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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辉煌  从黎明开始

15日凌晨3时 05分，今年第14号台风“ 莫兰蒂 ”在厦门翔安
沿海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台风警报称，登陆时，其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48米/秒，强台风级)，中心气压945百帕。

据气象部门15日3时20分发布的台风影响实况显示，福建中
南部沿海风力达9～14级，阵风15～17级，局部阵风达17级以上；
近3小时雨量，福州、莆田、泉州、厦门部分乡镇降水超 50毫米，
局部超100毫米。

9月9月17日，福建省防汛办通报，据初步统计，截至 16日21时，
福建全省9个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179.58万人受灾、死亡
18人，农作物受灾86.7千公顷，倒损房屋 18323间。全省直接经
济总损失169亿元。15日，今年第14号超强台风“ 莫兰蒂 ”以
15级强度在福建厦门沿海登陆，台风携带风雨给福建多地造成极
为严重的损失。

1.尽量不要外出。

2.如果在外面，千万不要在临时建筑物、

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

3.如果你是开车的话，则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4.如果你住在帐篷里，则应立即收起帐篷，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

5.如果你在水面上（如游泳），则应立即上岸避风避雨。

66.如果你已经在结实的房屋里，则应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成“米”字图形，

以防窗玻璃破碎。

7.如台风加上打雷，则要采取防雷措施。

8.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

2016年 9月 15日凌晨三点零五分，“ 莫兰蒂 ”正面袭击厦门！“ 莫兰蒂 ”15级超强风

摧毁了美丽的厦门，也导致我们的黎明之家一片狼藉。树歪了，围墙倒了，屋顶飞了……

9月 15日中秋节，“ 莫兰蒂 ”强

台登陆之后，全体黎明人放弃休假，

自发的回到公司，每一个黎明人都戴

上了手套，拾起扫帚，拿起砍刀、锯

子，推起板车，无惧风雨、众志成城，

为重建家园纷纷献出自己的力量 !黎

明人用自己平凡的行动，再次展现了

黎明精神！黎明精神！

在这没水没电没信号的 7

天里，董事长黄溢忠带领黎

明人积极进行自救。雨水、

汗水浸湿了黎明人的衣裳，

树枝、钢板、杂物黎明人划

伤了皮肤，然而所有黎明人

丝毫没有退缩，仍然在一线 坚持奋斗。

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在全

体黎明人的不懈努力下，我们

的黎明之家很快就以新的面貌

映入叫大家的眼帘。道路通了，

树正了，绿化恢复了，垃圾杂

物一扫而空，厂区再次变得干

净整洁，设备的轰鸣声再次响

起，车间恢复了有序的工作状起，车间恢复了有序的工作状

态……

台风无情，黎明有爱！向全体奋斗在抢修一线的黎明人致敬；向所有关心、支持黎明的

广大客户、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厦门黎明将与您携手并进，共创新辉煌！

今日的辉煌，从黎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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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辉煌  从黎明开始

公司董事长                                                                                                                           先生祝你们生日快乐、工作顺利、家 庭幸福！

林开明、苏金帅、陈宝林、张金印、陈建阳、胡保生、聂小燕、黎  明、
胡彪焕、曹淑春、张友莲、邓政清、熊金奎、邱天贵、林建莺、李  键、
黄婧璜、吴贵生、周  彪、翁龙飞、赵纪国、罗小斌、熊小芳、肖展鹏、
方国兴、王光会、孙统卫、吴金海、肖传朝、崔帅帅

转载自 2016-09-26 同安工业社区

台风过后，满目疮痍，同安工业集中区非公党组织面对灾后繁重的恢复重建工作，临阵

不乱，充分发挥了非公党组织及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涌现了很多典型事例，今天

给大家展现黎明人的重建风采。

[黎明机械党支部 ]
不等不靠，自救自建，展黎明人风采

“ 莫兰蒂 ”来了，它像一头疯狂的怪兽横扫每个角落，所到之处必留下它的“ 痕迹 ”：黎

明机械公司厂区一片狼藉，倒下的树木此起彼伏，电线杆横七竖八，被掀开的四个车间的房

顶铁皮与卷闸门张牙舞爪，车棚被掀翻，门窗玻璃碎片到处散落，车间内部积水四处横流，

东部围墙倒塌……

““ 莫兰蒂 ”走了，接连下着滂沱大雨，大量雨水涌入车间、仓库，造成车间机床设备、

产品加工件、仓库电机、锁边机等仓库物资辅助设施都浸在水中，车间电脑、交换机、网络

柜、监控柜、办公桌等办公设备也都在水中徜徉 ,产品、半成品和原材料被毁坏，且连续数

日水、电、通信中断，灾后厂区环境极其恶劣。初步估计，“ 莫兰蒂 ”给黎明机械公司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600万元，间接经济损失 300万元～ 400万元。

