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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炬⾼新2022年
第⼀次临时股东⼤会顺利召开

撰⽂��|��林雁英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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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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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中炬⾼新召开2022年第⼀次临时股东

⼤会。

公司在任董事8⼈，出席4⼈，其中董事周艳梅⼥

⼠、余健华先⽣出席了现场会议，独⽴董事秦志华先

⽣、李刚先⽣通过⽹络视频⽅式参加会议。公司在任

监事3⼈，出席2⼈，监事郑毅钊先⽣、职⼯监事莫红

丽⼥⼠出席现场会议。董事会秘书邹卫东先⽣与全体

⾼管等出席了会议。北京⾦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

所相关律师⻅证了本次会议的合法和有效性。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依法召集，半数以上董事

共同推选周艳梅董事进⾏主持。股东听取和审议了

《关于调整2021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费⽤的议案》

《关于选举第⼗届董事会⾮独⽴董事》《关于选举第

⼗届董事会独⽴董事》《关于选举第⼗届监事会监

事》的议案，经现场投票及⽹络投票表决，通过上述

各项议案并形成决议。以累积投票的⽅式选举何华⼥

⼠、⻩炜先⽣、曹建军先⽣、周艳梅⼥⼠、余健华先

⽣、万鹤群⼥⼠为第⼗届董事会⾮独⽴董事，选举秦

志华先⽣、⽢耀仁先⽣、李刚先⽣为第⼗届董事会独

⽴董事。

中炬⾼新新⼀届董事会、监事会依法合规换届完

成，为实现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有效衔接、科学治

理、和谐运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会议现场�（摄影�|�林颖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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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本盘，顺应新常态
——西北⼤区豫东中⼼办2022年⼀季度经销商会议

撰⽂��|��杨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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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春暖花开之际，西北⼤区豫东中⼼办已成

⽴两年有余，为使经销商新⽼朋友能够更全⾯地了解美

味鲜公司，了解新的市场变化以及促进今后⼯作的良好

协同，豫东中⼼办于2⽉23⽇⾄24⽇，在历史悠久的周

⼝淮阳召开了第⼀季度经销商会议，此次会议主题为

“夯实基本盘，顺应新常态”。

在会上，豫东中⼼办吕主任对周商地区现有市场

竞争进⾏分析，针对现有的竞争形势就如何打造市场基

础盘提出看法和经验，与⼤家举例分享讨论永城市场的

突破⽅案；周⼝办杨主任针对⼩客⼾⼆次启动进⾏了培

训沟通以及相关案例分析，讨论并

指出今后的明确⽅案，落实⼤区提

出的“先⽣存、再发展”政策。会

上各位经销商团队成员积极提问，

与公司⼈员⼀同探讨解决问题，对

于今后业务合作、市场变化应对及

团队⼠⽓打造达成⼀致意⻅。会

末，西北⼤区闫经理对于本次会议

进⾏总结并对经销商团队进⾏的培

训，针对市场基本盘的打造，终端

⽹点盘点的开展，新⽹点开发及市

场份额的增加，闫经理进⾏了重点

讲解。

本次会议让经销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两⽀团队的

重要性，极⼤地增强了办事处和经销商队伍的合作信

⼼，提⾼了⼤家对厨邦品牌的⾃信⼼，对⼤家今后的团

队合作、市场开展、办事处管理给予更好的指导意⻅，

⼤家表⽰要紧跟公司步伐，紧跟⼤区、办事处节奏，做

好⾃⼰的市场，⼀步⼀个脚印，做到芝⿇开花节节⾼，

相信在办事处和经销商团队的共同作战下，⼀定能创造

属于厨邦品牌的蓝天！

会议成员合影�（摄影�|�丁颖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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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销品攻坚百⽇⼤会战，深度夯实市场基本盘
——⼴西⼤区开展⼀季度主销品攻坚“百⽇⼤会战”⾏动

撰⽂、摄影��|��罗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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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结束，⼴西⼤区各办事处、经销商相继复⼯复产，开⾜⻢⼒夺取新春“开⻔红”。

为了保障运营有序进⾏，确保销售业绩稳步增⻓，⼴西⼤区于2⽉22⽇启动“主销品攻坚百⽇⼤会

战”⾏动，集中⼈员、时间、精⼒加快推进主销品各品类薄弱规格模型化、标准化上架⼯作，为实

现新年⼀季度销售业绩“开⻔红”和圆满完成2022年加快主销品复苏、再创厨邦品牌新增⻓的双⽬

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西⼤区近年来⾼度明确的战略核⼼内容是“围绕主销品做好稳存量、促增量”。发⼒主销

