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林芳

1月 29日袁 南平市企业家大会

暨 2023 年野三大攻坚行动冶动员部

署会召开袁 太阳电缆总裁林芳作为

企业家代表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遥

1月 16日，市政协主席林

斌一行莅临公司调研指导，与
董事长李云孝、总裁林芳、财务

总监石利民亲切交流。
董事长李云孝详细介绍

了企业当前生产销售、项目建
设、人才引进等情况及下一步
发展规划的汇报，林斌对公司

的成绩给予肯定，认真听取了

意见建议。她表示，人才是发

展的重要资源，要为人才干事
创业创造优良环境，提升人才

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延平、

留在延平、建设延平。鼓励企
业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勇于
创新创造，结合自身优势，持

续做优做强。 渊综合部冤

市政协主席林斌莅临公司调研

1月 29日下午，南平市企业家大会暨 2023
年“三大攻坚行动”动员部署会召开。太阳电缆

董事长李云孝、总裁林芳参加了大会。
会议宣读了 2022年度纳税突出贡献企业、

纳税重要贡献企业、纳税优质成长企业等通报
表扬文件，以及 2022年“三大攻坚行动”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决定。
2022年太阳电缆工业总产值增长 45.1%，

上缴税金增长 44.34%，作为南平市 2022年度
纳税突出贡献企业接受了表彰。福建省副省

长、南平市委书记林瑞良亲自为太阳电缆董事
长李云孝授牌、颁奖。

总裁林芳作为南平市企业家代表在会上结
合企业实际，围绕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等方

面作了重点发言。 渊综合部冤

太阳电缆荣获南平市 2022 年度纳税突出贡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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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实干正当时。
1月 29日，南平市企业家大会
暨 2023年“三大攻坚行动”动

员部署会在建阳召开，市委书
记林瑞良出席会议并讲话，市
长袁超洪主持会议，太阳电缆

董事长李云孝专属礼遇“C”位

出席并接受表彰、总裁林芳代
表太阳电缆上台交流发言。

在题为“要拼、要闯，看南

平企业的新赛道”的主题发言
中，林芳总裁强调“太阳电缆始
终坚持立足南平，做全产业链，

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提升质
量、降低成本、市场拓展和精细
管理上，始终心无旁骛抓实业，

做全产业链条，真抓实干，以新

发展理念引领立足南平，坚守
电线电缆主业，纵向延伸，横向
整合，坚持新优特的发展战略，

不断推进技术改造升级，坚持

以数字化推动转型升级，提升
产品质量，自发在质量体系上

开展紧跟时代步伐的数字化、
信息化改革，着力进行营销管
控系统和 CAPP及质量可追溯

Ecoed 码应用软件的研发，建
立起一个对工艺路线、报价、质

量追溯高效管控的信息化系
统，以提高企业生产管理效益

与企业整体竞争力，支撑在数

字化时代背景下企业的高质量
发展。”

林芳总裁说，饮水当思
源，奋进新时代。展望 2023

年，虽然我们将承受来自市场
竞争的巨大压力，但是，我们
有信心通过进一步提升技术

水平和生产经营效率，勇于变

革，大胆创新，继续站在降本、
增效的新起点上，实现发展新
突破，巩固提升全国电线电缆

行业龙头企业地位，用太阳电

缆人的智慧和劳动，为南平经
济社会发展和增进群众福址

做出更大的贡献。渊廖文胜冤

南平市野新春第一会冶 李云孝董事长出席
林芳总裁代表太阳电缆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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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共十个班组参加公司 SUPEX活动，各活动班组自 5-12月份经月度检查、专家组现场评分、专

家组书面评审评分及项目结题报告现场答辩专家组评分四个环节的激烈角逐，于 2023年 1月 4日圆满结
束，各小组排名获奖情况如下：

同时总部一厂———精益求精小组荣获 2022年度公司最佳 SUPEX活动奖，另获奖金 3000元。
2022年度 SUPEX活动的圆满完成，感谢各分厂及部室的积极配合。
追求卓越，努力做出更好的产品！追求卓越，我们一直在路上！追求卓越，是太阳人永恒的信念！

渊企管部冤

追求卓越 不断进取
要要要2022年度 SUPEX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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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平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和

