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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通讯员 彭丽芳 林桂妃 符丹丹

2012年，海南金盘电气有限公司
成功研制出40000KVA干式变压器
并出口法国，迈开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时至今日，公司产品已批量出口到美
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
59个国家和地区。

“不断创新，践行工匠精神，实现客户
价值最大化。”是金盘电气始终如一的经
营理念。2011年至今，金盘电气的主导
产品干式变压器全国市场占有率连续5
年位居同行业之首。今年1月至11月，
实现产值15.78亿元，同比增长5.9%，金
盘电气总裁李志远告诉记者：“自主创新
使金盘电气闯出一片新天地，为海南经济
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成为引领同行业技术
进步的高端电气装备制造商。”

建立研究院走在科技最前沿

金盘电气专注于新型环保、节能

减排输配电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与
服务，是传统输配电及光伏、风电新能
源全系列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供应
商，产品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航空航
天、石油化工、海洋勘探、冶金、矿产、
商业与民用建筑，以及光伏、风力发电
等新能源领域。

“自主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
源动力及核心竞争力。”李志远在企业
成立之初，就建立了电气研究院。到
目前止，已经有332名研发人员，建立
企业自主研发和创新的体制和机制。

金盘电气研究院陈伟院长说：“公
司每年将3%以上的销售收入资金投
入到技术研发，培养具备超前技术研
究能力的技术团队，进行具有前瞻性
的技术创新及产品创新，走在同行业
科技最前沿。”

应用美国PTC公司产品生命周
期管理系统，金盘电气大量使用先进
的建模、仿真技术，提高研发的成功
率，缩短研发周期。建立国际互认
CNAS认证的实验检测中心，建有符

合美国标准的UL实验室，模拟海洋
盐雾、淋雨、高污秽、高湿度、极限温度
等环境条件的实验室，为研发新产品、
攻克技术难题创造条件。陈伟说：“近
10年来，每年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均保
持5个以上，拥有核心专利85项。”

去年9月，金盘电气获批设立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今年5月成立上海交大
联合研发中心，聘请蔡旭教授为首席科
学家和博士后导师。他带领博士后科
研人员对智能变压器、海洋电力装备、
虚拟同步储能微电网等领域的关键技
术进行研究。

借鉴世界优秀企业管理方法

“产品质量是大厦根基和企业发
展的生命线，容不得留下一点点瑕
疵。”金盘电气总经理张乾荣说。金盘
电气形成“高层的质量认识，全员的质
量意识；质量反映全部，质量影响全
部；顶层设计能力，中坚推进素养，全
员执行文化”的特色。

早在1997年，金盘电气就通过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随后陆续
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等。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有效
促进质量管理和企业绩效的全面提升。

向世界优秀企业学习，借鉴世界先
进的管理方法，推动质量管理上新台
阶。2014年，为借鉴丰田汽车现场管理
经验，金盘电气聘请日本丰田汽车退休
工程师东浦秀二先生作为顾问。电磁线
车间主任黄波说：“丰田汽车的现场管理
确实带来立竿见影的好效果。”公司的质
量管理问题迅速改善，在今年全国现场
管理星级评价中，金盘电气的检测中心
获得“2016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

金盘电气导入通用电气、西门子
等多家大型跨国公司的质量工具，如
用于根本原因分析的8D工作方法、
鱼骨图、设计失效模式分析DFMEA
等，提升了效率和产品质量。质量管
理部门的吴工说：“我们运用这些质量
工具解决颇多难题。”

优质产品树立良好品牌形象

金盘电气的产品，先后通过美国
UL认证、欧洲CE认证、加拿大CSA
认证等的权威认证，欧洲CE认证的

检察官在金盘电气进行产品审核时，
赞叹：“金盘电气每一位员工都具备质
量意识，生产优质产品与他们每一天
的工作紧紧融合。”

凭着卓越的品质和优质的服务，金
盘电气与施耐德、伊顿等大型跨国公司
以及国内知名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
关系，通过“客户体验”和口碑传播，树
立了国际品牌形象。主管销售负责人
说：“无论是市场开发还是品牌建设，我
们都脚踏实地，依靠过硬的产品质量拓
展市场，以质量树品牌。自1994年至
今，年销售收入平均递增20%以上。”