9月 15日清晨，黎明机械党支部书记黄溢忠从

岛内赶到公司，看着公司满目疮痍，二话不说，马

上组织公司的党员和干部职工开展自救恢复行动，

划片区分小组安排灾后自救重建任务。首先派出熟

悉公司环境的老党员许民权带队排查整个厂区及周

边环境受灾危险点，拟定自救方案，迅速排除险情。

接着安排公司专业技术骨干，检查各条电线、空气

开关电闸、配电室是否有破损，采取应急措施，避免二次伤害。然后各小组也分头行动起来：

有的将仓库储存物资及时转移；有的负责与保险公司联系保险理赔事宜，并安排相关人员进

行损失统计，拍照取证，并形成损失报告；有的将急要发车的设备进行整理，急的加工件转

外协加工，同时自发电，启动一部分机台应急生产；还有的负责清理被风吹倒的树木树枝、

吹落的铁皮……

在黎明人心里，灾情就是动员令，公司党员、职工陆陆续续从四面八方赶来参与灾后清理

工作。很多党员、职工受伤了不喊痛，汗水湿透了衣背当洗澡，累了就地坐一会儿，饿了随

便扒几口饭，就继续灾后清理工作。前期加工中心生产总监肖代安同志其父因病住院需要人

陪护，但身为党员干部，舍小家、顾大家，另请护工照顾父亲，自己第一时间投入到公司的

抢险救灾工作中。他身体力行，带动员工清扫车间积水，抢修机台设备，清洗、修护前期加

工物料，车间厂房修复等等，尽量将公司的损失降到最低。在忙完车间的抢救工作后，还积

极参与清理厂区倒伏的树木、垃圾等灾后恢复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 合格党员 ”

这四个字这四个字。 

（15日台风过后 2#的车间） （19日抢修后 2#的车间）

灾后自救工作繁琐复杂，但在黎明机械公司党支部带领下，公司全体职工忙而有序，经过

四天的奋战，一切工作终于回归轨道，21日恢复通电后，黎明机械公司立即全部恢复生产。

黎明党支部在自救的同时，仍不忘参与园区帮扶救灾工作，积极组织员工清理圳南二路、圳

南七路倒伏的树木、散落的广告牌等杂物，帮助恢复道路通行。灾情面前，黎明机械公司全

体党员、职工不等不靠，积极自救自建，灾后努力追赶既定生产目标，充分展现了黎明人的

风采。

                                            -----  转载自同安工业社区

2016年9月15日凌晨3点05分，“莫兰蒂”台风在我市翔安区登陆，中心风力达到15级，

这次台风是今年以来全球最强的台风，也是 1949年以来登陆闽南最大台风，造成我市电气

设施受毁灭性重创，导致全市一度大面积停电、停水和通信中断，全市约有 65万株行道树倒

伏，大量广告牌掉落，造成全市交通瘫痪。我司也不例外，由于我司地处台风登入中心眼地带，

此次台风造成我司朝东面厂区围墙倒塌，四个生产车间房顶、卷闸门、厂区车棚被台风掀起，

雨水大量涌入车间、仓库，造成车间机床设备、产品加工件、仓库电机、锁边机等仓库物资

辅助设施浸水，车间办公室电脑、车间网络、网络柜、监控柜、办公桌等办公设施被雨水浸泡。

厂区内绝大部分绿化树木倒伏。由于厂区内断水、断电、通讯全无，使企业灾后难以尽快地厂区内绝大部分绿化树木倒伏。由于厂区内断水、断电、通讯全无，使企业灾后难以尽快地

恢复生产。初步估计，“ 莫兰蒂“ 台风给企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 600万元，间接经济损失

300万元 ~4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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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辉煌  从黎明开始

