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郑桂珍 魏丽莉冤 10月 25
日袁 经过一周的岗位操作理论考试和实操
技能比武袁 丽汽集团技能比武大赛在上汽
大众领众 4S店圆满结束遥本次比武共分客
车驾驶尧汽车销售尧售后接待尧车辆故障诊
断维修四个比武项目袁共计 37名选手参加
了本次比赛遥 本次比武分理论测试和实际
操作两部分袁按理论测试占 30%袁实际操作
占 70%计入总成绩遥

10月 22-23日袁集团公司分岗位组织
参赛选手进行了理论考试遥参赛的 37名选
手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遥 客车驾驶组的汪
峰尧尤东成尧夏栋栋袁车辆故障诊断组的刘
登平均取得了理论考试满分的好成绩遥

24 日下午袁 首个实际操作比武擂
台要要要客车驾驶比武在客运东站站场摆
开遥 长运公司和旅游集散中心各选派 5名
选手参加比赛遥 比赛路线为客运东站要丽
青路要开发路要长虹街要东港路要丽青
路要客运东站遥 主要考测驾驶员出车前车
辆安全检查尧在指定地点迎候尧发车前安全
宣传尧途中运行驾驶操作等环节袁安全检查
中随车证件尧轮胎尧安全锤等程序一样都不
能少袁特设了遇行人过人行横道袁是否停车
礼让环节遥 大赛邀请了丽水市交警支队考
训科的考官进行打分评判遥 选手们考的不
仅是驾驶技能袁 更有安全实操和为旅客优
质服务的技能遥

10月 25日袁汽车销售尧售后接待比武

在水阁领众 4S店举行袁车辆维修故障诊断
比武在瓯龙 4S举行遥 每个项目由伊 渊恒冤
翔尧恒渊领冤众尧瓯龙渊翔冤6家 4S店派出共
计 9名选手参赛遥

早上 8院30袁 在简短的开幕仪式后袁首
先进行的是汽车销售技能比武遥 比赛指定
用车为上汽大众新款凌渡 1.4T舒适型遥选
手们必须做好礼迎客户尧展示车辆介绍尧车
辆增值服务引导尧询问客户需求等环节遥主
要考察选手汽车销售岗位工作技能的熟悉
程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袁 要求选手按
照真实工作情境接待模拟客户并做好向客
户推荐 4S店车辆的销售服务工作遥

在下午进行的售后接待比武项目中袁
主要设置了礼迎客户尧环车检查尧唱检车检
项目尧车辆问诊尧签订委托书等环节袁考察
选手对维修接待岗位工作技能的熟悉程度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遥 选取服务接待的
典型工作任务要要要常规保养接待袁 要求选
手按照真实工作情境接待顾客并做好服
务遥

本次汽车销售和售后接待项目特邀请
了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分院杨俐和张丹
华两位老师担任评委遥赛后袁杨俐老师对整
个比赛过程和选手的赛况作了精彩而到位
的点评遥 另外袁这两个项目还设了 10分观

众分袁从 6家 4S店中选取 10名观众评委袁
对选手的表现情况进行现场亮分遥

与此同时袁 在瓯龙公司维修车间举行
的车辆故障维修诊断比武紧锣密鼓的进行
着遥比赛指定车型为雪佛兰科鲁兹袁考核内
容设置 4个故障点袁 涉及发动机控制系统
的传感器尧执行器尧控制线路与发动机机械
系统遥 主要有前期准备尧故障确认尧故障代
码确认尧故障范围确定尧部件测试及电路测
量尧故障部位确认尧提出排故思路等环节遥
比赛时间从早上 8点半一直持续到下午三
点袁选手们认真钻研尧勇于探索袁真正体现
了技术人员的专尧精尧尖遥

经过一天紧张而激烈的三大项目技能
比武大赛袁通过评委们认真负责的评判袁决
出了各个项目的冠尧亚尧季军渊具体名单详
见第四版冤遥学知识尧练技术尧比技能是集团
公司举办岗位技能比武的初衷和目的遥 经
过前期的认真筹备袁 一个星期的技能大比
拼袁选手们相互切磋技能尧练习技术尧提升
技能尧 展示实力袁 得到了很好地锻炼和提
升遥 集团公司每两年举办一次岗位技能大
比武袁 提升了各岗位人员的实操水平和服
务水平袁 进一步检验和掌握各岗位人员技
能程度袁 发现和发掘了大批优秀的企业技
能型人才遥 以技能比武方式培育和促进企
业技能型人才成长袁 增强了企业综合竞争
软实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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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国资委胡信才副主任到集团公司调研