倾力支持下，通过全体员工的艰苦
奋斗，2022 年太阳电缆工业总产

值增长 45.1%，上缴税金增长
44.34%。

太阳电缆始终坚持立足南
平，做全产业链，将资源和精力

集中在提升质量、降低成本、市
场拓展和精细管理上。企业始终

心无旁骛抓实业，做全产业链
条。太阳电缆真抓实干，以新发
展理念引领“立足南平，坚守电

线电缆主业，纵向延伸，横向整
合，坚持新优特”的发展战略，不

断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公司进军
太阳高新电缆原材料，控股子公

司太阳铜业年产 22 万吨连铸连

轧铜杆生产项目竣工投产释放

产能，率先在全行业完成建筑用

线智能化技术改造，抢占省内市

场，2021 年又投资 2 亿多元推进
补短板扩产能技改，引进芬兰麦

拉非尔公司 CCV 交联电缆生产
线和德国尼霍夫公司拉丝设备、

意大利菲杰乐公司最新一代挤
出机，新增 20 亿元产能，既确保

了质量稳定，又降低了成本，为
2022 年太阳电缆深耕“寸土必

守，寸土必争”的营销市场拓展
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太阳电
缆坚持以数字化推动转型升级，

提升产品质量。在质量体系上开
展紧跟时代步伐的数字化、信息

化改革，2021 年 8 月成立营销管
控系统和 CAPP 及质量可追溯

Ecoed 码应用软件开发项目组，

由此太阳电缆建立起一个对工

艺路线、报价、质量追溯高效管

控的信息化系统，提高企业生产

管理效益与整体竞争力。2022 年
太阳电缆还通过了全国首批国

家电网物联网智慧平台验收，使
得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的招投

标喜报频传，订单不断攀升。通
过数字化、精细化管理，企业实

现降本增效，提升了竞争优势，实
现了效益的最大化。

展望 2023年，虽然我们将承
受来自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但
是，我们有信心通过进一步提升技