9月16日上午上班后，公司采取了以下几项应急措施：一是组织科室人员将倒下的围墙，先用倒

下的树枝、树干临时堆砌起来；二是各车间和仓库组织各自的员工打扫车间内部的积水，检查机台电

线、空气开关闸是否有破损，电脑、网络柜、监控是否进水、半成品加工件防锈防护，落实损失情况；

三是仓库重点落实库存物资受损情况，把损失度降到最低点；四是财务部负责与保险公司联络联系保

险理赔事宜，并组织好各车间、部门的损失统计，拍相片取证，尽快形成损失报告；五是供应部、电

气部、综合车间（电工班）负责配电室和自备发动机检修启动工作；六是人力行政部负责后勤保障工

作，并负责作息时间安排；七是装配一、装配二车间要将急要发车的设备进行整理，急的加工件转外

协加工；八是装配车间准备角驰Ⅲ76协加工；八是装配车间准备角驰Ⅲ760设备、扣件、模具的落实，为灾后压屋面板进行自救做准备。

公司把工作任务布置之后，各部门、车间分头行动，生产部、质管部、供应部工艺部负责组织各

自部门员工将靠近办公楼东面倒塌的围墙用树干与树枝堆砌起来；人力行政部、国内销售部、出口销

售部则负责靠近装配二车间东面倒塌围墙的堆砌；各车间则组织员工清扫积水、搬走被台风刮掉的扭

曲的屋面板，擦洗机台设备做好设备保养工作及半成品加工件的防锈涂油工作。人力行政部则负责做

好后勤保障工作，到岳口矿泉水公司调二十五箱矿泉水和二十箱桶装水给予参加抢险救灾的员工饮用，

并外购馒头与面包给员工充饥，购买一台油锯机锯倒伏树木用。

9月19日正式上班以后，各部门与车间继续按照公司的布置齐心协力，开展重建家园的工作。应

给予表彰的是技术部员工在部门经理的带领下，充当砍树、移树、清理垃圾的主力军，不少同志手臂、

手指被树枝、铁板刮伤仍然坚持把任务干完；计控部胡彪焕经理手持油切机帮助切割大的树杆，副经

理杨群芳在工具短缺的情况下，用砍刀砍倒地的树枝，让同事方便移走；机加工车间顾问陈士晶在接

到科室后勤需要人员支持的情况下组织温顺慈、熊自斌、李小磷等五位员工前来支援，把堆在围墙外

的树枝堆垒起来，形成一个临时的障碍物；设备科与电工班在丁小兰与罗小斌的带领下，完成配电室

和150千瓦发电机的检修，终于让前期加工中心部分机台和摇臂钻床积压的一大堆墙板急件可以在

2020日下午投入加工。装配一车间主任钱贵明与姜彬同志为了确保车间员工受灾后能安全的恢复生产，

爬上12米高的厂房顶，用手动钳剪断被台风掀起，悬挂在房顶上7至8米长的金属板，消除了安全

隐患；科室后勤各部门员工，在电还未恢复的情况下，打扫各自办公室的公共卫生、清扫楼梯，并从

一楼提水冲洗楼道，确保公司有个整洁的环境，迎接灾后的生产经营工作；人力行政部副经理周艺娜

同志，为保证公司能尽早恢复用电，主动与工业集中区党工委、区企业服务中心联系，引起上级领导

的重视，通过电力部门巡查，终于查到线路故障，经排除，9月21日下午1点30分，同安供电局外

送电终于来了，各车间、部门立即恢复生产经营工作；前期加工中心生产总监肖代安同志其家人因病

住院需要人陪护，其舍小家、顾大家，请护工照顾其家人，自己投入到企业抢险救灾的工作中，充分住院需要人陪护，其舍小家、顾大家，请护工照顾其家人，自己投入到企业抢险救灾的工作中，充分

体现了一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自己的实际动践行“两学一做”。

企业受灾后，厦门市经信局企业处骆秀春处长、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李闽豫主任、同安区经信局主

管工业的副局长叶关山、经信科陈延安等一行领导分别来我司了解灾情，并送来了厦门市政府出台多项

政策扶持企业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的厦府[2016]293号文，增强了我司抗灾重建的信心。