美国纽约新世贸中心、洛杉矶地铁、
纽约肯尼迪机场，日本东京核电公司、德
国特波风电场等，都是金盘电气的客
户。他们对金盘电气赞誉颇多，战略合
作伙伴美国通用电气授予金盘电气“最
佳新供应商”“最佳质量奖”“最佳表现
奖”。德国GE风电客户代表发来感谢
信，肯定产品质量，期盼下一次合作。深
圳地铁的一位客户代表说：“看到职工
对产品细节的严格把控，深感震撼。”截
至2016年6月，金盘电气中标并签约
国内27个城市的地铁项目，共计50条
线路。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

引领同行业高端电气装备制造技术进步，产品出口59个国家和地区

金盘电气：自主创新闯出新天地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徐晗溪
实习生 刘妞

“手要直，身要正，要尽量写慢
一些，注意回峰。”“这个字结构不
错，不过你的握笔可以更灵活些。”
今天上午，在三亚市天涯区华丽小
学书法练习室里，10余位来自海峡
两岸的书法家站在认真练习毛笔字
的孩子们身旁，耐心指导。这是“写
意美之岛 相会天之涯”2016两岸
笔会系列活动之一。

在华丽小学，200多名三到六
年级学生每周都要上一节书法课，
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一特
色教育已从2009年延续至今。

翰墨怡且乐，书法寿而康。一所
山区的黎族小学能对书法如此重视，
孩子们能对书法那么喜爱，这让不少
书法家为之赞叹。来自台湾的黄君
璧文化艺术协会会长黄湘詅说，这里
甚至比一些城市学校都要下功夫抓
书法教育，很是难得。“教孩子们练书
法，不仅要让他们感受书法的魅力，也
要让他们理解书法带来审美愉悦。”海
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强表示。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根”和
“魂”，多位书法家表示，海峡两岸同
胞对书写的法度的理解也是相通
的。书法家赵长青感慨，“这或许就
是两岸笔会的意义，通过书法文化交
流，给来自海峡两岸的书法家和热爱
书法的孩子带来了心灵契合。”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罗霞）近期，
我省各市县陆续举行丰富多彩的欢乐节活动，
吸引了众多海南本地居民和游客参与其中。据
悉，本届欢乐节将持续进行至12月31日，各地
多项欢乐节活动还将陆续推出。

琼中以绿橙等为媒，推出了绿橙旅游季系
列活动、旅游商品展示、自行车赛等系列活动。
其中2016年琼中“奔格内”绿橙杯自行车赛上，
来自广西、贵州等省内外的577名自行车运动
爱好者齐聚琼中，奋勇争先。

品正宗临高烤乳猪，过风味美食欢乐节。首
届临高烤乳猪大赛近日在临高拉开帷幕，49支优
秀队伍进行烤乳猪厨艺大比拼，通过大众投票、专
家评审和媒体监督决出“首届临高烤乳猪大师”。

在定安，第十七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定安分会场活动“问道文笔·耕读龙湖”成功举
行，市民、游客纷纷来到定安开启耕读一日游，
欣赏定安美，感受定安情，品尝定安味。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保亭“WO.RUN雨
林跑”呀诺达站活动12月4日盛大开跑，来自
全国各地的2000名跑友在奥运健儿孙伟的带
领下，驰骋5.5公里雨林赛道，畅享雨林深呼吸，
体验健康快乐跑。

陵水赛事活动一场接一场，2016年全国广
场舞大赛总决赛、2016年中华龙舟大赛总决
赛、陵水元宵喜乐汇广场健身操舞大赛选拔赛
等赛事活动近期陆续举行。

此外，白沙“庆丰收”黎族传统活动、万宁日
月湾2016WSL（世界冲浪联盟）世界男子长板
职业冲浪冠军赛等活动精彩纷呈。据了解，欢
乐节期间，我省各市县将共举行约百场活动，让
本地居民和游客享受旅游、赛事等各类活动的
乐趣。

我省各市县举行欢乐节系列活动

绿橙为媒乳猪飘香
耕读文笔冲浪龙舟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记者官蕾）海航积
极响应国家“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开航线，
设航企，建“空中通道”，促“道路畅通”，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提供交通服务。截至目前，海航旗下
航空公司新开辟了飞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相
关地区国际航线65条。这是今天记者从在这里
召开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获悉的。