术水平和生产经营效率，勇于变
革，大胆创新，继续站在降本增效

的新起点上，实现发展新突破，巩
固提升全国电线电缆行业龙头企

业地位，用太阳电缆人的智慧和劳

动，为南平经济社会发展和增进群

众福祉作出更大的贡献。

坚持立足南平 做全电线电缆产业链

太阳电缆开展线下的《2023年营销知识培训》于
2月 2日至 2月 3日在公司多功能厅开展。培训内容

涉及生产、工艺、业务流程、财务、法律和安全等方面，
由公司内部各项负责人进行讲述，营销业务员参训。

培训结束后将进行考试和培训效果评估，综合考察培
训成果。

太阳电缆十分关注员工素质的提升，高度重视对
企业员工培训工作的开展，本次培训内容提高了营销
人员的沟通技巧与营销技能，为公司新一年的营销计

划开了好头。 渊人力部冤

太阳电缆开展
2023年营销知识培训

获奖小组 课题名称 等次 奖金

总部一厂原精益求精小组 提高分割导体圆整度 二等奖 4000

特缆分厂特缆工段原朝阳小组 提高低烟无卤绝缘料出线率 三等奖 3000

总部一厂原探索小组 中压电缆熔融接头制作 三等奖 3000

电缆分厂裸线工段原超越 降低束绞成品线跳股问题 三等奖 3000

特缆分厂特缆工段原太阳花小组 提高 JG系列产品一次合格率 四等奖 2000

特缆分厂智能工段原人人安小组 解决智能机 BV线刮伤问题 四等奖 2000

物流控制部原优佳小组 寻源原开发新供应商，降低采购成本 四等奖 2000

电缆分厂电缆工段原创佳小组 控制圆形线缆芯外径，保持材料出线率 四等奖 2000

保卫部原消防小组 消防安全工作 四等奖 2000

电缆分厂电缆工段原争上小组 控制 10kV架空绝缘电缆偏心度 四等奖 2000

渊上接第一版冤

日前，由招投标品牌调研
公示服务平台举办的以“创新

引领、数字赋能、品牌助力”为
主题的“2022中国电线电缆评

价推介活动”圆满结束。太阳电

缆以领先行业的品牌实力荣登
“2022 年度中国电线电缆十大

领军品牌”、“2022 中国特种电
缆十大品牌”、“2022 年度中国

电线电缆十大诚信投标企业”、

“2022 年度中国电线电缆十大
质量放心企业”四大榜单。

据了解，为了确保榜单的
权威性，招投标品牌调研公示

服务平台提前设置了严格的参

评要求：在中国境内外依法注
册登记, 具有 10 年及以上专业

从事电线电缆产品设计、研发、
制造、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

体系(通过 ISO9001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具有良好的售后服务

体系；企业注册资金不低于 1
亿元及 2021 年电线电缆销售
总额不得低于 50 亿元的电线

电缆生产制造企业。

太阳电缆的入围，充分展

示了公司作为信誉优质且综合
实力突出的品牌供应商的强势

优点。太阳电缆始终秉承创新

意识和质量意识，未来还将持
续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聚
焦行业痛点及市场需求，加快

推进工程项目建设，围绕海底
电缆、环保型电缆等领域发力，

致力于发展成为线缆行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于一体的高

新技术产业基地，发挥“领军品
牌”的作用，引领企业前行，为

国民经济发展努力作出更大的
贡献。 渊综合部冤

2022中国电线电缆品牌综合实力榜发布袁太阳电缆以质量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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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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来自总部一厂高

压护套班组 200+120 护套机

台的“卓越”小组（小改小革）
活动成果。

一尧沥青机改造

“我们小组分析了液体沥

青机存在的问题，发现液体沥
青吸附性差，只能在线缆表面

涂抹薄薄的一层。液体沥青流

动性强，跟随电缆一路前行

‘滴落’，影响设备表面及周边
卫生。液体沥青凝固性差，无

法填满皱纹铝槽，浪费电缆

料。”蔡盛发说到。
面对这些问题，卓越小

组凭借着独特的理解，改造

出了新的沥青机。而新的沥

青机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稳
定运行，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尚未解决。
蔡盛发表示，在安装完毕

后的空载调试期间我们发现
了四个存在的问题。

1、固体沥青熔融时烟气

较大。
2、机器表面的沥青刮不

干净。
3、高温沥青喷淋时，喷头

下垂。

4、3Kw 电机转速快功率

小，故障多次，存在隐患，影响
生产。

卓越小组经过商讨后实

施措施，针对问题一，在熔融

区上端增加一根排烟管。针
对问题二，则是更换刮擦板、

条。针对问题三，在喷头前端

加装一根管，以此作为支点。

针对问题四，电机升级（增加
过渡板、改为 4Kw 电机）转

速低功率大，运转平稳，保证

生产。
二尧 石墨机改造

“老式石墨机的粉箱、托

盘、导轮等脏乱差，地面、设备

表面石墨粉尘多，周边设备及
地面都是石墨粉尘，线缆表面

石墨层厚度不均，石墨粉尘飞
扬、浪费原材料。”

经过改造后，老式石墨机
的缺点已不复存在，设备表

面、地面无石墨，周边设备及

地面无石墨粉尘，线缆表面石
墨层厚度均匀，石墨的溶解性

也变好了，不会漫天飞扬，节
约了材料。除此之外，卓越小
组还做了其它改造，重新绘制

定置线、加长移动水槽等等。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组
长蔡盛发表示，我们小组就好
比车间的机器一样，各司其

职，合理分工，只有当小组中

每一个人都能最大限度的发
挥自己的作用，不断探索，才

能把目标工作做到最好。多亏

了我们小组的何伟和陈立华

两位指导员，以及其余默默辛
苦付出的组员，特别是廖芳椿

和李木进，他们作为推进者也

辛苦了！
“小改小革”出“大成效”，

在降低了维修工作量、提高设

备性能的同时，保护工作环境

并消除设备存在的隐患，从而
做到让产品出现率实现提高。

也让 co-mo活动更丰富、更生
动，让“清扫就是点检”、“露出

原色无死角”的理念深入员工
心中。 渊黄家晟冤

追求卓越 臻于至善
要要要记 2022年度 Co-mo野卓越冶小组活动成果

导语：在 2022年度 Co-mo活动中，来自总部一厂成缆班组进口
5盘机台的“腾飞”小组荣获公司优胜级，总成绩 91.79分，创下 Co-

mo活动开展 19年来的历史最高分。
对于“腾飞”小组以总成绩 91.79的历史最高分获得 2022年度

Co-mo活动公司优胜级的结果，指导员何伟很是欣慰。“希望他们的

努力能被更多人看见、学习，”———他这样说道。
“Co-mo活动就是要复新设备，达到零故障、零事故、零缺陷的目

标”，以下是“腾飞”小组对于如何实现这三个目标的探索。
一尧 野零故障冶

“放线架下空盘时无法直接将空盘推到地面，必须用行车吊装空
盘，经常会碰坏拨叉杠，还会碰伤设备表面油漆等”——— 增加两块
20mm厚的钢板，钢板后端暗孔滑块定位，两块板的间距随着盘径大