总而言之，灾害无情，人有情，“莫兰蒂”台风给企业带来较大的损失，但是，全体黎明人（包括

企业党支部的党员）在企业党、工、团的组织带领下，进行生产自救，修复倒伏树木，修复发电基础设

施，恢复了生产秩序，恢复了生活秩序，我们相信，在全体黎明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有政府部门和上级

各领导机关的鼎力支持，我们一定能完成今年的生产经营目标，重建黎明家园。

                                                        -----  人力行政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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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辉煌  从黎明开始

1.肠道传染病的预防

（1）喝开水：灾后水源往往不再安全，卫生，喝前应煮开。

（2）吃熟食：水灾可能导致大米霉变，餐具不洁，或无法

加热煮熟食物。建议尽量吃熟食，餐具应高温水煮消毒。

（3）洗净手：监督儿童洗手，注意个人卫生，防止病从口入。

（4）注意环境卫生：生活垃圾应集中堆放，日产日清，及时

消毒杀虫防止病媒生物孳生。人畜粪便和动物尸体要妥善处消毒杀虫防止病媒生物孳生。人畜粪便和动物尸体要妥善处

理，避免污染外环境。

2.呼吸道疾病的预防

（1）注意休息，保暖，通风，保持卫生，勤洗手，避免发病诱因。

（2）避免交叉感染。接触患儿后洗手，及时消毒患儿的床铺与衣物，以免病原播散。在家中，患

病儿童应避免与健康儿童接触。

3.虫媒传染病的预防

（1）注意灭鼠灭蝇防蚊：生活垃圾无序堆放易导致（1）注意灭鼠灭蝇防蚊：生活垃圾无序堆放易导致

鼠类和蝇类孳生，应注意清除，清扫卫生死角，翻

盆倒罐清除蚊虫孳生地。

（2）做好个人卫生防护：使用蚊帐、露宿、野外劳

动时使用防蚊剂，避免被蚊虫咬伤。

（3）控制管理传染源：避免接触传染源，对家畜、

家禽要使用消毒剂、灭蚊药，对病人要进行隔离。

（4）及时就医：如有发热、腹泻、皮疹等症状的（4）及时就医：如有发热、腹泻、皮疹等症状的

应及时就医，以防传染病扩散传播。

进入夏天，是自然灾害的多发季节，如何应对自然灾害、确保人身安全，是每位员工必修的一门课程。

夏季，强对流天气多发，易出现雷雨大风、冰雹、龙卷风、局部强降雨等。狂风及暴雨等引发的洪

水、泥石流、山体滑波，都是夏季灾害中的“狠角色”。倘若灾害来临，身处险境的人们该如何防灾自救？

能不能提前发现，防患于未然？

强对流天气：进强对流天气：进入6月以来，我国多地频繁出现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介绍说：强对流天气主要有

三个特点：一是时间持续时间短，多为1小时至10多个小时，较短的仅有几个分钟至十分钟；二是局

地性强，影响范围一般在几公里至几十公里；三是要素变化大，如在短时间内会出现内力突然增大、

降水增强、气温变化明显等情况。

强对流天气会带来电闪雷鸣、冰雹、雷雨大风、龙卷风等，破坏性很强，还可能引发局地洪涝灾害，

致使房屋倒塌，庄稼树木受灾、电信交通受损、甚至造成人员伤亡等。

强对流天气在所有天气类型中最难预报。所以，在强对流天气多发的夏季，应关注气象台的预报预警。

当得知可能发生强对流天气时，要减少户外活动；如遇上强雷电，应避免到室外空旷外，尽量躲在当得知可能发生强对流天气时，要减少户外活动；如遇上强雷电，应避免到室外空旷外，尽量躲在

室内或车内，远离临时建筑物；如遇上雷暴大风，要注意运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如遇上短时间强

降水，要避免开车外车，防止汽车在低洼地段熄火。

夏、秋季节，是台风活跃期。闽南民间谚语说：台风来、听预报，减少出行最有效，说出了防台风夏、秋季节，是台风活跃期。闽南民间谚语说：台风来、听预报，减少出行最有效，说出了防台风

的基本常识。夏、秋两季是台风多发季节，其名称各异，台风常常裹挟着暴雨席卷大地，破坏性极强。

怎样才算台风呢？气象专家介绍，生成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的热带气旋， 可分为热带风暴、强热带

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 当最大风速达32.7M/S以上，也就是风速超过12级的强热带气旋称

