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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8月2 2日下 午18点，来自台 州、

杭州、鹰潭等各个事业部、分子

公司的95 名大学生 完成了“晶才计

划”2017应届生特训营第一阶段的集

训。  

本次集训为期九天，围绕“成为

水晶人”、“成为职场人”两大主题，学

员们通过军事化训练、课堂面授、交

流会、素质拓展等学习活动深入认识

和体会公司的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了

解公司的产品及相关制度与流程，掌

握职场人必备的知识与技能。

每天清晨六点多钟的太阳已初显

炽热，跑操对于大多数学员来说已不

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更何况午后烈日

下的军训。淡绿色的迷彩服慢慢被汗

水浸透成了深绿，额头的汗水顺着鬓

文/人力资源中心 董志超

“晶才计划”2017应届生特训营
第一阶段集训顺利结营

拥抱水晶，助力成长

角、鼻梁往下滴，眼镜呲溜一声滑落。

体能的透 支 逐渐 变的能够适 应

了，精神上的压力却随之而来。接连五

天的课程，内外讲师通过各自的方式

努力将自己丰富的知识与经验传授给

这些职场小白们。95双眼睛也紧紧跟

随着老师的身影，深怕遗漏了某个细

节。课堂上沙沙的笔记声，问答声不

绝于耳。

澎湃的青春气息似乎是能够传递

的。在操场、在道路两旁、在食堂、在新

厂每一个出现过这些年轻人身影的地

方，经过的人们或是驻足观看、拍照，

或是感叹赞赏，或是会心一笑，依稀间

仿佛自己也回到了那段青涩的时光。

作为公司未来持续健康发展的潜

在力量，应届生一直是公司培养的重

要对象之一。从2013年至今，“晶才

计划”已累积培养了300多名新进大

学生，这之中已经陆续有学员开始在

各自的组织中担当技术骨干或者走上

管理岗位，为公司的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

这一成果正是靠着水晶上上下下

所有人统一共识、共同努力取得的。

大学生集训期间，不仅得到了公司高

层领导、骨干员工的关心与帮助——

亲临现场授课或者与学员一同畅谈，

更得到了所在岗位上级、师傅以及同

事们的支持。正是由于他们在大学生

离岗期间扛起了担子，才让学员们能

够心无旁骛的投入到学习中来。

学成归来，这些水晶新人们能必

将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更加熟练

的职业技能投身到公司的发展与建设

中去，为自己更加灿烂的明天，为水晶

辉煌的未来，拼！拼！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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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七一建党节，今年更是建党