海航集团作为成长于海南本土的世界500
强企业，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和“一带一路”
倡议。在倡议的指导下，海航一直在加强与沿
线国家相关企业和机构合作，积极参与经贸、文
化、丝路航线开辟等方面的建设。目前，海航集
团旗下的旅业、实业、资本、物流等产业，都在按
照“面向东盟、发展日韩、兼顾南亚”的发展思路
来谋划新航线开拓，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
供交通服务，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
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致力成为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空中支点”的服务者。

截至目前，海航旗下航空公司新开辟了飞
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相关地区国际航线
65条。其中，从海南始发的国际航线有9条，
例如海口至曼谷、海口至万象、海口至琅勃拉邦
等南海相邻区域航线；海航投资设立区域航空
公司，如蓝鹰航空、土耳其myCARGO、AWA
航空、乌鲁木齐航空、福州航空和北部湾航空
等，抓住关键节点，打通缺失航段。

海航新辟“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及相关地区
国际航线65条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李明镜）12月9日，2016
年金融时报年会暨第九届中国金融
机构金牌榜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
海口农商银行凭借其在服务小微方
面的突出业绩，获评“2016年度最佳
小微金融服务农商银行”。

据了解，“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

─金龙奖”，是由中国金融领域权威
的主流媒体《金融时报》联合中国社
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等国家级权威
学术研究机构推出的全国性重要的
金融行业年度评选活动。

海口农商银行成立于2011年12
月28日，是海南第一家地方商业银
行，也是海南农信用社系统中资产质

量最好、业务规模最大、公司治理结
构最完善的银行。近年来，海口农商
银行顺应经济新常态、金融新业态和
行业新格局，以“小微金融、移动金
融、金融市场”为三大战略，致力于优
化信贷投放结构，提升实体经济质
效，在持续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
面取得成效。

近年来，该行信贷投向向“互联
网+创业创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和“三农企业”倾斜，并加强推动“政
银贷”“政保贷”“银税通”等专门为小
微企业量身打造的贷款品种。此外，
还针对不同小微企业情况，做到“一
企业一方案”，量身定制金融服务，降
低企业融资成本。

优化信贷投放结构 改善小微金融服务
海口农商银行获评“2016年度最佳小微金融服务农商银行”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
员林晓婵）记者从海口市菜篮子集团获悉，历经
5个多月的建设，海口市（公益性）大型农副产
品综合批发市场从10日起试营业，当天共有
31个品种437吨蔬菜进入2号交易大棚摊位进
行交易，交易额达220多万元。

12月10日，位于粤海大道西侧的海口市
（公益性）大型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人声鼎
沸，来自北京、山东、云南、广东等地的27辆货
车陆续驶入该批发市场，交易活跃。

据了解，海口市（公益性）大型农副产品综
合批发市场是目前我省规模最大的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目前一期已累计投资1.75亿元，顺利
完成2号交易大棚和4号、5号、7号交易厅的主
体结构。

为切实做好元旦、春节期间保供稳价工作
的预演，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启动开放2号交易
大棚的24个摊位进行功能性试营业。市场的
试营业，将有效缓解海口市蔬菜批发市场容量
不足等问题，成为政府保供稳价的有力抓手，有
效应对元旦、春节期间菜价波动，发挥海口市乃
至全省蔬菜的蓄水池和菜价的稳定器作用。

下一步，海口市（公益性）大型农副产品综
合批发市场将加快项目配套设施建设，为已入
驻的商户提供更为方便的工作生活环境，同时
以减免佣金等优惠的招商方案引入有实力的批
发企业、供货商，做好海口乃至全省元旦春节期
间蔬菜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海口又一大型公益性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试营业
将有效缓解蔬菜批发市场容量不足难题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饶小旭）今天下午，罗牛山
股份有限公司、中冷联盟分别就联合
研究与教育、推动农业和冷链科学发
展等与瓦赫宁根大学达成合作意向，
并签订合作意向书。此外，罗牛山公
司还将与瓦赫宁根大学在海南共同建
设“中荷热带农业创新中心”。

