责整理
菜地，清理杂草、垃圾等等。劳动中，男同志主动承担了体力活，如清理沟渠，运送泥土等。女同志们更
是巾帼不让须眉，干起活来也丝毫不输男同志。虽未入夏，当空的太阳照得大家大汗淋漓，不一会儿个
个都汗流浃背，可是大家的热情十分高涨，毫不懈怠，有的脱下外套，有的卷起衣袖，依旧热火朝天、干
劲十足地继续干。党、团员们充分展现了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勇挑重担的良好精神风貌。大家以劳
动为荣，乐在其中。本次义务劳动不仅改善了果园及农场的周边环境，也促进了党、团员间的交流，增
强了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亮身份、树形象、作表率，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了
先锋模范作用。 渊曾琳林冤

公司各党支部尧团支部开展野太阳农场冶义务劳动

电缆分厂党支部 裸线分厂党支部

总部一厂党支部 特缆分厂党支部

第一党支部

第二党支部

第三党支部

团委参加义务劳动

生产制造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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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0日，裸线党支部召集
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在总部
二厂党员活动室召开 18年度支部
党课学习，党课由支部陈书记主持
并授课。此次党课的主要内容是：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暨中共一大召
开的相关知识学习。

陈书记说，中共一大的召开确
定我们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
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
议》，纲领和决议的制定充分说明，
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新
型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
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
级革命的政党，这必然使中国革命
的面貌焕然一新，必然带领中华民
族从黑暗走向光明和辉煌的前程！

授课期间，陈书记还与党员同
志进行提问互动，通过互动加深了

同志们对党早期历史发展的认知，
同志们纷纷表示要通过今天的党
课学习，以及正在开展“学习强国”

学习机会，深入加强党性修为，提
高自身素养，为党旗争光，为公司
的发展贡献力量！渊裸线党支部冤

裸线分厂党支部开展党课学习

近日，公司青年员工周光
喜被南平团市委评为“南平市
青年岗位能手”，这项荣誉的获
得是对他多年来在本职岗位上
兢兢业业做事，不断突破自己，
对生产技术精益求精的肯定和
赞许。

周光喜，党员，2007 年 7
月至今在太阳电缆特缆分厂
担任操作工，现为特缆分厂连
硫班组副班长。2013 年取得线
缆制造工高级工资格证书。现
兼任特缆分厂党支部宣员委
员，特缆分厂团支部书记。曾

获得 2014 年度
“南平市优秀共
青团干部”，2016
年度被评为“先
进工作者”。
周光喜同志

作为车间的青年
骨干力量，积极
参与市里以及公
司组织的“紧缺
工种”培训，提高

自身的技能水平。平时经常组
织青年员工召开工作会议，实
时讨论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
难点，积极为大家解决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共同提高大家的
工作业务水平。曾多次参与
“Co-mo”设备复新活动和“Su原

pex”超越提高活动课题，2013
年“改造设备的收排线装置，提
高设备可操作性能”；2014 年
“改造设备的旁压辊传动装置，
降低设备的故障率”；2015 年
“改造连硫机头结构，提高设备
操作性能”；2017年“解决绝缘
线芯变形问题”；2017年“提高
硅橡胶出现率”等课题。实实在
在通过自己的技术，带领班组
成员达到创新、持续改进的目

的，为公司节材降耗，取得经济
效益。

在工作中周光喜同志不断
进取，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能
力，尽职尽责，任劳任怨。用过

硬的技术，时刻以“谦虚、认真、
积极”的工作状态，出色地完成
了公司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用实际行动践行了“爱岗敬业”
的精神，为公司发展贡献了青
春力量。 渊李彤冤

公司青年员工周光喜被评为野南平市青年岗位能手冶

杨丽鸯，经济师，中共党员，
2016年入职，现任公司企管部体
系管理员。主要负责体系管理工
作，参与内审，协助领导组织实施
管理评审，组织并协调迎接第三
方审核工作，体系日常运行管理
如现场检查、纠正措施实施的监
督和验证等；协助并参与公司的
班组建设及推进 SUPEX 活动的
开展等等。

