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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浙江省诚信经营示范单位 专栏主持人院魏东 电话 13858158920

浙江海奕鼎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海奕鼎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是一家新晋的综合类销售贸易公司。经

营范围包括家用电器、五金产品、办公设备、

电器设备、机械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

高速精密齿轮传动装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

高性能密封材料销售；第二类、第一类医疗器

械销售等。“客户信赖、首选的品牌供货商”是

我们追求的目标，以最合理的价格、最完善的

服务，竭力为您提供最优秀的产品。

浙江清心悦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打造现代养生健康理疗，树立采耳行业

标杆。浙江清心悦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由多

元化技术整合团队创立，业务涵盖门店运营、

咨询管理、保健服务、技术传授、专业工具研

发销售等，公司进行分类区域合作、分层在线

咨询区块管理、分级技术提升、多元化技术整

合提炼，以诚信立本、用真心服务顾客、用良

心经营企业，用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团队、一

流的技术、一流的服务、一流的业绩，打造代

表中国采耳文化的健康行业创新！

浙江森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瑞生物科技是一家专业致力于细胞培

养液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

业，为国家检验检疫机构、高校、食品、医药、

生物研究、临床检验等领域提供细胞培养的

技术支持与服务。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以“发

展科学技术，关爱公众生命健康”为动力，引

进国际领先技术，广泛吸纳高科技人才，不断

完善产品体系、丰富产品链，积极拓展市场，

扩充应用领域，建立了极具竞争力的“森瑞”

品牌。未来，森瑞将继续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

产品和更专业的服务。

浙江聚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聚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

BMC (DMC) 、SMC 系列绝缘材料及制品的

高科技公司，产品因其优异的性能，是制造各

种高、低压电器外壳体及绝缘部件、大型绝缘

板材等电气强度和机械强度要求高的产品的

理想选材，其制成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器、汽

车制造，仪器仪表、卫生洁具等各行业并逐步

向其它领域扩展。本厂的 BMC (DMC) 、SMC
系列绝缘材料历年来检测均合格，各项性能

指标均达到 JB7770-1995 标准，并通过美国

UL94 安全认证及欧盟关于 ROHS 指令的环

保认证，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诸暨天昊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诸暨天昊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新型

的环保设备制造公司。主要生产“天昊”系列

搅拌机产品，自主品牌有环流高效曝气机、推

流器、立式环流搅拌机、潜水搅拌机等污水处

理设备，多运用于市政污水处理工程、工矿企

业、医院、宾馆、饭店、建筑等各种污水处理行

业，也可用于河道生态治理项目。公司至成立

以来，一直注重于产品质量与售后服务，不断

研发新产品及提升产品效率，共获得 25 项新

型专利，并在 2016 年获得浙江省科技型中小

企业称号。

浙江亿豪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亿豪工艺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

开发生产经营工艺美术品、竹木制品、玩具、

家具、棋类运动用品等产品的公司。公司拥有

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始终秉承“诚信、

创新、奋斗”的经营理念，不断深化内部管理，

加大产品研发力度，不断推陈出新。节约降

耗，压缩成本，物美价廉，以诚信、实力和产品

质量获得了众多客户的认可及信赖。

东阳市德瑞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东阳市德瑞佳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是一家环保建筑装饰材料生产、销

售、设计为一体的专业型企业。公司专业生产

经营竹木纤维集成墙板、石塑墙板、线条等，

工艺先进，产品健康环保、防水、阻燃、隔音、

隔热、零甲醛。竹木纤维集成墙板系统具有超

高仿真的木纹、石纹、壁纸等花色效果，具有

无污染、高寿命、易安装擦洗、可回收利用等

特点。公司始终专注于环保建材领域，专业从

事集成墙面的生产销售与实际应用，在该领

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绍兴哲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绍兴哲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是一家集设计、施工于一体的装饰

工程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施工：房屋建筑工

程、园林绿化景观工程、机电安装工程、通信

工程、网络综合布线工程、安防监控工程、网

络工程、照明工程、钢结构工程、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室内外装饰装潢工程设计、施工