据了解，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
始建于1876年，是荷兰最早提供农业
教育的学院，其科研创新成就在国际上
享有很高的名誉和声望。今年5月起，
罗牛山公司与瓦赫宁根大学经过了多
次深入沟通和交流，最终达成意向，将
在海南共同建设“中荷热带农业创新中
心”。建成后的“创新中心”，将集研发、
技术转化、咨询、培训、展示等五大功能
于一体，为海南热带现代农业整体产业
发展，为现代农业、食品企业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发展创新提供全方位服务。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为海
南充分利用热带、生态资源优势，打造
海南热带农业精品品牌，建立多元化
农业金融服务，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具有重要意义。

罗牛山与瓦赫宁根大学签署
战略合作

共建“中荷热带
农业创新中心”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徐晗溪
实习生 刘妞

“符兆祥是我先生，祖籍海南文
昌，我这次代他来寻亲。”来自台湾中
坜的作家丘秀芷此次受邀参加2016
两岸笔会。来之前，她的先生塞给她
两张便签。

丘秀芷向记者摊开了这两张便
签纸，信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只
有名字和住址。“符祥雄是堂哥，符家
瑛是同父异母的姐姐，家在文昌市头
苑镇龙榜村。”丘秀芷说，但小小的便
签里凝结的是数十年的寻亲情节。

符兆祥今年已80高龄，同是台湾作
家。丘秀芷说，先生在香港出生后没多

久便失去双亲，此后便开始了颠沛流离
的生活，直到14岁，他才同亲人来到台湾
生活。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丘秀芷偶
然得知丈夫的身世：符兆祥是海南文昌
人，父亲符岸壇，曾参与抗日战争。

伉俪情深，丘秀芷最懂符兆祥的
心。“他虽嘴上说着不愿、不想回海
南，但还总忍不住去查自己的身世。”

丘秀芷记得，三四年前，夫妻二人终
于打听到了符兆祥的血亲。

近乡情更怯。符兆祥因不愿碰触
儿时痛心的记忆，拒绝了参加2016两
岸笔会。“他虽不敢来，却还是写了这
两张便签纸。”丘秀芷便带着先生“不
可说”的心愿和期待来了，希望借助媒
体力量寻亲。（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

黎族小学来了
海峡两岸书法家

首届省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风采录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李
国栋）用户数突破20万。今天海南
日报新媒体部再传捷报，海南日报客
户端下载安装用户数突破20万。这
是海南日报客户端上线运营以来，用
户数增长的又一次突破。

日前，海南日报新媒体部喜讯连
连，先是官方微信粉丝数突破40万，
接着官方微博粉丝数迈入400万大
关。目前，海南日报新媒体总用户数
接近500万人。

海南日报客户端依托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旗下媒体强大的采编力量
和资源，以最快速度为用户传递权威
新闻资讯，同时深耕本土文化，精心
烹制各类文化生活大餐。“突出独家、
突出原创、突出本土”是海南日报客
户端的鲜明定位，立足于向用户提供
有品、有料、有趣、有用的内容，做到

“既接天线，又接地气”。
海南日报客户端追求“海南新闻

首发，突发事件秒发”，第一时间快速
发布是海南日报客户端的制胜利
器。如今年第21号台风“莎莉嘉”登

陆、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成功首飞、长
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首飞、以及
2016巴西里约奥运会的中国女排夺
冠等多场赛果，海南日报客户端都是
海南推送消息最快的媒体。

同时，海南日报客户端不断创
新，加强原创，推出“融特刊”“创意动
新闻”“VR虚拟现实场景新闻”等一
系列创新新闻产品。此外，海南日报
新媒体在深耕海南本土的同时，还积
极开拓海外用户。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海南乡亲中推广海南日报

客户端，继而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等国家和地区拓展，通过海南日报
客户端，向世界讲述海南好故事，成
为海南拓展海外传播的先锋。

扫码下载
海南日报
客户端

来自台湾的书法家郭先伦在教授同学们毛笔的握笔方法。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海南日报客户端用户数突破20万

台湾作家丘秀芷借两岸笔会代夫回琼寻亲

两张便签纸 一甲子亲情
堂哥符祥雄

姐姐符家瑛

地址：文昌市头苑镇龙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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