此次被评为 2018 年度技术
能手，是对她尽职尽责做好本职
工作之外，仍不懈怠，不断提高自
己，为公司奉献的肯定。杨丽鸯进
公司以来，取得了测量体系内审
员证书，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
境管理体系内审员证书及 CNAS
实验室认可内审员证书。这是其
敏而好学，积极进取的体现。对于
此次荣誉的获得，杨丽鸯表示感
到荣幸的同时也倍感压力，自谦
并没有做出多么了不起的贡献。
“尽职尽责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每一次任
务，尽量将自己的工作争取一次
比一次做得更快更好”，她这样说
道。然“风起于青萍之末”，不积跬
步无以至千里，自我的提升离不
开其自律、坚韧的品格。
杨丽鸯进厂时间虽短，但她

早已将自己深深融入了公司这
个大家庭，“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是太阳电缆这个
大家庭向我张开了怀抱，给予我温暖和勇气，也让我
倍加珍惜我的工作，满怀感恩”。她表示在以后的工作
中，将时刻以优秀员工的标准要求和约束自己，时刻
提醒自己更加端正态度，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知识和
工作能力，以最好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用实际行动
为公司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贞刚自有质，事业无穷年”，杨丽鸯不为自己

所限，敢于突破自己，拼搏向上的精神值得广大员
工学习。 渊李彤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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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效威，现任特缆分厂工艺
员，特缆分厂党支部书记。作为太
阳电缆的第二代员工，柯效威已经
在太阳电缆工作了三十余年。在他
的工作中，要随时准备到机台处理
各种质量问题，做到随叫随到。在
特缆分厂，哪里都有他的身影。

对于今年被评为先进员工，柯
效威表示没有想到会得到，对他来
说这是领导对他工作的肯定。从父
辈开始，他从小就在太阳电缆生
活，对太阳电缆有着很深厚的感
情，这是激励着他继续努力工作的
原因之一。他表示今后会一如既
往、做好本职工作，起到带头作用。

今年 supex 活动特缆分厂的
求真小组在柯效威的带领下荣获
第一名，对于这个课题，他表示其
实年前就有了想法。因原先都是外
购才能满足客户要求，所以他一直
都想做出来。当时遇到了一些困
难，因为铜护套无法切除的难题一
度想要放弃，但还是选择了坚持。
某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电视
上看到个视频，是打磨玉器的工
具，他突然找到了灵感。将类似的
工具应用，得到了良好的效果，人
生安全和线缆的保护都达到了预
期的要求。最后在技术中心范德发
主任的支持帮助下，剩余的其它难

题也顺利解决了。他表示：“对于这
个课题是真心想做好，是真的有花
费时间和精力去做，所以最后才能
成功，填补了公司产品的空白。”

在柯效威进厂三十年来，工
作中曾遇到一个难以忘怀的难
题。那是在材料分厂的一次工作
中，是预分支多芯电缆刚起步的
时候。为了攻克难题，他不断试
机，每做完一条回路就亲自到高
压站等待耐压实验。
有时候耐压不过关，
他就和操作工一起解
剖，去发现工艺上的
缺陷，及时修改。经过
了连续一周的加班加
点，终于找到了解决
方法。说到这里，柯效
威感慨道：“当时预分
支多芯电缆刚起步，
现在技术已经成熟，
可以做到 300 平方 5
芯的电缆了。”
作为支部书记，

在行动上，他认真学
习，提升自己的能力。
多学习党的基本理论
和各方面的知识来充
实头脑。此次的学习
强国，他带头学习，教

导并督促对智能机不熟悉的党员
们如何学习。在思想上，要和党和
上级党委保持一致。他说：作为支
部书记，要经常和党员以及员工多
交流，多给予帮助。

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件事，把
公司当成家，为公司的发展做出自
己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就是太阳电缆先进员工———柯
效威。 渊黄家晟冤

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要要要记先进员工柯效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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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叶扁舟，徜徉在宽阔
的湖面上，青山近在我的眼底，绿
水包围着我。我在你的怀里尽享
着安逸。

