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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0日，南平市政协党
组书记、主席林斌，市政协委

员、延平区政协主席林华生走
访太阳电缆，与公司董事长李

云孝、总裁林芳、党委书记黄祥

光一同座谈。
董事长李云孝详细介绍了

企业当前生产销售、项目建设、
人才引进等情况及太阳电缆下

一步发展规划的汇报，林斌对

公司的成绩给予肯定。她

表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工业经济发展，全力支

持老企业技术改造、数字
化建设，以“大抓项目、抓

大项目”为导向，以商招
商，完善产业链，推动企

业做大做强；组建服务企
业小分队，做好委员企
业服务工作，提供法律

援助，协调解决企业难
题，推进惠企政策落地

落实；利用闽北院校资
源，培养优秀人才，为

企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

才储备。
总裁林芳表示，太阳

电缆 63年来根在南平、立足南
平，我们对政府、对太阳电缆充

满信心，相信今年的业绩必定会
带动延平区的发展。

渊黄家晟冤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斌一行走访太阳电缆

1月 21日，副市长杨新强带领市工信局有关同志调研太

阳电缆，深入了解企业发展经营状况。南平工业园区管理委员
会主任李敏飞，公司董事长李云孝、总裁林芳陪同调研。

杨新强一行参观了总部一厂超高压生产车间。调研中，董
事长李云孝详细介绍了企业的发展情况和未来规划，杨新强

对太阳电缆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鼓励太阳电缆在新的
一年完成产销目标。 渊综合部冤

副市长杨新强调研太阳电缆

1 月 24 日，市政府副市

长、市工商联主席林湫一行走

访调研太阳电缆，深入了解公
司发展经营状况，市政府副秘

书长刘东海，市委统战部副部

长、工商联党组书记黄雄杰，市
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林玉
叶陪同调研。

座谈会上，董事长李云孝

对企业近况及未来规划作了
汇报。林湫表示，政府将一如

既往地支持企业发展，积极帮
助解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营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 渊综合部冤

市政府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林湫一行调研太阳电缆

荩近日，我司的低烟无卤防火 B1 级电
线电缆产品，经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严格评
审，荣获国家级认证机构颁发的“CQC 防

火电缆 B1 级产品”认证证书，这意味着太

阳电缆产品在防火电缆领域又迈出了重要
且坚实一步。

低烟无卤防火 B1 级电线电缆是一种

高端的环保节能防火产品，严格按照国家

标准 GB31247-2014：《电缆及光缆的燃烧

性能分级》规定的 B1 级燃烧及其附加信
息燃烧滴落物、腐蚀性等级、毒性指数均达

到 d0、t0、a1 标准。该电缆产品主要适用于
额定电压 35kV 及以下人口相对密集且阻

燃燃烧等级较高的场所，如：地铁、机场、
医院、超高层建筑、大型商场、酒店、会展

中心、数据中心、交通枢纽等场所。
渊技术中心冤

为增强公司发展数字经
济能力，形成新动能，实现新
发展，稳定有效地获取数字

化转型成果，经公司高层会

议研究决定，成立企管部数
字化运营服务办。企管部部
长高锦浩兼任数字化运营服

务办主任。

2022年，公司还将对总

部组织架构进行改进，拟成
立招商营销事业部、橡皮线

事业部、光伏线事业部、海缆
事业部、五类缆六类缆事业

部（上杭铜业）、电商事业部。
各事业部岗位职责和绩

效方案即将出台，将实行竞
争上岗。 渊企管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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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电缆 B1 级产品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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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6 日至 7
日，在包头市太阳满都拉电
缆有限公司综合楼二楼宴会

厅召开了 2021 年年终各部

门主管及以上人员述职报告

会，公司高管、部门主管及所
有测评人员参加会议，现场

对参与述职人员的岗位业绩
及民主评议测评打分。本次
述职大会，旨在对各部门

2021年工作进行全面盘点及

反思，对 2022年工作进行更

好的布局谋篇，同时也为各
部门管理人员提供一个展示

自己、相互学习的平台。

在会议中，高管及各部
门主管依次进行了述职，各
部门准备充分，以图文并茂

的 PPT，通过举实例、列数据
等方式，全面、客观、深入地

围绕 2021 年全年本部门考
核指标完成情况及未完成的

原因、部门主要工作完成情

况及存在的问题、下年度对
策三个方面进行了述职汇

报。述职结束后，相关人员对
参加述职的人员进行了测评

打分。
通过本次述职会，一是

要明确部门职能，明确岗位

职能，明确自己的责任；二是

反思每个人在工作过程当中
的不足，三是在总结的同时
全面布置好下一年度的工

作。渊包头市太阳满都拉电缆

有限公司冤

包头市太阳满都拉电缆有限公司举行年终述职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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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11日下午，以“追求卓越

