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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黄燕萍）

10 月 29 日，温州德力西集团有

限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工作会议在

总部二十楼会议室举行。集团执

行副总裁张永、集团高级副总裁

郑元尉和各中心、各企业负责人

参加会议。

会上，各中心负责人通报了

今年前三季度的工作情况及第四

季度的工作计划，各企业负责人

汇报了本企业前三季度的经营情

况。前三季度，面对原材料上涨、

用工成本增加、市场竞争加剧等

压力，各企业加强精益生产管理、

扎实推进新产品开发、加强新产

品推广及市场服务，帮助经销商

提升市场拓展能力等，各项经营

指标都呈现稳步增长。

濮阳市书记宋殿宇
考察德力西

本报讯（记者 德宣）

10 月 17 日，河南省濮阳市

书记宋殿宇一行莅临德力西

参观考察，集团董事局主席

胡成中热情接待客人们。

宋殿宇一行参观了集团

展示体验中心和生产车间，

胡成中详细介绍了企业发展

历程和近期发展情况。宋殿

宇十分钦佩德力西取得的成

绩，并对公司热心公益事业

的举措表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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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满意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记集团 2017 年度金牛奖员工杜海涛  记者 / 叶彬克

杜海涛是乌鲁木齐汽车站的站长。工作以来，

他以饱满的激情、认真的态度，努力进取，得到

了乘客和同事的一致好评。

杜海涛一贯强调人性化的和谐管理。他带领

同事在车站设立了咨询服务台、残疾人专用通道

等，为旅客提供便民行李车、班车信息、手机充

电站、便民地图、便民箱等十多项服务设施。近

年来，他把新技术运用到日常服务中，使旅客享

受到了更多优质服务。有一次，顾客反映购票速

度太慢。杜海涛带领团队攻关，率先在全疆使用

微信售票系统。旅客只要用微信“扫一扫”即可

购买车票 , 极大地提高了乘车的便利性。此外，

他还推动实行了联网售票、代售票，行包联网配

货，全天候电脑监视系统、智能消防预警系统、

检票系统等，全过程监控运输管理，有效保障了

乘客们的乘车安全。

“客户满意就是我努力的方向。”杜海涛表

示，他将继续努力，提高客户服务体验。金牛奖员工杜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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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冰洁）10

月 31 日，德力西集团人民武装

工作会议在工业园召开。乐清市

委常委、市人武部政委许永楠出

席会议并讲话，集团执行副总裁

张永，集团党委书记、人武部部

长陈建春和来自集团各个成员企

业相关武装工作的员工 60 余人

参加了会议。

会上，集团执行副总裁张永

在致辞中表示，集团将加大对武

装工作的支持力度，增进军民团

结，推动企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后

备力量建设协调发展。集团党委

书记、人武部部长陈建春分别从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尼彩）10 月 19 日上午，

由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和广西南丹县政府支

持，德力西电气援建的

广西南丹希望小学在南

丹县城关镇四山村正式

揭牌。南丹县教育局、

共青团南丹县委、德力

西电气相关负责人、志

愿者及媒体记者参与了

此次活动。

此次由德力西电

气资助建设的原四山小

学位于广西河池市南丹

县，学生以壮族、瑶族

等少数民族为主。由于

山区发展相对落后，村

民们普遍选择外出务

工，很多正值学龄的孩

子都是留守儿童。学

校之前只有一栋修建

于 1987 年的教学楼，

砖混结构的建筑历经风

雨，已成危房。两年前

得到消息后，德力西电

气相关负责人迅速和广西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取得联系，成立了专

门的项目组。通过各方通力配合，

德力西电气投入 40 万元新建了

3 层宽敞明亮的教学楼，精心设

计并改建了阅览室，扩建了操场，

为孩子们丰富心灵、强健体魄提

供了场所，极大改善了全校师生

的求学和工作环境。

揭牌仪式上，南丹希望小学

校长黄学年感动地说：“孩子就

是我们的盼头。今天听见孩子们

在明亮的教室里晨读时的琅琅书

声，我心里真的很激动。我希望

孩子们都记得今天，要把今天的

兴奋和感动都变成勤奋成才的动

力，将来也能回馈社会。 ”