等。公司始终遵循“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信

守合同”的企业经营方针，在施工过程中不

断积累经验，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的工程项

目。

宁波北仑闻昊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闻昊模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前身为昊馨塑模工作室，位于著名

的模具之乡—北仑，西临杭甬高速出口，北靠

北仑港口，交通运输十分便捷，可充分利用强

大的区域产业集群以降低生产成本。公司拥

有专业的技术团队，充分保障产品品质。业务

主要涉及模具（注塑模具、双色注塑模具、铝

压铸模具）、塑料制品、机械配件、金属制品的

制造、加工等。公司本着质量第一，客户至上

的原则，注重与客户的沟通交流，参与客户设

计，同时也十分注重售后服务，赢得了客户的

一致好评。

杭州康碳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康碳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是一家专门提供室内绿色空间服务

的环保科技公司。公司主要提供空气检测、治

理、消杀、清洗、除味等服务，主要产品有：香

氛机、智能空气净化器、清洗设备、虫草饮等。

本着“让呼吸更自由”的企业宗旨，“打造绿色

空间”的服务理念，康碳尔引进先进的环保技

术，坚持做到绿色、健康、环保、高效、快速、零

污染及零腐蚀，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健康环保

综合服务。

浙江华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浙江华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经营范围包括生产性废旧金属、废旧塑料、

废旧电力设备、废旧办公用品、废旧机械设备、

废旧纸箱、废旧船舶、废旧电子电器设备、计算

机设备的回收、销售；废旧医疗器械回收；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技术的开发、技术转让、相关技

术的信息咨询等其他相关业务。我们秉承顾客

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坚持科学环保的

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杭州中玛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中玛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

制、开发、生产以及销售通信设备与通信管道

为主的高科技企业。主要研制开发并组织生

产以光缆交接箱、光缆接头盒、光纤配线箱，

光缆终端盒，电缆交接箱、电缆接头盒、电缆

分线盒，电缆接线子，接线模块为主的光电接

续系列产品及通信管道系列产品。产品广泛

应用于电信、移动、网通、联通、广电、铁通、电

力等通信领域。以一流的技术、一流的产品、

一流的服务以及合理的价格服务于广大顾

客。

温州市咏辉房产营销有限公司

温州市咏辉房产营销有限公司始创于

2016 年，是一家集一手房销售、二手房买卖、

房屋租赁、资金管理、权证交易、固定资产管

理服务为一体的价值链房产服务平台，业务

覆盖民用住宅、商业地产、办公写字楼、工业

厂房等。公司坚持“态度优先、能力适中、敬业

为本、忠诚至尚”的用人理念，招揽并培养了

大批优秀人才。2016 年被纳入温州市房地产

估价师与经纪人协会，成为副会长单位。2019
年加入温州房地产中介联盟，成为八大联盟

成员之一。

浙江金剑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金剑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

从事保安服务的正规化专业公司。公司始终

坚持走军民融合发展路子，有效承接部队优

秀退役军人，主动服务于现代社会治理和社

会化保障的初心和宗旨，立志打造成接收、培

训、就业无缝全链条的军民融合样板。采用军

事化标准管理，公司全体工作人员素质高、礼

节好、服务意识强、命令意识强。本着对客户

人防及技防的双服务，以高素质的团队，现代

化的技术来保障企事业的安全和秩序。

宁波程皓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程皓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节

能测评、节能方案规划设计、节能服务为主营

项目的节能企业。主营产品有：节电保护器、

新一代智能化能源管控平台、超细干粉自动

灭火装置、法特节能安全防爆膜、绿色空间餐

厨垃圾处理系统等。自 2016 年代理诺比勒节

电保护器以来，取得了良好的节能效益和社

会效益。是宁波市政府节电项目中标企业，宁

波市教育局及青岛市崂山区教体局节能中标

企业，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节能管理委员

会专家委员，全国普教系统勤工俭学研究会

常务理事。

温州李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李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商标