品，深度夯实市场基本盘，充分发挥品牌头部产品光环效应，带动其它规格协同性发展，进⽽构筑

主销品矩阵化增量新格局。

桂林办攻坚⾏动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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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动⽬标。各办事处以

攻坚三个渠道为⽅向，以厨邦酱

油为⻰头的主销品核⼼品类，纵

向薄弱规格产品攻坚上架为着⼒

点，以两⽀队伍协同作战开展铺

市和动销动作为⼿段，达成⼤区

制定的主销品上架条码标准化总

⽬标。切实增强主销品由原来的

核⼼单⼀规格增量向⼀个品类整

体矩阵化增量转型的系统性。本

着市场优势、均衡发展、全⼒推

进的原则，⼒争⽤⼀百天实现终

端主销品条码上架标准化、陈列

模型化、动销多样化的新变化。

聚焦⽀持重点。本次百⽇攻坚⾏动，⼴西⼤区充

分考虑各⽚区市场差异化的实际，⿎励各办事处从⾃⾝

优势出发，有序进⾏产品的开发、补充上架⼯作，不搞

指标均衡化和“⼀⼑切”。各办事处以单个经销商为单

位，按照分级分类的管理办法仔细盘点市场基本⾯，提

出⾃⼰的阶段“⼩⽬标”，循序渐进推进。

本次⾏动的创新在于采取“选点爆破”⽅式，⼴

撒⽹、多布点，化整为零多增加⼩阵地，再逐步缩⼩

“包围圈”，筑点连线形成⽹格。

建⽴⻓效机制。⼴西⼤区聚合办事处、经销商两

⽀队伍，结合“两⽀队伍PK”、“红牌检核作战”和

“带线指导”三类协同推⼴动作围绕主销品开展攻坚⾏

动。⼀边开展铺市上架⼀边开展动销活动，真正实现两

⼿抓、两⼿硬。⼤区联动⼀盘棋，办事处联动⼀盘棋，

经销商联动⼀盘棋，⼒争⽤⼀年的时间全⾯提升⼴西市

场主销品薄弱规格销量占⽐，提升增量的质量，打造坚

不可摧的主销品终端矩阵化陈列模型，确保销售的⻓期

稳定增⻓。

强化考核评⽐。⼴西⼤区将对此次“主销品攻坚

百⽇⼤会战”⾏动进⾏专项评⽐活动，给予⼯作成效突

出、项⽬指标完成进度前三位的办事处及经销商⼀定奖

励，并将⾏动期间责任⼈营销项⽬结果纳⼊营销⼈员季

度综合绩效考评范围，激励全体营销⼈员⿎⾜⼲劲、⼒

争上游。

“没有过不去的⽕焰⼭，没有过不去的通天

河”。当前，实现厨邦品牌新增⻓的硬仗已经到了最关

键的攻坚时刻，各办事处各经销商靠的是意志，拼的是

精神，搏的是勇⽓，为夺取2022年销售圆满胜利凝⼼

聚⼒。

河池办攻坚⾏动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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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打基础，奋勇拼搏迎新机
——西北⼤区豫西办洛阳市场拉练活动

撰⽂��|��李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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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春意渐浓，⼀股新⽣⼒量⽇益强⼤，在泥⼟中