有一天，我不安的在湖泊里
跳动，我祈求远方的航行。和大海
一起承载命运的波涛，和海鸥一
起翱翔于海面，和雄鹰一起俯瞰
于大地。

我的母亲，我要离你远去，远
离这片静谧的湖面，去找寻我要
的世界。

记得我离开的那天早晨，雨
雾漫漫笼罩了整个江面，站在我
身旁，我甚至看不清你的脸，我亲
爱的母亲。虽然我知道天上掉下
的雨是你不舍的眼泪，可是我还
是要离开。

我需要一个自己的未来，我
需要在风雨中长大，我需要一个
乘风破浪的过程，即使我只是湖
面上漂泊的一叶扁舟。

亲爱的母亲，你不要悲伤，相
信在我归来的时候我会是海面上
的一艘巨艇。风雨是我祈求的考
验，我是风雨中的燕子，一声声的
鸣叫只是告诉世界，我不只是湖
面上的一叶扁舟。

一路上，我伴随着水流飘荡，
母亲的泪滴打湿了我的衣裳，远
远青山之外那双注目的眼睛，那
是我不能回头的伤痛。我的路只
能一直向前，即使我看到了更大
的暴风雨像我袭来。

平静的湖面在身后渐渐隐
退，青山已经隐没在了眼角最
后一瞥的风景里。前方是越来
越开阔的江面，接着是无边无
际的大海。

海鸥在蓝色的海面上飞翔，
“啊，啊”的叫着，好像是在欢迎我
这一个远方来客。隐隐的白云映
衬着蓝色的大海，大海在大地上
翻滚着汹涌的波涛拍击着海岸。
在那一刻，仿佛天地都广阔了很
多，停留在海口的一叶扁舟，渺小
到仿佛宇宙中的一粒沙子。

也许为自己的渺小害怕过，
也许为自己的冲动抱怨过，也许
……太多的也许之后可以承受的
只是自己选择的路。无论我是一

叶扁舟，还是一艘巨轮，我都该在
海洋里找寻到活着的意义。

我一路向前，一叶叶像我一
样的扁舟，有的葬身大海，有的退
回到安静的湖面上，有的像我一
样在奋力的向前滑行。巨大的海
浪冲击着我瘦弱的身体，大风划
破了我的脸，毒辣的太阳照得我
全身剧痛。尽管我在向前，可是感
觉我的身体在向后倒退。

母亲温柔的脸庞出现在我面
前，焦虑的神情伴随着点点的泪
光，我的心在不安的痛着。在我的
心里，即使我是一叶扁舟，我也要
像巨轮一样的活着，经历风雨，经
历苦痛，而不是在平静的湖面上
祈求安静。

青山绿水，湖光山色，佳人浅
笑，我的梦里常常出现的景色，但
我不能回去。我要在大海里找到
我要的一切。

一番湖泊，一番山水，以前的
世界里只有这些，像是隐藏在山
中的孩子没有见过外面的事物一
样，眼神都是怯生生的样子。眼前
的天空也仿佛只是有碗口那么
大，所有人都以一样的方式生活
着，谈不上新意，也谈不上进步。

可是驶向大海的时候才会
明白，世界很大，每个人也会存
在不同，有理想，有目标。每个人
都在为自己的明天而努力，即使
下一步面对的是危险和风浪，但
还是选择搏击，这样才是活着的
意义。

当我到达海的另一端的时
候，我这一叶扁舟已经只剩下一
段破烂的帆，和千疮百孔的船，我
的心还是充满着欢喜。我经历了
风浪，经历了历练，我不在是湖面
上随处可见的扁舟。

沧桑里看到母亲满意和心酸
的眼神，亲爱的母亲，我回来了。
一叶扁舟经历了一段旅程，走出
一个新的自我，回到了你的身边。

在微小的事物也有自己的梦
想，也有追逐梦想的权利，只要你
敢于迈出一步，那么终究会抵达
目标的。

虽然我只是一叶扁舟，但是
我从没有放弃过遨游大海。

我是一叶扁舟

阿难取水

有一次，佛陀经过一片
森林，那天烈日当空，特别
热，他觉得口渴，就告诉侍者
阿难：“我们不久前曾跨过一
条小溪，你回去到小溪帮我
取一些水来。”

阿难回头去找那条小
溪，但小溪实在太小了，再加
上有一些车子经过，溪水被
弄得很污浊，水不能喝了。

于是阿难又返回来告诉
佛陀：“那小溪的水已变得很
脏而不能喝了，我们继续向
前走，我知道有一条河离这
儿才几里路。”

佛陀说：“不，你还是回
到刚才那条小溪去。”阿难表
面遵从，但内心并不服气，他

认为水那么脏，只是浪费时
间白跑一趟。

他往小溪的途中，自己
就想：为什么水浑浊了，师父
还要坚持要那里的水，明明
我就没错吗？不行，我要去找
师父理论。走了一半路，又跑
回来问：“您为什么要坚持?”