“诺尔”，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施工

为一体的专业现代化企业。产品由杭州诺尔

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研发。杭州诺尔节能

环保有限公司为国内首家独创零甲醛、零 voc
绿色节能环保产品企业，在同行业享有优良

的声誉和口碑。主要产品有防水系列、瓷砖粘

结剂系列、保温装饰一体板系列、隔音砂浆系

列等，在防水领域具有较高成就。

龙港市强劲种植专业合作社

龙港市强劲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种植、销售一体化经营及社会化服

务为一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范围包括

水稻、番茄、菱角、蔬菜、瓜果种植等。秉承“农

户效益第一”的经营理念，以提高农产品收益

为目标，以绿色农产品发展为重点，提高产品

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以增强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为核心，充分利用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

和气候优势，逐步向高产、优质、低耗和高效

方向发展。

台州顺君商贸有限公司

台州顺君商贸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电商运

营为核心业务的时代创新型贸易企业，始终

秉承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质量求

标准、以发展为目标的精神，致力成为电商行

业领域领跑企业之一，旗下销售团队———天

后，是一支新时代创业型团队。公司业务范围

涵盖护肤美妆与健康生活产品等，主打品牌

CH 以自然绿色+科技力量为理念，挖掘植物

中的纯净力量，为生命注入绿色、天然、健康

的活力因子，同时结合科技的力量，重换生命

蓬勃生机，由内而外，成就健康美丽的你！

浙江铂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铂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是一家综合性物业管理服务企业，

前身是乐清市铂居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公司

有一套完整规范的 6S 管理体系，有一支经

验丰富、诚恳务实、服务优良的物业管理团

队。公司服务类型包括物业全托管理、顾问管

理、策划、培训及保安服务、保洁服务、工程服

务、维修服务、园艺服务、物业咨询、产品销售

服务等。在多年的住宅物业管理实践中，铂居

物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管理特色，不断追求

为客户服务的新境界。

浙江瑞安市娥尖农业专业合作社

浙江瑞安市娥尖农业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0 年，成员以赵山渡库区移民为主，主要从

事茶业加工生产，现有茶园面积 1000 多亩，

其中野生茶园 150 亩。茶叶加工厂占地 500
平方米，年产商品茶 4.3 吨，成为农民就业增

收致富的有效途径之一。合作社聘请民间制

茶大师相继开发娥尖牌绿茶、红茶，蒲公英红

茶、铁皮石斛红茶、瑞安清明早（娥尖）针形茶

等系列产品。加工出来的红茶具有醇香、口感

好等优点，获得了众多消费者的认可。

今年，四川煤炭产业集团在年度工作会上

隆重表彰了 9 名首届“川煤工匠”，广能嘉华机

械公司孟东升名列其中。

孟东升，焊工中级技师，现为嘉华机械公

司支架车间焊工班班长。手持焊枪 37 年来，凭

借娴熟过硬的技能和对焊接的独特领悟，他多

次承接公司各种高难度焊接任务，一步步成长

为广能公司焊接技术的先锋领航人。2009年和

2015 年先后获得广安市焊工技能比武第一名，

2009 年被四川省总工会、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评

为职工技能大赛“优秀选手”。2018 年，再次荣

获“广安市技术能手”、“广能工匠”等多项荣

誉。其焊接水平常年来始终代表着广安地区的

最高水平，技艺精湛，无出其右。

幼学壮行，要做“孟师傅”