96周年。这几十年，水晶人在党

的带领下，向着伟大的目标前进，共同

走向美好的明天。

为了更好的学习老党员身上的优

秀品质，传承老党员身上艰苦朴素、勇

挑担子、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七一来

临之际，水晶光电党组织代表公司来

到曾经为党的事业和家乡建设无私奉

献、挥洒热血的老党员家中，看望村

里的老党员，给他们送去党的温暖和

关怀。

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党员们看到水

晶一行的到来，脸上顿时洋溢着满满

的笑意。岁月老去的是他们的面容，但

却永远抹不掉他们为党的事业奉献一

生的初心。无论是曾经参加过抗美援

朝的老兵陈金华，年少有为的儿童团

成员张小满，亦或是曾经的妇女主任

杨桂花......他们的脸上依然可以看出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与信仰，正

是有了他们当年的拼搏与抗争，才有

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其贡献永远

不可磨灭。

当与老党员们聊起 年 轻 时候 为

党的事业和村集体发展贡献力量时，

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也深深的感

染了着在场的年轻人。水晶党组织一

行询问了老党员的身体情况及家庭状

况，与他们热情交谈，并对老党员们

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们叮

嘱老人们保重身体，同时也为老党员

们送上了关心和祝福。老人们听了激

动不已，连连点头、握手感谢。临走

在第90个“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

之际，水晶光电工会代表先后来

到台州预备役团、三甲农场边防所、预

备役部队，向驻地官兵致以节日的慰

问和崇高的敬意，并为官兵们送去了

生活用品等节日礼物。

公 司 工会 代 表 走 进 军 营，感 谢

驻地部队多年来为保一方平安、支持

地方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在抢险

救灾、维护稳定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

用。

通过对各部队驻地的参观和对军

队建设情况的深入了解，工会代表亲

文/行政管理中心 於张晓 文/行政管理中心 於张晓

庆祝建党96周年，
      水晶光电为老党员送关怀

八一慰问送关怀，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时，老人们依依惜别，在门口注视着水

晶党组织一行的离去。

在党96周岁生日来临之际，水晶

党组织用实际行动给前辈党员们送去

了温暖与关怀，与此同时又坚定了为

党的事业努力奉献的决心，这是献给

党最好的礼物。

生活不止有眼前的苟且，更有一

代代共产党人的诗和远方，再次祝愿

党生日快乐！

身感受到了人民军队严谨、细致、扎实

的优良作风。

水晶光电将一如既往做好拥军工

作，积极为部队建设和发展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和支持，军企同心，共同为

地方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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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秋15 载，水 晶 光 电 从 洪

家 岁月走 向 了 滨 海 时 代 。

十五周年之际，公司落成光

电产业园，启用新厂区。15

公 里 毅 行、水 晶 商 学 院 成

立···水晶人也在用自己的

方式，为公司十五周年庆献

礼。下一个十五年，一起为让

公司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科技

光电企业而奋勇拼搏！

专栏
COLUMN

8月2日，光电产业园落成暨水晶光

电新厂区启用及战略合作项目签

约仪式在滨海厂区举行。台州市委副

书记、市长张兵、工信部规划司原司

长王建章、浙江证监局副局长于飞、

浙江省政府金融办副主任包纯田、江

西省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徐云、台州市

委常委纪委书记吴海良、台州市政府

副市长蒋冰风、浙江上市协会会长陈

国平、浙江省股权交易中心董事长蒋

肖华、台州市政府秘书长林金荣、台州

市政府副秘书长屈文斌、椒江区政府

副区长卢建波、星星集团董事长兼总

裁叶仙玉、日本光驰株式会社社长孙

大雄、水晶光电董事长林敏、执行董

事、总经理范崇国以及市区两级相关

占地300亩 产出50亿+

   今天，光电产业园正式落成

      推动台州光电产业快速发展

文/本刊通讯员 

光电产业园落成暨水晶

光电新厂区启用及战略

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助力光电科技！

部门、行业精英、股东投资者代表和

水晶光电职工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重

要时刻。椒江区委副书记、区长杨玲玲

主持落成仪式。

致辞中，水晶光电董事长林敏讲

道：“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水晶光电

走过了十五年征程，从初期创业到目

前行业龙头，我们一路学习、一路成

长，克服了各种困难，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从今天开始，水晶光电将翻开

崭新的篇章，迈出新的征程。光电园

区占地300亩，一期工程总投资20亿

元，目前手机部品、相机部品产线已

全面投产，除对现有产业的升级扩容

外，规划新增虚拟显示、半导体照明、

光学加工等产业。园区全部建成后，

预计能 形成 5 0 亿以 上的产出，将为

台州、椒江的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

献。”