小而变化。

“分割导体合股线芯的圆整度完全靠多人人工敲击敲打成型，圆
整度无保障；且线芯到模口时经常‘炸线’，导致定长线无法保证”
———将一组可同步伸缩的弧形导轮组安装在可旋转的底座上，此旋

转式整圆器可保证圆整度和线芯定长。

“牵引轮轮径小，气缸伸到极限时，张力不足，大线无法拉动”
———加大牵引轮轮径，增加皮带张紧力，增大摩擦力，大小线芯通吃。

放线架升降平台改造、整圆器装置改造、牵引轮改造等等多处容

易产生故障的器械改造，体现了“腾飞”小组扎实的解决故障和创新

改造的能力。“零故障”目标的达成，不仅能够减少机械损耗，也提高
了生产制造的效率和质量。

二尧 野零事故冶

安全意识也是“腾飞”小组内部强调的重中之重。
“注意安全不能是一句空话。”收线地坑边警示线、放线架地边坑

警示线，虽然只是简单两条黄色警示线的添加，但解决的是人员可能

不慎跌落的安全隐患。
三尧野零缺陷冶
“缺陷首先在于发现，”组长杨成海鼓励组员时常这样说。对于卫

生死角的清扫需要人们着眼于细微之处，而这些又往往容易让人忽
略，这其中就不能缺少善于发现的眼睛。

“腾飞”小组除了清理如过线槽表面、导带座表面这类显而易见
的地方，还重点清理了油污、粉末积淀的死角，如：旋转气包、万向节

联轴器、刹车鼓等。
先发现后清扫的过程让“清扫就是点检”、“露出原色无死角”的

理念深入了组员心中。
在过去的 2022年里，“腾飞”小组通过观察发现、创新改造，一

步步地解决了生产制造中遇到的问题，提高了设备利用率，达到了

更高的生产效率。他们的成果值得学习和借鉴，公司也鼓励全体员

工参与 Co-mo活动，在展示自我的同时也能够助推个人与公司共
同进步。 渊李彤冤

质量创效率
效率出效益

要要要记 2022年度 Co-mo活动优胜级成果

不知不觉 2023年已走进我们身边，农历
癸卯兔年也越来越近，为迎接新春的到来，让

大家在开假第一天有一个崭新、整洁的环境，
裸线党支部在 1月 18日下午，组织全体党员

和入党积极分子义务劳动。

因 19日公司开始放假，很多员工群众在
18日做好盘点后都陆续下班，但是支部同志

们却坚守岗位，等待着义务劳动的号角吹响。
此次义务劳动主要是对工段主干道及部

分定置区进行规划，劳动中，同志们分工明
确，齐心协力，虽然辛苦，

但是同志们有说有笑
……时间在同志们的劳

作中慢慢流逝……不知
不觉，两个小时已经过
去，原本模糊的现场已然

清晰的展示在大家面前。
虽然耽搁了大家下班的

时间，但是同志们却没有
一点怨言。

通过此次义务劳动，

开启了支部新的一年工作

的号角，同志们纷纷表示，
要在党支部的带领下，落

实公司党委及上级的指示
精神，扎实推进支部各项

工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
新的一年！渊裸线党支部冤

辞旧迎新野画冶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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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电缆的质量控制是重中之重，必须确保高压
电缆百分之百合格。扇形股块绞制时，经常出现断根，
甚至整股拉断情况，股块合股时会出现“灯笼”状，股