1983 年，18 岁的孟东升顶岗成为原华蓥山

矿务局机修厂铆焊车间的一名焊工学徒，正式

开始了他与焊接的一世情缘。

“会干易，干好难。”电焊是一门易学难精

的技术，不仅需要超强的悟性，更需要超凡的

耐心和坚定的决心。焊工技术首先要做的就是

“防抖”，为了把手练稳，孟东升自我加压，悬空

拿焊枪，吊两块砖头进行日夜苦练。一个月后，

他就可以顺利完成手吊两块砖“指哪点哪”的

精准操作。

十滴汗水浇灌一朵焊花。为练就真本领，

做好日常工作之余，孟东升将车间当成“闭关

之所”，把操作练习、技巧钻研当成“家常便

饭”，购买《焊工技师培训教材》、《焊工工艺学》

等技术书籍，完善自己的业务知识。实际工作

中，围绕焊接工艺，孟东升广泛查阅相关技术

知识、技术标准，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1987 年

单位派遣孟东升到南充化工机械厂学习，一年

半的时间里，他努力钻研、刻苦学习，很快从众

多焊工中脱颖而出成功拿到了《锅炉压力容器

焊工合格证》，成为了焊接技术的“行家里手”。

扎根一线，成就“铁花焊匠”

“电焊苦，电焊难，浑身是烫伤，工作服上

全是眼。”这是人们对电焊工最深刻的形象描

述。2005 年，嘉华机械公司组建支架制造部，任

务艰巨。孟东升凭借大量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知

识的积累沉淀，先后参与试制了嘉华公司首套

大倾角液压支架、端头支架等产品的相关焊接

技术攻关;协同技术工艺部门共同编制的《嘉华

公司焊接工艺流程》《薄煤层顶梁焊接变形控

制措施》等工艺技术资料沿用至今，为企业发

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2 年，嘉华机械公司成立了以他命名的

“孟东升创新工作室”，先后提出的“采煤机外

牵引连接环锻造工艺改进”“侧卸式矿车侧门

技术改进”“皮带机 渍320 以上滚筒加工工艺改

进”等几十项技术革新项目，获得广能公司五

小成果一、二等奖。2017 年 10 月，“孟东升技能

人才创新工作室”被四川省总工会命名为第三

批“四川省职工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

“焊针”度人，当好“授业导师”

面对班组新员工业务技能差，工作任务又

艰巨的状况，孟东升积极组织开展岗位练兵、

班组内部培训以及“师带徒”等活动，以身作

则，以“焊针”度人，建立起班组微信群，不间断

分享传授焊接技艺、经验，提高徒弟们的业务

技能。

孟东升为了带好徒弟，有一次在工作现

场，把两块不大的薄铁板平放在一起，然后往

右边侧了侧身，给新手段宏空出来一个便于观

察的位置，说道：“我要开始了，面罩挡上。”

“这个……真的不用提醒。”段宏看到孟

东升调好电流后，手上的焊枪稍有动作，就用

面罩把眼睛挡上了。

孟东升会心一笑，半弯下腰，对准两块钢

板的接缝，手指一扣焊枪上的开关，滋的一声，

焊丝化成一滴铁水，滴到钢板的接缝上，把两

块钢板熔合，形成一个发着银光的焊点。

孟东升放下焊枪，将钢板拿在手中，得意

地说：“只要焊接参数和气体流量调好，就可以

焊出这种发亮的焊点，你别看就这一个小点，

你把钢板掰断，我这个焊点也不会断。”

“这我还真不信，拿来我给你掰开！”段宏

说着夺过钢板，两腕一使劲，钢板就被折弯了。

段宏心想也不过如此，就听孟东升呵呵一

笑说：“看看，这焊点两边已经产生裂纹了。”

段宏仔细一看，焊点确实纹丝未动，而焊

点旁边的钢板却有了裂纹，再来回折了两下，

就从裂纹处断开了。

“厉害呀！”段宏发自内心感叹，薄铁皮用

二保焊接焊接是相当困难的，电流小焊接不融

合，电流过大一碰就穿孔。

正是这次相遇，注定了师徒二人的不解之

缘，秉承了师傅的为人、技术，已是焊工班副班

长的他，与师傅同台在广安市举办的第二届

“小平故里工匠杯”技能大赛暨“邮储杯”创业

大赛中分获第二、第五名的优异成绩，2019 年

师徒二人同台荣获“嘉华先进个人”的殊荣。

35 年如一日的坚守，虽然临近退休，但按

孟东升的话来说：“早已播下了希望种子，无遗

憾。”不错，目前嘉华焊工班 90%的焊工，既是

班员，也是徒弟，相信他们能撑起嘉华焊匠的

未来！ 渊贺全明 敖学超冤

9 月 5 日，安徽淮河能源西部公司翟恩发

一行到皖北煤电智能公司走访交流。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吴劲松、总工程师阚磊等热情接