学知识、练技术、比技能
要要要丽汽集团岗位操作技能比武圆满结束

本报讯 渊麻向健冤 10月 25日袁省国
资委胡信才副主任一行在市国资委叶旭
彪副主任的陪同下到我公司调研遥 薛和
有总经理就丽汽集团的发展史尧 现在的
经营状况及应对高铁转型升级方面所做
的工作进行了汇报袁 对省国资委调研组
成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袁 对政
府及相关部门多年来给予丽汽集团的关
心和支持表示了衷心感谢遥

胡信才副主任听取汇报后袁 充分肯
定了丽汽集团在转型升级方面所做的工

作袁对我公司迅速转换经营战略袁把原
以道路客运为主尧多元发展为辅的产业
发展格局转变为旅游文化业尧汽车服务
业尧道路运输业和房地产业四大产业并
举尧共同发展新格局的转型之路给予了
高度评价袁认为我公司转型工作思路清
晰尧措施得力尧成效显著遥 最后袁胡信才
副主任对我公司今后如何发展提出了宝
贵意见袁 提议我公司在今后的发展上不
要求大袁 要在现有产业做强做优上下功
夫遥

本报讯 渊王礼君冤 10月 18日下午袁
丽水市内部报刊学会第四届第一次理事
大会在丽水九城宴会中心召开遥丽水市内
部报刊学会会员单位共计 60余人参加了

会议遥会上袁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尧工会主席
吕丽君任新一届学会会长袁丽水市文广局
新闻出版广电处姚金善处长代表市文广
局授予吕丽君会长单位牌匾遥

本报讯 渊郑桂珍 陈乐观冤 从
10月 17日起袁丽汽集团将开通丽水
至龙泉尧 丽水至庆元往返城际快巴袁
方便沿途旅客出行遥

丽水至龙泉城际快巴从丽水东
站发车袁经由紫金大桥尧丽水西站尧商
贸物流城尧开发区管委会袁从碧湖南
山上高速曰在龙泉市经由龙泉市人民
医院尧东升小学尧新华电影院尧剑池农
业银行尧老交警队袁到达龙泉车站遥

丽水东站发车时间院6:05/7:35/8:
45/9:45/12:15/13:15/15:45/16:45

龙泉车站发车时间院5:40/6:20/9:
30/10:30/13:00/14:00/15:30/16:30

丽水至庆元城际快巴从丽水东
站发车袁经由紫金大桥尧丽水西站尧商
贸物流城尧开发区管委会袁从碧湖南
山上高速曰 在庆元县经由电商创业
园尧城镇派出所尧城北农贸市场尧新华
书店尧市民广场袁到达庆元车站遥

丽水东站发车时间院7:05/9:00/

13:00/15:30
庆元车站发车时间院6:00/7:00/

12:40/13:40
野城际快巴冶按固定线路运行袁沿

途设多个站点袁 在乘坐 野城际快巴冶
时袁乘客可就近选择站点乘车遥 车辆
采用 14座豪华商务客车袁 配备行李
仓尧USB充电口袁车厢内部空间宽敞尧
明亮遥 相较于传统班车袁新开通运营
的野城际快巴冶具有更快捷尧更舒适等
特点遥 即将开通的丽水至龙泉野城际
快巴冶票价为 50元袁丽水至庆元野城
际快巴冶票价为 80元遥

乘客只需微信搜索关注野巴巴快
巴冶 公众号袁就可直接购票曰或在手
机上安装野巴巴快巴冶APP渊苹果手机
在 apple store 搜索 野巴巴快巴冶冤购
票遥购票成功后袁乘车时可在车上刷身
份证完成检票遥在野巴巴快巴冶袁乘客能
直接看到车辆实时运行轨迹袁 可就近
选择乘车点袁大大方便乘客出行遥

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吕丽君任新一届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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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集散中心秋冬旅游产品特卖会圆满落幕

九城宴会中心成功举办艾莱依“猎滟”订货会

本报讯 渊吴 莹冤 为庆贺丽汽集团成立
85周年袁10月 27日袁 丽水市旅游集散中心
在丽水市青少年宫广场举办了秋冬季旅游
产品特卖会袁感恩回馈新老客户遥

此次特卖会袁 除了旅游产品价格直降
外袁更是送出四重豪礼遥 注册成为丽汽会员
即可获得价值高达 11680元无门槛抵金券袁
内容涵盖丽汽集团旗下旅游尧租车尧学车尧买