创新有我”为主题的 2021年度 SUPEX课题
发布会在公司总部举行。

公司常务副总裁、总工程师徐建忠，副总
裁陈清福，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江永涛出席发
布会并为获奖小组颁奖。

来自分厂的 6个课题小组参与本次发布
会，课题涉及生产安全、质量提升、成本控制、

工艺改进、效率提升等方面。各课题小组通过
PPT的形式，对成果进行了发布和交流，充分

展示了各小组开拓创新意识和团队精神。现
场评委对每项成果发布进行提问并作了点

评。经过激烈的角逐，获奖情况如下：

同时，总部二厂电缆工段-争创小组还
被评为 2021年度“最佳 SUPEX小组”，另获

奖金 3000元。
积厚成势、垒土成垛！通过具体而微的改

进、创新、精细管理，将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注

入不竭动力！ 渊企管部冤

追求卓越，创新有我
要要要2021年度 SUPEX课题发布会

太阳电缆公司自 2003年引入

co-mo活动，至今 18个年头。co-

mo活动就是设备复新行动，活动
倡导企业全员参与，以最有效的设

备利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效率，从而

实现零故障、零事故、零缺陷的管
理目标。18年的成长，18年的坚持
不懈，18年的公司领导和各分厂相

关部室的大力支持，太阳电缆公司

的 co-mo活动日趋成熟，在成长过
程中，我们不断创新、与时俱进，逐

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评审方案，
活动开展形式多样化，给员工提供

了一个充分展示自我的平台。
2022年 1月 12日，在公司办

公大楼负一楼多功能厅召开太阳
电缆公司 2021 年度 co-mo 活动

成果发布会，本年度共有 8个 co-
mo小组全部参加此次发布会，公
司领导副总裁陈清福、黄祥光、江

永涛观看了此次发布会，江永涛副

总裁还为发布会总结发言，对 co-

mo 活动开展取得的成果予以肯
定，鼓舞了大家积极性，并对来年

co-mo活动的开展提出指导意见。

经过紧张、热烈的 co-mo活
动成果交流与分享，最终，总部二
厂裸线工段破浪 co-mo 小组、总

部二厂特缆工段安平 co-mo 小

组、总部二厂电缆工段精益 co-mo
小组、总部二厂特缆工段新兴 co-

mo小组、总部二厂智能工段求精
co-mo小组、总部一厂平安 co-mo

小组荣获公司达标级，营销总部市
场支持部蓝天 co-mo小组、总部

一厂强技 co-mo小组荣获公司鼓
励级，并且总部二厂裸线工段破浪

co-mo小组以总分 82.61分，夺得
公司 2021 年度最佳 co-mo 活动
奖。 渊基础设施与安全管理部冤

2021年度 co-mo课题发布会顺利召开

1月 19日市总工

会副主席许美惠一
行，到我司对因病致

贫的困难职工进行
了走访和慰问，并发

给慰问金。市总工会
领导希望家庭困难

职工，要克服当前的
困难努力工作，为企

业的发展做贡献。春
节期间开展慰问帮
扶困难职工、是促进

社会和谐的具体实
践。公司党委副书

记、综合部部长廖文
胜陪同慰问。渊工会冤

市总工会领导慰问我司困难职工

奖次 奖金 获奖小组 课题名称

一等奖 5000 元
总部二厂电缆工
段 -争创小组

提高 PVC 材料
利用率

二等奖 4000 元
总部二厂智能工
段 -人人安小组

降低防伪标签报
废率

三等奖 3000 元
总部二厂电缆工
段 -创佳小组

控制缆芯外径，
提高材料利用率

四等奖 2000 元
总部二厂特缆工
段 -满意小组

提高特缆工段
无卤带出线率

四等奖 2000 元
总部一厂 - 求真
小组

提高铜盘点准确
性

四等奖 2000 元
总部一厂 - 安然
无恙小组

质量管控组零工
伤

2022 年 1 月份以来，保卫部始终坚持“打防结

合、预防为主”的方针，重点在“防”字上下功夫，仔
细分析厂区安全薄弱环节，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厂区