破壤，在枝头上抽芽，在经历寒冬后，万物复苏，迫不

及待的展现出勃勃⽣机。春⽇，便是⽣机的代名词。

2-3⽉，在西北⼤区闫经理统筹指导下，各办事处

积极开展“分级上架打样板，⼤区联动促动销”主题铺

市活动，通过⻔店分级盘点，产品组合上架，持续夯实

基本盘，打响春耕⾏动的第⼀战！

销售市场要如同这春⽇蓬勃⽣机才能引⼈注⽬。

不是每粒种⼦都能发芽，也不是每个枝头都能开花，竞

争⽆处不在，但竞争激发着⽣机和活⼒。于是在这3

⽉，豫西办组织全部⼈员来到洛阳城，组织团队拉练，

带动市场活⼒。

凝⼼聚⼒打基础。由于洛阳市场基础较弱，针对

BC渠道，结合⼤区统筹活动指导，豫西办确定了以多

个重点新品多品类组合上架的铺市⽅案。铺市前办事处

及经销商全部⼈员召开动员会，确定铺货⽅案细节，铺

市奖励、线路划分等。办事处整体统筹铺货各项事宜，

兵分三路，成⽴铺市群⽐拼，每天线上进⾏会议总结，

凝聚⼚商⼒量，在洛阳市场持续将市场基础做实做深。

奋勇拼搏迎新机。当⼀群穿着厨邦⼯装，戴着厨

邦围裙的⼈穿过⼤街⼩巷，把美味的厨邦调味品摆上货

架，绿格⼦舞动，⼼也在舞动。他们不把困难挂在嘴

上，踏实⼲好每⼀件事，不因吃了闭⻔羹⽽灰⼼，以饱

满的热情拜访下⼀家客⼾，不抱怨，不退缩。豫西办的

每⼀个⼈都在以饱满的热情拼搏。于是可以看到，⽹点

在不断增加，品项在不断上架，货架贴、价格贴、产品

摆放等每⼀个细节他们都争取做到最好。⽇出⽽作，⽇

落⽽归，每天的铺货是⾟苦的，但每天晚上会议总结

时，每个⼈的脸上却都洋溢着⾃豪的笑容。市场没有变

得更容易，但因为美味鲜⼈的拼搏，孕育出洛阳市场新

机。

凝⼼聚⼒打基础，奋勇拼搏迎新机。信⼼⽆论何

时都最为重要，通过洛阳市场集中拉练，⼚商⼠⽓⾼

涨，带教了经销商市场运作⽅法，提升了洛阳市场整体

表现⼒。

⼀夜伏案做表，春⾬袭来，突闻暗⾹阵阵，困惑

当头，寻味望去，窗外泥⼟芳⾹不⽌，枝头樱花朵朵，

⾬中更显娇艳，⼀袭春⾊在⾬夜中顽强⽣⻓，待⽇出之

时，春⾊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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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厨邦⼤礼包，精准对接内购会
——西北⼤区许昌办开展厨邦产品内购会

撰⽂��|��崔鹏博����摄影�|�沈姿理�

营
销

动
态

PART 2

疫情反复、竞争加剧，业务团队、经销商团队⾯

临着新的挑战。⾯对当下市场现状，西北⼤区闫经理提

出市场动作均要以“动销”为核⼼开展，办事处协同经

销商集思⼴益，平顶⼭屹⽴商贸潘总率先落实⼤区动销

理念，执⾏“厨邦⼤礼包内购会”惠⺠⾏动，为品牌推

⼴、产品动销打开新销售局⾯。

⼀、⾝先⼠卒，精准对接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潘总亲⾃带队，许昌办业务

主管紧密配合，直接对接各⼤超市店⻓针对合作细节进

⾏洽谈，由于活动策略切合商超系统拉动销售的思路，

双⽅⼀拍即合、精准对接。

⼆、群策群⼒，⾼效执⾏

夫战，勇⽓也。许昌办崔主任亲⾃带

队，办事处全员参与，协同平顶⼭屹⽴商贸

潘总及业务团队打响平顶⼭市“厨邦⼤礼包

内购会”第⼀枪。办事处及经销商⼈员分⼯

明确、各司其职，⾼效启动第⼀场内购会，

并得到商超⻔店的充分认可，成为⼀个好的

开端。

三、绿格舞动，闪耀鹰城

随着第⼀场活动成功开展，南阳区域魏经理亲临

现场指导，令其他⻔店后续洽谈执⾏也更加顺利、连战

连捷。同时启动平顶⼭市区域近⼗场内购会，平顶⼭屹

⽴商贸库房⼤礼包分装也是格外⽕热，对⽐商超⻔店各

处陈列的厨邦⼤礼包堆头，交相呼应，厨邦绿格⼦闪耀

鹰城，为厨邦品牌推⼴及市场推进打下坚实的基础。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困难多。⾯对多变的

市场环境，许昌办两⽀队伍按照“动销”为核⼼落实市

场动作，将持续夯实基本盘，为厨邦品牌增光添彩！

营销⼈员分拣厨邦⼤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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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有吉，⻓春常春
——记吉林省疫情中的美味鲜营销团队
撰⽂、摄影��|��解宁