佛陀不加解释，语气坚
决地说：“你再去。”阿难觉得
师父好固执，但也只好遵从。

当他再来到那条溪流
旁，那溪水就像它原来那么
清澈、纯净。泥沙已经流走
了，阿难笑了，提着水跳着回
来，拜在佛陀脚下说：“师父，
您给我上了伟大的一课，没
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只需
要耐心。”

感悟：世间万物皆流，
一切都会改变，没有某一件

事是永恒的；用变化和发展
的观点看待一切事物，在人
世间就会处之坦然，不要因
事物变化的观念而仍在原
地踏步。

禅 理 小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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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月 28日是我
们裸线分厂拉丝组预盘点的
日子，借着这个时机，分厂对
我们拉丝两个班组进行了一
次卓有成效的安全生产培
训，通过这次学习培训，大家
都获益匪浅、感触颇多，主要
有以下几点心得体会：

首先，安全是一种文化。
重视安全、尊重生命，是先进
文化的体现，我们太阳电缆
的企业文化就是家文化，家

人平安就是大家心中最基本
的期许，一种文化的形成，要
靠全体员工的努力。我们看
到的大量安全警示语就是这
种文化的体现，全体员工应
认真学习安全文化，提高安

全意识。
第二，安全是一种幸

福，幸福是一种美好状态。
当人谈到幸福时，有谁会联
想到飞机失事、轮船沉没、
交通事故，工厂爆炸等不幸
事件?有谁会把没有安全感
的生活当作幸福生活?安全
才是地久天长地享受幸福
生活的保证。

第三，安全是权利也是
义务。在工作中享受安全的
保障，是我们每一个劳动者
的基本权利，是生命的基本
需求。我们每位员工不仅拥
有这个权利，而且要尊重并
行使这个权利，不能因利益
的诱导或暂时的困难而玷污
了权利的神圣。变“要我安
全”为“我要安全”，就是我们

的义务，每一位员工都要尊
重他人和自己的生命，都必
须维护和保障正常生产的安
全状态。

安全靠责任心，在上班
的每时每分里，安全隐患就
像一只只凶残的野兽张着血
盆大口，盯着我们脆弱的身
体、麻痹的神经。只有安分守
己、循规蹈矩、踏踏实实地做
人做事，强化安全意识，增强
责任心，生产的安全才不受
威胁。

通过这样的学习，对公
司和个人都是百利而无一
坏的，我们员工之间应当相
互照应，发现违规作业行为
必须及时劝诫，这样才能营
造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杜绝
安全事故的发生。作为员工
我们应该有更加清醒的工
作目标，安全生产，预防为
主，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千
万不能松懈，安全生产要警
钟长鸣。

渊裸线分厂 窗外的雨冤

安全培训心得体会

清明期间袁家乡总会阴雨连绵

泥泞的小路袁坑坑洼洼的水洼

一脚踩下去袁洁白的鞋子
也会变成一件古董

曾经的乡下袁总会有这样的影子

在雨中袁穿着蓑衣

拉着老牛在田地里劳作着

迎着风飘扬的柳枝

在小雨中摇曳着婀娜的身姿

沾染上的雨珠袁像极了珍珠
在燕子停歇下来的时候

它们轻轻地滑落

掺杂在田野间袁又停歇在了
新发嫩芽的小草上

就连清明扫墓的场景

也像极了杜牧的诗

一座座长满杂草的墓地

在朦胧的浓雾中

鞭炮声响彻了云霄

飘荡的白帆袁祭奠着古老的回忆

雨中的行人袁并没有匆匆忙忙

只是裤脚早已被露珠打湿

初春的寒意在蔓延

那是家乡最真挚的记忆

多么清晰的画面

阴陌影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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