安全保卫工作，努力做到点线结合、责任到人，为企
业持续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和谐环境。

保卫部首先对公司的监控系统进行了全面的维护

和调整，以切实发挥“人防、物防、技防”三防相结合的

防控网络作用。
一、多渠道收集信息；要求基层抓好抓实不稳定因

素和治安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了解职工反映的热
点难点问题，努力化解消除矛盾纠纷，并实行零报告制

度，确保信息畅通、人事不漏管。
二、强化日常安全防控工作；随时掌握厂区动态，

对每天的职工进出认真询问排查，绝不允许饮酒职工、
不明身份人员和安全措施不完备的员工进入厂区。并
定期对总部一厂、二厂的重点部位、重点防火部位及公

共场所集中开展安全大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排查整改。
三、加大巡检力度；针对仓库和从生产车间物品存

放集中、回收设备多的实际情况，实行二十四小时巡逻
制，严防偷盗。

四、加强消防用品管理；从储存、使用、回收等各个

环节严格把关，同时加强对消防人员的安全教育和管
理工作，要求消防人员严格遵守消防物品管理制度。

五、认真落实门卫值班措施；严格之行出入车辆检查登记制度，切
断物资流失渠道。

此外，保卫部对内狠抓管理，增强部门人员责任意识，严格落实带
班、值班制度，确保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及时妥善处理，认真做好春节期
间公司的安全保卫工作。 渊保卫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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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荣幸取得了优秀新员工这份荣誉。在填写评优评先文档时才意识到自己加

入太阳电缆这个大家庭已经 1年多了，本以为融入这个集体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
在同事们的关心和帮助下，我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并且觉得工作和生活在这里，

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在这里，只要你愿意努力，不论哪一个前辈都愿意倾囊相授，我为
能够认识大家而感到幸运。

进入公司以来，我参与过 4个部门的工作，对公司逐渐了解，在工作中学习，在工
作中成长。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内审监察员，但深知自己还年轻，经验不足，所以我要
多实践，多学习，积蓄力量，实现自身的价值，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 渊吕克成冤

2021年度优秀新员工感想

很荣幸被评为 2021年度的优秀新员工，感谢公司、领导、同事对我工作的肯定、

支持与帮助。这份荣誉也是对我做好今后工作的一种鼓励。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认
真对待每一件事，多学习，多思考，更加努力的完成各项工作，为公司的发展尽自己的
一份力，不辜负公司对我期望。 渊陈建坤冤

很高兴我有幸能被评为公司 2021年度的优秀新员工，首先感激公司对我的厚爱

与信任，是公司给了我展现自我的舞台;感激领导对我的关爱、支持、帮忙，是你们给

了我对工作的热情和事业的信心；感激同事们对我的大力支持和帮忙，是你们给了我
坚强的后盾。

在领导的悉心指导下，我一向严格要求自我，做好自我的工作，努力去完成每一
次任务，尽将工作一次比一一次做得更好，自我心中总在告诫自我要有一种精品意

识，从自我手里做出的工作，必须是最好的。对自我的总结和不断的学习如何提高工
作效率的各种方法，使我受益匪浅。

2021年,我的付出得到了公司的认可, 我深感无比的荣幸,我想公司这次评优活
动也再次向每位员工传达与说明了只要有付出,只要做好了属于你的那份工作,就会
有回报这个平凡的道理。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忙和支持下取得了必须的提高,但我深

感加强自身学习、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的重要性,我并没有为公司做出了不
起的大贡献,也没取得异常值得炫耀可喜的成绩,只是尽职尽责做好自我本职工作,尽

自我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每一次任务,自我总结的经验,从经验中学习,向他人学习,尽量
将自我的工作争取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快更好,尽可能的提高工作效率，与同事相处和

睦，合作愉快。

能得到此份殊荣需要感激领导对我的信任和包容, 感激同样优秀的同事对我支
持和帮忙,当然这也是一种激励，激励我在以后的工作中需要更加努力学习,不仅仅要

做好表率带头作用,使自我的工作能力有更进一步的提高。 渊薛丽娜冤

这次能被评为公司 21年度优秀新员工荣誉称号,我感到非

常高兴与荣幸,首先感谢公司对我的厚爱与信任;感谢领导对我
的关爱;感谢同事们对我的认可;自从我和大家一起相聚公司这

个温馨大家庭中的那天起,虚心学习、认真工作、更好的服务于
公司便是我的工作职责。所以,我始终努力在各方面完善自我提

高自我,为实现公司的经营目标添砖加瓦。能得到此份殊荣需要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和包容, 感谢同样优秀的同事对我支持和
帮助,当然这也是一种激励,激励我在以后的工作中需要更加努