待了来自家乡的同行。

在智能公司会议室，观看了反应智能公司

智慧矿山建设专题片《行稳“智”远》；双方介绍

了各自企业建设发展情况，就矿井防治水工作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

受翟恩发一行的强烈要求，吴劲松介绍

了智慧矿山建设思路、方法和现状；重点介绍

了智慧矿山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五大创新成

果。即：矿井设计理念创新；管理理念创新（变

经验管理为数据管理）；生产管理模式创新

（变复杂管理为简单管理）；成本管控模式创

新；管理机制创新（从制度上取消检修班，取

消夜班）。

结合自身管理经验，吴劲松强调，智慧矿

山建设的关键在于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思路

决定高度，思路决定能否行稳致远。另外，作为

国有控股企业，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要解决

最终为了谁的问题；只要设身处地为员工着

想，真心实意为员工谋幸福，就会得到员工的

全力支持，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目前，智能公司智慧矿山建设基本完成，

国家工信部责成智能公司尽快拿出井工矿井

智慧矿山建设行业标准；内蒙古工信厅要求智

能公司发挥标杆引领作用，积极协助自治区加

快智慧矿山建设整体步伐。

随后，阚磊等陪同淮河能源同行参观了智

慧化矿山建设各大系统，实地感受智慧矿山建

设成果。

通过闻、听、看、感，翟恩发表示百闻不如

一见，为同样来自家乡的企业在智慧化矿山建

设上非凡成就、已实实在在成为行业的领跑者

感到骄傲和自豪。表示愿意学习借鉴智能公司

经验，加快追赶步伐，力争早日搭上智慧化建

设的时代快车，打造出像智能公司一样的本质

安全、降本增效、员工幸福指数高的智慧型矿

山。

渊吴辉冤

《求是》杂志社联络发
行部主任杨煌到马兰
矿学习调研党建工作

9 月 8 日，《求是》杂志社联络发行

部主任杨煌，山西安全文化研究发展中

心副主任、三晋文化研究会企业文化中

心主任刘武彦一行到马兰矿学习调研党

建工作。

杨煌一行先后参观了调度信息中心

智能化工作面分控中心、工程二区党总

支基层党支部“六有”教育活动室、马兰

矿分党校等地，马兰矿党委书记、副矿长

刘炜向杨煌一行介绍了智慧矿山建设和

党建工作开展情况。

参观过程中，杨煌对马兰矿党建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马兰矿党建工

作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活动规范，富有

特色，走在了煤炭行业的前列。他表示将

这次学习调研成果带回去，尤其是“1+6+
N”主题党日活动值得好好学习。渊梁鹏冤

北重集团成功攻克
21 米长某不锈钢锻件
锻造难关

近日，北重集团成功攻克 21 米长某

不锈钢锻件锻造难关，为后续超高压钢

管产品锻造、模具钢产品倍尺锻造，打开

精锻产品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重集团发挥 1600 吨精锻机技术

优势，不断开拓不锈钢待料加工市场，在

摸索中实践、在实践中创新。成功克服

锻件直径小、长度长，锻造过程锻件跳动

幅度大等难题，在突破精锻机锻造 20 米

极限基础上，成功完成首批次 14 支 21
米长小直径锻件锻造任务，得到了客户

认可。 渊马兰 寇艳艳冤

荫孟东升正在现场操作

焊花闪耀出美丽人生
———记川煤集团首届“川煤工匠”孟东升

皖企两兄弟 北疆谋智能
淮河能源西部公司到智能公司走访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