PART 2

营
销

动
态

美味鲜公司⿊吉⼤区重点关注的城市之⼀吉林

市，位于吉林省东部，是⼀座幸福指数很⾼的城市。这

⾥的⼈们热情⽽质朴，他们喜欢放慢⽣活的节奏，静⼼

体会这座古⽼城市的烟⽕⽓。

可是，2022年3⽉，⼀条疫情爆发的新闻打破了吉

林这座城市的平静。

本轮疫情病毒株为奥密克戎变异株BA.2进化分

⽀，它⽐奥密克戎原始毒株传播⼒更强，传播速度更

快。同时，此次疫情发⽣时间正值春季开学期间，加快

了疫情的传播和扩散，使得疫情迅速蔓延⾄整个吉林

省。这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春天，抗击疫情注定是充满

艰⾟与汗⽔的。

⿊吉⼤区在得知疫情初现的时候，就对吉林省给

予了重点关注。第⼀时间联络了吉林省内的办事处主

任，对辖区员⼯进⾏每⽇健康情况通报，关注⼤家的健

康安全。紧接着，⼤区和各个经销商确认到货情况，对

接是否可以正常配送⾄终端。同时，⼤区经理紧急发布

了疫情通告，告知每⼀位业务同事疫情期间的注意事

项。

曾经在⽹上看到这样⼀个问题：如果给你⼀个⼿

机和Wi-Fi信号，有充⾜的⻝物和合适的温度，在⼀个

房间⾥，你能待多久？没想到现在竟发⽣在我们⾝上。

不过这也难不倒我们，由吉东区域孙经理和⻓春区域李

经理牵头，组织各办事处进⾏运动线上打卡活动，设置

了团队和个⼈的评⽐奖励，把⼤家争强好胜的劲头转移

到运动上来，在区域内掀起了⼀阵居家运动⻛潮。

由于疫情管控，营销⼈员不得不居家办公，这给

市场⼯作带来了巨⼤的困难。但是，退缩从来不是我们

美味鲜⼈的性格。我们每周召开数次视频会议，期间不

仅确定了⿊⻰江、吉林两省的调价策略、业务员⼯考核

⽅案等，同时基础性的培训⼯作也没有落下，特别是由

绥化办刘主任主导的提案管理的培训⼯作，解决了⼀直

以来困扰业务员们提案质量不⾼的问题。

没有过不去的冬天，也没有来不了的春天，⽓温

已经回升，绿树已然发芽。虽然吉林省的疫情还没有结

束，但是我们坚信，疫情很快就会过去，接下来的⽇⼦

会是明媚的好天⽓。

我⽣于这⾥/如今回归这⾥

我体验着这座城的/春夏秋冬

她会好起来的/我们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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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美味鲜调味⻝品有限公司
全⼒⽀持⽕炬开发区抗疫⼀线

3⽉22⽇，⼴东美味鲜调味⻝品有限公司向中

⼭市红⼗字会定向捐赠价值8万元的物资，向奋战在

⽕炬开发区抗疫⼀线的⼯作⼈员致以诚挚的慰问。

⾃3⽉18⽇⽕炬开发区突发疫情以来，美味鲜公

司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态势，第⼀时间承担起企业疫

情防控的主体责任。在做好⾃⾝疫情防控、保障⽣

产经营的同时，积极组织志愿者服务队、捐赠物

资，⽀持政府疫情防控各项⼯作。

⾃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中炬⾼新及旗下各⼦

公司，累计捐赠物资超过200万元，其中为⽕炬开发

区定向捐赠价值66万元的防疫物资⼀批，积极践⾏

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贡献企业⼒量。

相信在中⼭市委市政府、⽕炬开发区的科学防

控部署下，疫情攻坚战⼀定能够迅速取得胜利，各

企业、单位恢复正常的⽣产、⽣活秩序。守得云开

⻅⽉明，继续奏响春天的乐章！

撰⽂��|��巩彤

美味鲜公司捐赠价值8万元的物资�（供图�|�巩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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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有我
记中炬⾼新⽀援⽕炬开发区疫情防控