力进取,使自己的能力、素质有更进一步的提高。
但我也深知,做的不够好的地方还有很多,在做工作的时候

还是略嫌不够稳重。从这些不足中我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自己
有待提高到地方还有很多。这个荣誉会鞭策我不断进步,改掉缺

点,发挥优点，挖掘潜能。我深信: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从点点滴

滴的工作中,细心积累经验,使工作水平不断的提高,为以后奠定

坚实的基础。 渊曾建冤

在入职后这一阶段的工作和学习中，感触许多，收获许多，

尽管有了必须的提高和成绩，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有创
造性的工作思路还不是很多，这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
善。我将认真学习我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努力使思想觉悟和工作

效率全面进入一个新水平，为公司的发展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也为个人的提高创造更多的空间。 渊曾宇冤

此次当选为优秀新员工，有赖于同事们的帮助与支持，有赖

于领导的指导与鼓励，同时感谢公司对于我工作的肯定，也是对
我今后工作做得更好的一种鼓励。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我会脚

踏实地、尽职尽责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不断的学习与积
累，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水平，更好地发挥自己在工作岗
位上的作用。 渊张慧敏冤

为进一步弘扬红
色革命精神，传承红色

基因、汲取红色力量，

2 月 12 日下午，第一
党支部组织开展《长津
湖之水门桥》主题党日

观影活动。

《长津湖之水门
桥》以抗美援朝战争第

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
战役为背景，讲述七连

战士在结束新兴里和
下碣隅里的战斗之后，

在美陆战一师撤退路
线上的咽喉之处———

水门桥阻击敌军，任务
更加艰巨，战斗场面更
加激烈残酷，为赢得胜

利付出的巨大牺牲的

故事。最后虽然功败垂
成，但无上荣光。
观看过程中，有些

党员干部流下了感动的

泪水，受到了一次深刻

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
礼，大家纷纷表示，要不

断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
精神，充分发扬太阳人

的精神，为太阳百亿目
标的发展贡献力量！

渊第一党支部 范淑敏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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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
色精神，2月 12日我们支部组

织观看电影《长津湖之水门

桥》，作为一名党员，我感慨万
分。七十多年前，最可爱的
人、最英勇的人、最可敬的人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筑起
一道墙，阻隔美帝主义的侵

略，保卫了中朝两国的和平与
安宁。

电影中有一幕火车路过
长城的场景，而他们就是长城，

用生命筑起长城换来和平。《长
津湖之水门桥》里，看到美国的

飞机轰炸我们最可爱的人，看
到我们最可爱的人不到最后不
放弃，看到他们用尽一切力量

去反抗美军，我抑制不住地哭

了。我在想，如果没有他们，我
们现在会是什么样，我们应该
铭记他们，缅怀他们。先辈们用

鲜血写下的历史，用青春和生

命换来的和平，人们不应忘记，

更不能忘记。
《长津湖之水门桥》的上映

让我们对抗美援朝战争有了更
多的了解，对这来之不易的和

平更加珍惜。惟愿硝烟不会再
弥漫，和平不会再消逝。

渊第一党支部 薛丽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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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 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2021 年度先进集体

先进部室：营销总部财务部

先进分厂：总部二厂电缆分厂

安全生产分厂：总部二厂智能分厂

优秀专卖店：厦门中盛达贸易有限公司、福州融通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漳州城投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先进专卖店：福州志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福州昇泰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福建同力太阳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漳州瑞鼎丰

机电有限公司、福州凯迪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厦门古义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福州永逸电缆有限公司、福州鸿博太阳电缆

有限公司

成长之星专卖店：福州东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漳州太阳恒

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福州同立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泉州

兴缆贸易有限公司、福建南平源瑞太阳科技有限公司

区域先进专卖店：福建众益源贸易有限公司、福州恒灿电线

电缆有限公司、宁德市华建太阳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分销商工程销售奖：厦门古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同力