为台风。各级气象台通常按台风可能形成的程度。从轻到重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

应及时关注预警播报，提前做好预防台风的应急措施。加强防患，才能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

台风来临前几小时内台风来临前几小时内，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留在室内；同时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水等生活用品，

以备急用；提前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检查房屋、门窗、玻璃是否牢靠。

当台风来临时，要在室内，不能外出，防止被风刮倒的树木、广告牌等物品砸伤。等台风过后，才

能进行户外活动。如9月15日超强台风“莫兰蒂”，就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大家有目共睹，它的威力之强、

破坏力之大，真是触目惊心，让人心有余悸。

                                                         -----  人力行政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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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辉煌  从黎明开始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来临，为了感谢一直来为企业生产经营所做努力的全体黎明员工，黄

溢忠董事长要求公司工会委员会组织员工进行中秋博饼、聚餐及慰问中秋期间因公出差，无法

回家过节的业务人员、调试人员的家属及因公负伤的工人。

2012016年9月14日上午，人力行政部总监黄永先生代表公司领导、工会，协同机加工车间

龙长杵主任、售后服务部陈亚真副经理，分别到职工住所或其家人单位，带去了公司领导的中

秋慰问。他们来到公司宿舍探望工伤人员夏宏伦，嘱咐工伤员工安心在家养伤，争取早日康复

重返生产岗位；紧接着探望外出调试、因公出差人员的家属，先后驱车来到江勇、曾学群、王

兴裕三位家属的工作单位，送上月饼，传达了公司对家属给予自己亲人工作上的支持与理解，

表达了公司的谢意和慰问，然而当中还有几位调试人员的家人不在厦门，且其本人正在返回公

司的途中。故委托售后服务部代为转交。

9月9月14日下午四点，公司进行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后，全体员工齐聚职工食堂进行具有闽

南特色的中秋博饼活动，今年博饼礼品有状元—美的电磁炉、对堂—天际电炖锅；三红—金龙

鱼食用油；四进—拉芳或夏士莲洗发水；二举—立白肥皂；一秀—奥妙洗衣粉，全部都是贴近

民生的居家生活用品。

博饼活动开始，

骰子声、欢笑声此起

彼伏，整个食堂充满

浓浓的过节气氛。博

饼结束后，公司推出

了丰盛的晚餐。餐后

员工们提着中秋礼

物，心满意足地回物，心满意足地回

8月10日下午，在同安工业集中区党群中心“非公党校”，工业集中区党工委邀请市委非公讲师

团成员、厦门吉家家世界党总支书记王小平同志，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主题为“当好领头雁，带强联

建片”的党课。

王小平同志用生动活泼的语言，结合自身党建经验，为党员同志阐述王小平同志用生动活泼的语言，结合自身党建经验，为党员同志阐述了“什么是联建片，为什么

要建立非公党建联建片，如何建好联建片”三个问题，为同安工业集中区今后的党组织模式的建立以

及具体党建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宝贵的建议。王书记在会上指出，我们现在的党组织模式还是处于相对

松散的状态，可以通过建立联建片，由中心联建片发展子联建片，将整个同安工业集中区各基层党组

织和党员联系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并以联建片为单位来开展各项工作和活动。会上，王书记还对如何

提高党员素质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建议用积分制来对党员进行评分，按照评分的高低评选优秀党员，

以此督促全体党员要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充分体现出党员评选机制的公平性。

会后，王书记和与会党员一道，在讲解员

的带领下，共同参观了同安工业社区党群活动

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以海报和实物展示的

形式，讲述了同安区自抗日战争以来到争取解

放再到新同安建设的艰辛历程。在展示厅内，

张挂了介绍现阶段同安区重要企业概况的海

报，还有相关的产品展示，厦门正黎明冶金机

械有限公司作为同安区的重要企业之一，也位械有限公司作为同安区的重要企业之一，也位

列其中。

中心自建立以来，先后接待参观人次

近300人，成为全体党员开展党建活动和

党务工作、加强各基层党组织之间的联系

以及加强党员和群众之间联系的重要载

体，党群中心主体功能的作用也逐步显现。

        -----  出口部  罗娟  供稿

到各自家中。浓浓中秋情，意在暖人心，黎明文化再现。               -----  人力行政部  供稿


	107A1
	107B1
	107C
	107D
	107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