撰⽂��|��徐婷

中炬⾼新作为⼀家具有⾼度社会责任感的公司，

在做好⾃⾝疫情防控⼯作的同时，积极⽀持政府的疫情

防控⼯作，公司⾃主组织了志愿服务队，⽀援⽕炬开发

区的疫情防控⼯作。3⽉22⽇，中炬⾼新13名员⼯组成

志愿服务队，9名志愿者前往津美幼⼉园检测点，4名志

愿者前往滨江公园检测点⽀援。

⾝穿蓝⾊防护服的志愿者⾛到疫情防控的⼀线现

场，经过集中的培训就⽴刻上岗，按分⼯各尽其责。

秩序协管志愿者在第⼀道岗位，引导候检⼈员井

然有序地进⼊核酸检测点。烈⽇当头，志愿者们耐⼼提

醒道：“请打开最新鲜的粤康码”“出⽰您的粤核酸

6”“⼩朋友你扫码了吗？”“请保持⼀⽶距离，请按

线站好”……

采样助理志愿者除了负责物资补给，还是医⽣的

得⼒助⼿，数棉签，拆取样棒，酒精消毒样样精通。

⽕炬开发区从3⽉18⽇实施临时管控开始，已经开

展了多次核酸检测，3⽉22⽇⼤家怀着迫切解封的⼼

情，提着劲，拼着速，从紧快速，在14点前完成了

3190⼈次的核酸采样任务。

战“疫”有我，中炬⼈⼼怀⼤爱，不畏挑战，为

争取疫情防控⽃争的胜利贡献⼒量。

守护⼤家健康安全，我们是最棒的志愿者�（供图�|�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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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公园检测点志愿者�（摄影�|�雷梦玲） 做医⽣的好助⼿�（摄影�|�林虹）

志愿者协助测量体温、维持秩序�（摄影�|�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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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技术升级改造扩产项⽬（⼀期）
环保验收专家评审⼯作顺利开展
撰⽂、摄影��|��⻩露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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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3⽉15⽇，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组织召开了美味鲜

中⼭⼚区技术升级改造扩产项⽬竣⼯环境保护验收专家

评审会，验收会由建设单位、服务单位、监测单位及两

名专业技术专家组成验收组。

验收由现场评审和⼯作汇报两部分组成，在现场

评审环节，验收组查看了⽣产现场，检查了污染防治设

施建设运⾏情况，核查了相关技术资料。随后，环保⻋

间负责⼈代表公司向与会专家介绍了公司概况、项⽬建

设及环保措施落实情况，两名专家结合现场勘查情况对

环保验收监测报告进⾏了专业评审，并提出了宝贵的报

告修改建议及现场完善意⻅。

经过论证和核实，验收组认为，美味鲜公司环保

建设⼿续⻬全，能够严格落实环保“三同时”，环保设

施运⾏正常，污染物达标排放，⼀致同意通过竣⼯环保

验收。

本次环保验收专家评审⼯作的顺利开展，⻅证了

中⼭⼚区技术升级改造扩产项⽬整体⼯程竣⼯环保验收

⼯作更进⼀步，为公司后续扩产发展在环保⽅⾯提供了

有⼒⽀撑。

⼯作汇报现场



PAGE 

16

美味鲜公司加⼊⽕炬开发区交通安全宣讲联盟
并开展交通安全培训

撰⽂��|��曾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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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市公安局《关于传发全市公安机关“春季攻坚”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动⼯作⽅案的通

知》及⽕炬开发区道路交通安全联席会议要求，按照市委“转作⻛、再出发、开新局”的统⼀部署

及全⺠参与交通的要求，美味鲜公司积极响应并加⼊⽕炬开发区交通安全宣讲联盟。3⽉11⽇，安全

管理部曾向雪被中⼭交警聘请为中⼭市交通安全⽂化传播公益宣讲联盟讲师。

3⽉14⽇上午，美味鲜公司安委会组织了第⼀场交通安全课，各部⻔安全相关⼈员共82⼈参加了

本次培训。本次培训重点对交通事故的危害、电动⾃⾏⻋管理规定、4⽉1⽇开始实⾏的交通安全记

分办法等进⾏阐述，市交警⽀队、市电视台同时到宣传教育点进⾏采访报道。

培训结束后，安委会要求各部⻔安全员进⾏转培训，向部⻔员⼯传递“遵章守纪、⽂明出⾏”

的理念，提⾼全体员⼯的交通安全意识，达到⼈⼈参与交通、共同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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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邦公司酱油⼚质量管理团队
荣获“阳江市⼱帼⽂明岗”称号
撰⽂��|��李洁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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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阳江市召开市妇联七届六次执委会暨纪