太阳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厦门中盛达贸易有限公司、福州凯

迪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福州志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福州瀚

和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团队突出贡献奖：总部二厂综合管理部

标杆班组：营销总部市场开发部标书组

当家节约优秀班组：总部二厂生产部电缆分厂电缆工段护

套挤塑组

当家节约优秀机台：总部一厂挤塑组 150挤塑机

先进班组：总部二厂生产部电缆分厂电缆工段护套挤塑组、

总部二厂生产部智能分厂特缆工段挤塑二组、总部二厂生

产部智能分厂智能工段智能挤塑一组、总部二厂生产部电

缆分厂电缆工段成缆一组、总部二厂生产部电缆分厂裸线

工段拉丝一组、总部一厂铠装组-铜铠、总部二厂生产部智

能分厂特缆工段质量管控组、综合部小车班、技术中心中心

实验室物理组、太阳食堂客房服务班组、福建上杭太阳电缆

有限公司数据缆班组、福建上杭太阳铜业有限公司连铸 2

班、福建上杭太阳铜业有限公司电钳工班组、包头市太阳满

都拉电缆有限公司导线分厂拉丝班组

最佳SUPEX 活动奖：总部二厂生产部电缆工段争创小组

最佳COMO活动奖：总部二厂生产部裸线工段破浪小组

安全生产班组：总部二厂生产部电缆分厂裸线工段绞制二

组、总部一厂维修组、保卫部保安二队、总部二厂生产部智

能分厂智能工段智能挤塑二组、总部二厂装备部电工班、总

部二厂生产部电缆分厂电缆工段铠装组、总部一厂铠装组-

铜铠、总部二厂生产部智能分厂特缆工段成缆组、总部一厂

高压交联组、总部二厂生产部电缆分厂裸线工段拉丝二组

2021 年度先进个人

总部一厂：包世桢、陈志超、吴建新、雷郑鑫、杜晓武

总部二厂生产部电缆分厂裸线工段：谢昌华、方振富

总部二厂生产部电缆分厂电缆工段：王仁富、黄义清、曾厦

香、黄联德

总部二厂生产部电缆分厂特缆工段：郭彬、陈铿、杨琦

总部二厂生产部电缆分厂智能工段：应锦涛

营销总部市场支持部：林裕章

物流控制部：刘丽丽

基础设施与安全管理部：张寒英

保卫部：张强

企管部：张家英

总部二厂生产部：黄信光

综合部：李文

财务部：朱林欣

营销总部市场支持部：廖艳珍

总部一厂：危彦

营销财务部：叶蓁

营销总部市场开发部：陈莉莉

总部二厂装备部：肖仕辉

技术中心：黄跃平

营销总部市场支持部：汤晓宏

太阳食堂：谢惠

福建上杭太阳电缆有限公司：庞海金

福建上杭太阳铜业有限公司：肖永平、蓝振元、张梅英

包头市太阳满都拉电缆有限公司：赵旭、高静、王磊、于建东

优秀新员工：吴春林（总部一厂）、王秀平（总部二厂生产部

电缆分厂电缆工段）、张慧敏（营销财务部）、官遗琳（企管

部）、薛丽娜（人力资源部）、王忍（总部二厂装备部）、刘庆文

（总部一厂）、曾建（技术中心）、陈燕（董办）、陈建坤（董办）、

谢俊玲（技术中心）、罗倩南（人力资源部）、张苏平（营销总

部法务部）、吴庆香（营销总部市场支持部原料仓管）、郑婷

（财务部）、廖丽娟（总部一厂）、林媛清（营销总部市场开发

部标书组）、曾宇（物流控制部）、余玉莲（营销总部市场开发

部）、程聪（总部一厂）、吕克成（内审监察部）

副科 -主持级先进工作者：柯效威（总部二厂质量技术部）、

戴荣福（总部二厂生产部）、何立中（太阳电缆（龙岩）有限公司）

生产能手：陈祖兴（总部二厂生产部电缆分厂特缆工段）

一线操作工工资状元奖：吴水金（总部一厂）

分厂工匠奖：刘兆瑞（总部二厂生产部电缆分厂裸线工段）

太阳工匠奖：蔡盛发（总部一厂）

优秀中层领导：温青（营销总部财务部）、朱华（总部二厂生

产部电缆分厂）

销售能手：李林（省内）、欧 翀忠 （省外）

公司新晋升中层正职级员工：陈烁（电力事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