块翘起不圆整，股块间缝隙大，牵引拉不动线芯等情

况，严重时难以合股，造成线芯报废、重投生产。
为此，分厂组织技术人员针对当前超高压电缆

股块及股块合股制作工艺所存在的不足，在 2022年

度成立“SUPEX”课题，旨在提高分割导体圆整度，从

原理和工艺方面入手，提出合理改进，确保分割导体

圆整度，进一步提高分割导体圆整度的稳定性。
通过原因分析，要因确认等制定五项措施，解决

分割导体圆整度问题：
一、原拉线机生产单线时，因设备退火问题，单

线伸率有波动，不能保证全部逸35%，在股块绞合时，

影响股块绞合成型。经将分割导体单线改成进口大

拉生产，保证单线伸率能 100%达到逸35%的要求。
二、生产分割导体股块时，原生产工艺是按照高

度和宽度进行压制，且是一个范围值。所以在生产不

同批次的分割导体股块，股块尺寸存在较大误差，导

致合股外径大小不一。通过拉丝定径，绞线定模，同
时在绞制过程中，规定正压模和侧压模的距离，这措

施能定型股块尺寸，解决股块大小不一的问题。
三、为了减少股块合股应力，整圆合股线芯，分

厂设计发明分割导体整圆装置，2021年 6月到 2022
年 5月最终完成分割导体整圆装置的设计，优化，并

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
四、分割导体合股接头是采用传统的绑头方法

制作接头，这种方法制作接头，会严重影响两端的合
股圆整度，接头未做好的情况下，合股圆整度无法保
证。通过改进接头方式，使用压接接头，解决两端圆

整度问题。

五、模具改进，1600A及以上分割导体合股使用
钨钢模并线，会出现轻微松股现象，将油尼龙模替换
钨钢模，解决轻微松股问题。

通过以上改进，分割导体合股外观圆整，无“梅

花状”，翘边，“炸开”等质量问题，保证产品质量。同

比 2021年绞制和成缆少产生废铜共 15吨左右，共
计节约金额 20万元；同时还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和提

高产品质量。2022年生产分割导体绞制工序无任何
报废及重投，这些无形的价值，为公司及分厂的节约

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渊总部一厂冤

野精益求精冶supex小组二等奖野提高分割导体圆整度冶课题成果展示

责任编辑 李 彤

2021年 6月

至 2022 年 5 月
公司束绞成品线

退线率在 27.21%
~40%之间波动，

平均退线率为
31.64%。基本为
三盘束绞成品线

中就有一盘退线
的风险。为了降

低束绞成品线跳
股造成的退线率

问题，分厂组织

束绞技术人员于

2022 年度成立
了裸线“超越”

SUPEX 小组，目
标是将束绞成品

线退线率减少
80%。

通过在“人、
机、料、环、法”五
个方面的要因分

析，小组制定了以下针对性措施：
一、针对束绞人员新老交替，年轻员工技术经验不足，技能水平参差

不齐的问题，通过现场演示培训、实操练习和经验总结，“手把手”提升组
员技术能力，强化技艺。

二、束绞机不同于绞线机，它是先束线再绞合的过程。跳股问题基本

出现在束线阶段。通过添加”束绞限位装置“，有效防止跳股问题。
三、放线张力大小对防止跳股至关重要。通过调节张力大小确保单线

放线，张力均匀一致。
之后小组又改进了“束绞限位装置”，增加小规格的限位装置以适应

大小规格束线的需求。并与 2022年 11月制定了工艺规定，规范限位装置
的使用。在活动过程中，退线率逐步降低，表明措施有效。退线率从活动前
31.64%降低到 1.39%，截止 2022年 12月暂无退线反馈。

裸线“超越”SUPEX小组的活动效果优异，成功解决了束绞成品线跳

股问题。每月减少了库存金额 13.14万元，该项生产问题的解决为公司降
本增效做出了贡献。 渊总部二厂冤

裸线野超越冶supex小组三等奖
野降低束绞成品线跳股问题冶课题成果展示

2023 年春季招聘以来，太阳电缆招聘新员工近 50
人。为了进一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近
期我公司正在组织最新一批入司员工进行新员工培训。

此次培训由公司各部门工作经验丰富的员工担任授
课讲师，培训内容涵盖公司入职军训、制度文化、安全教

育等方面。通过军训，帮助新员工提高执行力，消除隔
阂；通过对企业文化，规章制度的讲解，帮助新员工了解

公司历史与企业文化，增强员工认同感，提升员工价值，
快速融入公司；通过对电线电缆知识的讲解及安全教

育、产品介绍等讲解，帮助新员工对企业有一个更直观
的认识与了解。

通过此次培训，为新员工接下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大家纷纷表示会尽快融入太阳电缆这个大家

庭，为公司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渊人力部冤

青
春
无
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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