念“三⼋”国际妇⼥节112周年⼤会，对全市范围内的

4个集体颁发市级“⼱帼⽂明岗”荣誉称号。该奖项旨

在引导各⾏业⼥性职⼯提升职业素养、创造⼀流业

绩，为把阳江市打造成沿海经济带的重要战略⽀点和

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滨海城市贡献⼱帼⼒量。

经过县、市两级筛选，⼴东厨邦⻝品有限公司酱

油⼚质量管理团队从众多集体中脱颖⽽出，成为唯⼀

⼀个以企业团队⾝份获得的市级“⼱帼⽂明岗”荣誉

称号集体。

厨邦酱油⼚质量管理团队现有14⼈，其中⼥员⼯

11⼈，占⽐78.6%，她们是⼀⽀团结互助、积极上

进、敢于挑战、专业技术过硬的团队。

团队始终以国家法律法规、⾏业规范和岗位职责

为标准，严格按照公司“质量第⼀、安全⾄上”的管

理理念，充分调动⽣产⼀线员⼯的⼯作积极性，以提

升岗位技能和提⾼岗位效益为重点，以⽣产出超出顾

客期待的好酱油为⽬标，从岗位技能训练、过程管理

优化、质量浪费排除等多个⽅⾯不断钻研，为打造企

业百年品牌奠定良好基础。

此项荣誉的获得，是对厨邦酱油⼚质量管理团队

⼯作的⾼度认可和肯定，更是激励⼤家昂⾸前⾏的巨

⼤动⼒。未来，团队会再接再厉，继续发挥“⼥性能

顶半边天”的作⽤，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效的合

作、更科学的管理，为公司发展、为阳西县经济繁荣

进步作出更⼤的贡献。

厨邦酱油⼚质量管理团队⼥员⼯合影�（摄影�|�梁碧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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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邦公司与岭南师范学院
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仪式

撰⽂��|��司徒奕威����摄影��|��梁碧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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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上午，⼴东厨邦⻝品有限公司与岭南师范学

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仪式在厨邦公司举⾏，美

味鲜阳西⽣产基地负责⼈胡锋与岭南师范学院⻝品科学

与⼯程学院党委书记邱⻜作为双⽅签约代表，就⼈才输

送、产学研合作签订了战略协议。⼈⼒资源部⾼级经理

任叶林、岭南师范学院⻝品科学与⼯程学院副院⻓王标

诗、胡⼩军等⼀同出席了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过后，双⽅就《战略框架协议》的具体事

项进⾏了深⼊交流。双⽅在联合建⽴⼈才培养基地、专

业技术交流、产品合作研发等⽅⾯提出了设想并进⾏了

探讨。在⼈才输送⽅⾯，双⽅均表⽰要深化⼈才输送⽅

式，根据企业对⼈才的要求，发挥学校专业师资团队的

优势，充分利⽤企业在⾏业中的实践经验，定期定向输

送优秀学⽣到企业学习，做到以点带⾯吸引更多学⽣毕

业后进⼊企业。同时，加强教师队伍与企业技术团队之

间的交流，以提升企业技术团队的前沿理论⽔平，也便

于教师团队了解企业⾏业共性研究课题等，从⽽实现合

作共赢。

此次双⽅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为校企合作提供了更

⼤的合作前景和平台，对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校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现场

参与签约仪式⼈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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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炬精⼯
召开疫情防控及安全⽣产⼯作专题会议
撰⽂、摄影��|��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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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际、国内新冠疫情形势严峻，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及安全⽣产⼯作，3⽉14⽇上午，中炬精⼯总经理李东

河组织召开疫情防控及安全⽣产⼯作专题会议，公司中层以上⼲部及各部⻔专责⼈参加了会议。会议上，李东河总经

理传达了市、区、集团的最新防疫指⽰精神并分析了当前的防疫形势。随后，安委会报告第⼀季度公司安全⽣产⼯作

情况，李东河总经理就报告内容，对下⼀阶段安全⽣产⼯作重点作出指⽰。

最后，李东河总经理强调：在我国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背景下疫情防控、安全⽣产两⼿抓。各部⻔负责⼈要

主动担起防控疫情和安全⽣产两⼤责任，精准按下⽣产的“安全键”，保障公司顺利达成今年的⽣产经营⽬标。

中炬精⼯总经理李东河组织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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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们，节⽇快乐

“联谊互动�创赢贵州”
——西南⼤区贵阳办与翔集公司联谊活动

“我爱我家，共创绿⾊家园”阳西⽣产基地第⼆届植树活动
圆满举办

⼭寺⻛铃始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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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们，节⽇快乐