“党管武装、军民融合”、“形

式多样、注重实效”、“创新活

动、军民共建”等方面介绍了集

团武装工作的情况。民兵队长徐

海波代表全体退伍老兵及预备役

人员宣誓，将退伍不褪色，永葆

军人意志。

最后，乐清市委常委、市

人武部政委许永楠发表讲话。他

高度评价了德力西集团的武装工

作。他指出，德力西集团武装工

作一直走在全市的前列，具有将

党管武装工作与企业建设相结

合、国防知识宣传与企业文化宣

传相结合、提升民兵战斗力与培

养民兵专业技能相结合的特色，

以及具有做法好、活动丰富，制

度好、上行下效，任务好、定向

完成，作用好、发挥实效等几个

优点。他强调，今后德力西的武

装工作要增强组织能力，建强企

业武装工作；找准结合点，丰富

国防教育和思想文化教育内容；

强化管理，确保武装工作有效

落实。

德力西集团十分重视武装工

作，自 2004 年成立武装部以来，

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出色完成了

全省国防教育现场会等任务，获

得全国国防教育突出贡献奖。

温州德力西前三季度
经营指标稳步增长

郑元尉点评了前三季度的经

营业绩，对第四季度的工作提出

了要求。他肯定了温州德力西前

三季度取得的业绩，要求各企业

做好团队建设，增强团队凝聚力，

撸起袖子加油干，争取各项工作

再上新台阶。

张永在总结讲话时分析了前

三季度的运营情况，提出了第四

季度的工作目标。他强调，各企

业要把握发展机遇，加快新品开

发，增强发展后劲；要有效管控

质量，强化责任担当，限期落实

整改措施；要对照标杆，加强学

习，找准管理的方法和技巧，全

面提升管理水平，确保完成董事

局确定的经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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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恒）近日，集团打

假办配合山东省济南市

天桥区公安局在济南市

成功破获一起公安部挂

牌集群战役案件，涉案

总金额达两百多万元。

今 年 三 月 份， 打

假人员配合执法部门在

江苏省灌云县查处了一

起制售假冒德力西产品

大案。集团打假办五个

月内多次前往山东、江

苏调查取证，反复筛查，

最终锁定济南市一家名

为“山东世纪恒泰”的

公司。经查，该公司刚

刚将大批假冒产品售往

济南市历城区一楼盘。

8 月 27 日，经过

严密部署，集团打假办

配合山东济南天桥区公安局执法

人员，兵分两路，分别对山东世

纪恒泰有限公司和涉案的楼盘进

行了突击检查。果然，在该公司

现场发现大量假冒德力西产品。

而小区楼盘内 PZ30 配电箱中使

用的 28198 只德力西产品均为

假冒伪劣产品。目前案件仍在进

一步调查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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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召开
人民武装工作会议

乐清多部门联合
调研德力西

本报讯（记者 叶彬克）

10 月 10 日，乐清市经信局、

发改局、财政局、国土局等

9 个部门人员组成的调研组

莅临德力西，调研企业减负

情况。集团高级副总裁胡成

虎等接待了客人们。

座谈会上，胡成虎感谢

各部门一直以来对德力西的

支持和帮助。并介绍了德力

西发展近况。调研组领导表

示要想方设法助力企业健康

发展。 

“沪杭杯”友谊赛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本报讯（通讯员 本报讯 邬亚男）

10 月 20 日，德力西第八届

“沪杭杯”篮球、足球友谊

赛在杭州举行。

下午 1 点，随着裁判员

的一声哨响，双方篮球队员

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大家全

力投入、认真拼搏，经过 2

小时的比赛，最终杭州德力

西队以 49：46 战胜了上海

德力西队。同时，足球比赛

也激情上演，最终，在场下

啦啦队的呐喊声中，上海队

把握机会，以 4：3 的比分

结束了比赛，获得了这场足

球联谊赛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