22 23

文/本刊通讯员

时光荏 苒，水晶光电成 立 至今已

有15个春秋了。15年前的今天，

一群有识之士一起走上了一条水晶之

路；十五年风雨兼程，水晶光电经历了

“水晶制造”到“水晶智造”的峥嵘与

锤炼，实现了“水晶智造”到“水晶创

造”的华丽蜕变。岁月如歌，15年后的

今天，当初的水晶光电已成长为国内

外知名的光电企业。

水晶光电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

员工们的默默坚守与无私付出。为了

感恩员工，8月1日下午，公司在综合楼

三楼举行了2017年忠诚员工入谱表彰

仪式暨感恩活动。董事长林敏先生、

执行董事、总经理范崇国先生等公司

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公司各职能中心

专栏·Column

水晶光电举行2017年忠诚员工
入谱表彰仪式暨感恩活动

和事业部、分子公司的领导和员工代

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首 先 ，执 行 董 事、总 经 理 范 崇

国先生朗读了《水晶谱序》。截止到

2016年，共有1800多名员工的名字

镌刻在了水晶谱中，今年，又有513名

三年忠诚员工加入到水晶大家族里。

在公司领导的共同见证下，大家依次在

“水晶家谱”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过去的十五年，凝聚了无数水晶

人的辛勤汗水。从2002年至今，水晶

涌现出了一大批五年、十年甚至十五

年的忠诚员工。今年，又有194名五年

忠诚员工和50名十年忠诚员工加入

到队伍中来，共同书写水晶快速发展、

基业长青的史诗。随后，进行了五年忠

诚员的颁奖仪式，他们被授予了银质

奖章。

冬雪夏雨，斗转星移。十年，让执

着显现出了它的价值。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扎根“水晶”，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踏踏实实、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

己的青春。他们对公司的贡献或许谈

不上轰轰烈烈，但正是这种平凡中透

露出的伟大，才更加弥足珍贵。他们就

是在今天获得金质奖章的十年忠诚员

工。

随着背景音乐的响起，台下响起

一片掌声，董事长林敏和执行董事、

总经理范崇国依次为他们颁奖。十年

忠诚 员 工们的脸 上 露出了欣喜的微

笑，随后颁奖嘉宾上台依次为他们颁

奖，亲切的和他们握手、交谈。

春秋十五载，十五年忠诚员工伴

随着水晶光电一起风雨同舟。他们凝

聚团结，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水

晶光电，共同见证了公司今日的辉煌。

“元老们”接受了全体在场人员起立

鼓掌的致敬。

来自相机部品事业部的潘美飞作

为忠诚员工代表，与大家共同分享了

自己的感受：“让我感到更为幸运的

是，我有大家这么多懂得感恩、思进

取、奋发向上的朋友和同事。工作中，

感恩有你，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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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并介绍了感恩基金近年的运作

情况。现场还播放了感恩基金的纪录

片，感动了全场。

活动还特别邀请到了四川甘孜藏

族自治州毛尔盖中心小学的泽校长来

到现场。感恩基金今年对毛尔盖中心

小学进行了笔记本电脑、空调和图书

的捐赠，泽校长对于公司的捐助表示

感谢，并带来了全校师生对水晶光电

十五周岁生日最美好的祝福，还用藏

族最具特色的方式，向林总、范总献

上了哈达，表示敬意。

授人玫瑰，手有余香。每年的这

一天，水晶人都会用捐款的方式奉献

爱心，助力感恩基金。现场通过线上

捐款，在10分钟内共收到517笔感恩

基金款，共计24456.2元。相信感恩

基金未来在扶贫解困、救济赈灾、安

老助孤、助学助教等方面将持续贡献

力量，同时将水晶的感恩文化继续深

化，并更好的承担起作为一个优秀企

业的社会责任。

过去十五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将

永远印在水晶人的心中，新的征程已是你们一直激励我、支持我、包容我，

甚至原谅我的过错，才让我能够走到

今天。虽然工作是辛苦的，但是这十

年我从来没有孤独过，感谢你们！”

董事长林敏在致辞中讲道：“公

司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公

司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和积极拼搏取得

的。当中，尤其离不开已在公司服务三

年、五年、十年乃至十五年的在座各位

老员工的全力支持和奉献。在这里，

我 谨代表公司董事会 经理 层对大家

表示最诚挚的感谢，谢谢你们的辛勤

付出，谢谢你们的对公司信心，也谢谢

在你们背后的家庭对公司的理解与支

持。让我们大家携手共进，为更美好

的明天再接再厉，再次创造水晶光电

下一个辉煌的十五年！”

为了秉 承 水晶“学习、成长、感

恩、共享”的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推

进感恩文化建设，公司于2010年6月

成立了水晶感恩基金。公司工会副主

席 杨建国对感 恩基金的历史 进行了

经开始，水晶从洪家时代迈入滨海时

代，新的机遇、挑战、契机正在等待

着大家。全体水晶人保持勤精诚朴之

心，勇攀挑战创新之峰，为让公司成为

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光电企业而奋勇拼

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