春⻛和煦，阳光明媚

暖意浓浓的春⽇

我们迎来了第112个

“三⼋”国际妇⼥节

中炬⾼新集团

特推出了系列暖⼼活动

向集团⼥员⼯们送上节⽇祝福

芳华⾃在，笑靥如花

说的必须是我们中炬的⼥神们

快快跟上我们的脚步

感受⼥神们的喜悦吧

PART 

21

撰⽂��|��袁倩玲

活⼒中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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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节“淇”遇

宠爱你，“美”有道理

厨邦酱油⽂化博览馆推出的

拍照打卡，酱油冰淇淋免费吃活动

受到了⼥神们男神们的喜爱

纷纷前来拍照留念了呢

后勤饭堂

也贴⼼地为⼥神们准备了

“贵妃糖⽔”

就问你甜不甜！

每⼀天都是值得庆祝的⽇⼦

但今天更特别⼀些

是属于我们⼥同胞的节⽇

但也别忘了感谢

来⾃男同胞们的温暖哦~

活⼒中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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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炬

“联谊互动�创赢贵州”
——西南⼤区贵阳办与翔集公司联谊活动

撰⽂、摄影��|��杨汝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3⽉8⽇，西南⼤区贵阳

办联同经销商翔集公司在桃花岛⽣态园隆重举⾏了

2022年度联谊活动，双⽅的负责⼈、业务员以及员⼯

家属四⼗多⼈欢聚⼀堂。�

⼀曲旋律欢快，歌词阳光的《嘻笑⾦⻰》拉开了

活动的序幕。全体员⼯积极参与热⾝活动，现场⽓氛活

跃，让⼤家放松⾝⼼。⼏轮游戏后，⼤家已经熟络下

来，朝⼣相处的同事间默契更进⼀步。

活动结束后，西南⼤区贵阳办杨主任与翔集公司

李总分别发表讲话，两位领导表达了对全体员⼯的感谢

与祝福，过去取得的成绩是全体员⼯共同努⼒的成果，

希望⼤家今年再接再厉，⼚商合⼒，共创美好的未来。

最后，杨主任为游戏⽐赛中获得冠军的同事进⾏颁奖，

⼤家纷纷⿎掌庆贺，喜悦之情溢于⾔表。

俗话说，单丝不成线，独⽊不成林！同样的⼀块

铁，可以锯融消损，也可以百炼成钢；同样的⼀⽀队

伍，可以碌碌⽆为，也可以成就⼤业，团队中有各种⻆

⾊，每个⼈都要找准⾃⼰的位置，因为没有完美的个

⼈，只有完美的团队。

本次联谊活动充分展现了双⽅公司团结、活⼒的

精神⻛貌，加强了⼚商员⼯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增强⼚

商团队的凝聚⼒，提升了团队间的团结协作能⼒和更好

地为商家与客⼾服务的意识。活动中⼤家深深体会到，

⼀个⼈的⼒量是有限的，⼀个团队的⼒量是坚不可摧

的，团队的成功需要每⼀个成员的共同努⼒。



活⼒中炬

“我爱我家，共创绿⾊家园”
美味鲜阳西⽣产基地第⼆届植树活动圆满举办

撰⽂��|��杨志强����摄影��|��叶其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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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草⻓，⼜是⼀年植树好时节。

正值植树节到来之际，进⼀步优化⼚区绿化环境，

增进员⼯的交流，3⽉11⽇上午，阳西⽣产基地举办了

第⼆届以“我爱我家”为主题的植树活动。

在去年活动中，基地共计栽种⻰眼树、芒果树和番

⽯榴树33棵，经过⼀年时间⻛⾬的洗礼及公司精⼼的养

护，果树⻓势喜⼈。今年，在基地总监的带领下，公司

党员和各部⻔核⼼⻣⼲挥铲埋苗、填⼟浇⽔，合⼒栽种

荔枝树苗13棵和⻩晶果树苗11棵，为⼚区的蓬勃⽣机注

⼊了新的希望。

经过⼀番热⽕朝天的劳动，虽然⼤家都汗流浃背，

但看着⼀排排新栽果树苗在春⽇⾥迎⻛挺⽴，眼前仿佛

也涌现出了茁壮成⻓、硕果累累的繁茂景象，⼤家满⼼

欢喜地期待着劳动果实，⼼⾥全是满满的成就感，谈笑

间让⼀直处于疫情防控紧张状态的⼯作和⽣活得到了⼀

丝放松与休整。

本次植树活动，⼤家团结协作，共同美化了⼚区环

境，为创建绿⾊、和谐的家园贡献了⾃⼰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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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欣赏

山寺风铃始盛开
撰⽂、摄影��|��叶其媛

周⽇，晴天。

昨晚跟先⽣约好，今早去⼤垌⼭踏⻘。⼤垌⼭是

我们这边⼀个有名的景点，离在县城西郊⼏公⾥远，有

⼀座净业寺，⾹⽕⿍盛。印象中那边的⼭上种满了⼩⻩

花。

早起洗漱后，把⾐服放到洗⾐机转悠，就跟先⽣

出⻔踏⻘去了。街道边上的早餐店都“磨⼑霍霍”只待

客来，卖菜摊主在路边尽情吆喝，左邻右舍或吃早餐或

买菜回家煮饭，⼈来⼈往，喧闹⽆⽐，⼀⽚⼈间烟⽕⽓

的景象。

去到⼤垌⼭，远远就看⻅⼭上亮⻩⼀⽚，还有⼀

间寺庙露于其中，正所谓⼭寺⻛铃始盛开。起初我并不

知道这⼀⽚花朵名为⻩花⻛铃⽊，⼀直⼩⻩花⼩⻩花地

叫着，后来在⼀位友⼈的分享才得知，也是友⼈提醒才

意识到南⽅早春已到。⼀直⽣活在⼴东，对于春天的到

来没有敏锐的感知。不像诗⼈⽩居易“⻓恨春归⽆觅

处”，在春意渐浓之际，我找到了春天的痕迹，觅得春

迹的时间不同，但我跟他⼀样是幸运的。⻩澄澄的花朵

如⻛铃⼀样挂在满枝头，随⻛摇曳，偶尔会落下⼏个⼩

⻩花妆点⼤地，为这个春天增⾊添⾹。

⻩花⻛铃⽊是⼀枝独秀的，树⽪裂纹深刻，枝条

伶俐分明，树叶稀疏点点，但花团锦簇，灿烂明艳，成

林不拥挤，独⽊不孤单，⾃在花开，坦然花落，像是⻩

花⻛铃⽊发⾃内⼼的⾃得⾃洽。春天它朝⽓蓬勃，到了

秋天⽣命⼒也丝毫不减，在⼀派枯枝落叶中，只有它枝

繁叶茂，郁郁葱葱，蕴含⽆限⽣机。它没有迎合四季变

化，附和其他植物伤春悲秋，它在天地之间，⾃由悠然

地⾛在⾃⼰的时区⾥，极致绽放、韧性⽣⻓。

南⽅天⽓热，虽说是春天，但是⽪肤感知的温度

已经是妥妥的夏天。我跟先⽣顺着楼梯⾛上⼭头，两⼈

⽓喘吁吁，⾐衫半湿。还好春⻛徐徐，没有⼗分闷热。

我俩听着附近其他踏⻘⼈的絮语，静静地看着这⼀⽚⻩

花⻛铃⽊林。湛蓝、明⻩、碧绿、⽩净，天上⼈间在眼

前呈现了⼀幅⾊彩浓烈的油画。我们既是看景的⼈，也

在此景中。

从这边楼梯下去，再从另⼀边楼梯上去，⼜是⼀

间寺庙。之前我跟同学在这⾥拍过⼀组图⽚，同学摄影

技术⾼超，那组图⽚是我穿着同学⾃制的盔甲、拿着⼸

箭拍的，⾄今记忆犹新。我偶尔还把照⽚找出来⾃恋⼀

下，感觉⾃⼰像⼀个征战沙场的⼥将军。到此刻，免不

得让先⽣给我拍照，奈何先⽣技术不佳，被我叨叨了⼏

句之后，耐⼼听我讲解构图的⻩⾦⽐例。我说今⽇踏春

变成了他的摄影采⻛，他笑。我也在这⾥给先⽣拍了⼏

张我觉得很满意的图⽚。同⼀个取景，不同的时间，不

同的两个⼈，时间以特别的⽅式留下它的脚印，就像春

天会过去，⽽这些情感是⻓久的。

下来的时候正好有⼀位⺟亲带着⼀个孩⼦往上

⾛，我顺⼿拍了下来。⺟⼦两⼈顺着左边⻓⻓的楼梯向

上攀爬，⽬的地是右边的寺庙。有⼈踏春为花来，有⼈

⼀⽚诚⼼朝圣。



抗击疫情抗击疫情
中炬高新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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