车尧宴会等项目曰阿联酋尧泰国尧芽庄尧太行
山尧横店免费旅游大放送曰健身年卡尧九城山
货礼盒尧龙泉青瓷套盒尧蓝牙音箱...各式礼
品拿到手软曰友好合作单位中国联通尧工商
银行尧浦发银行也给出了报名就送大优惠的
活动遥

特卖会当天各展位前人头攒动袁咨询的
客户也是络绎不
绝袁 工作人员忙得
热火朝天遥 详细的
活动方案尧 合理的
分工与流程袁 让火
爆的现场秩序井
然遥 整场特卖会销
售成绩喜人袁 现场
下单人数近 200
人袁 得到了市民朋
友们的认可袁 纷纷
询问工作人员下一
次特卖会什么时候

举办遥晚间的晚会抽奖活动更是将特卖会推
向高潮遥 虽然当晚气温较低袁但现场市民们
热情高涨袁气氛十分活跃遥

2018旅游集散中心秋冬旅游产品特卖
会圆满落幕袁感谢广大客户对集散中心一直
以来的大力支持袁也感谢各兄弟单位尧友好
合作单位的鼎力相助遥

本报讯 渊杨慧 冤 10 月
21要23日袁艾莱依野猎滟冶2019
春夏新品订货会在九城宴会中
心举行袁 来自全国各地近千名
经销商齐聚九城宴会中心遥 为
承接好此次大型订货会袁 九城
宴会中心工作人员用心尧精心尧
细心布置袁璀璨的舞台灯光袁霸
气十足的巨幕屏袁 洁白整齐的
凳椅袁鲜艳夺目的彩旗袁使整个
大厅熠熠生辉遥
本次订货会是九城宴会中

心第一次承接如此大型活动遥
用餐人数从原来预订的 600人
增加到 800人袁全天不间断 12
小时超长接待服务袁 要求每天
菜品不重样等袁 在现有工作人
员尧人手不足的情况下袁对公司
接待能力是个巨大考验遥 为了
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袁 保证本次

订货会圆满完成袁 公司就此次
活动多次召开了专题会议袁人
员合理分工尧菜品科学调整尧卖
场结合促销袁 为期 3天的订货
会终于圆满地画上了句号遥

良好的用餐体验袁 优质的
宴会服务袁 促成艾莱依本次订

货会订单量超额完成袁 举办方
对本次九城宴会中心全体工作
人员服务及菜品质量给予了高
度评价遥通过本次大型订货会袁
也为九城宴会中心今后承接大
型宴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遥

10月 12日下午袁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廖翊尧召集南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尧集团本部行政综合部尧发展经营技术部尧党群工作部等有关人员就畲祖烧要要要大漈罐系列
产品宣传推广事宜进行了沟通交流遥

早在南宋时期袁在景宁大漈生活的畲家祖先就已经学会了利用当地的火山泥烧制陶器遥野畲祖烧冶在传承了大漈罐传统烧制技艺上加上了雕刻尧上釉尧修整等工艺袁并
融入多种畲族文化元素袁焕发出了大漈罐特有的魅力袁成为中国畲乡的文化标志之一袁并被评为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遥 畲祖烧要要要大漈罐系列产品即将在大修厂文
创园展览袁从本期开始袁叶丽汽集团报曳将对畲祖烧要要要大漈罐作分期介绍遥

从蒸饭的饭甑尧 烧菜的风炉到盛米
的米缸尧熬药的药罐.....各种厨房用具应
有尽有遥 那时候袁说起大漈罐袁浙闽边界
乡村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遥 然而袁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袁铝制品尧电器等产品
在农村逐渐普及袁 大漈罐开始退出了农
村厨房用具的舞台袁发展前景堪忧遥 2012
年袁 大漈罐制作技艺进入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袁 为了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传
统文化袁 自小喜爱大漈罐并曾经学习其
制作工艺的毛根深袁 毅然决定加入抢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伍中袁从此袁大漈罐
有了自己新的名字要要要野畲祖烧冶遥 野畲祖
烧冶 是景宁唯一一家经营非遗陶罐的机
构袁是一家集生活用陶和艺术陶器开发尧
研究尧设计尧生产尧营销为一体的综合型
企业遥

先前大漈罐以实用为主袁 如今脱胎
换骨的野畲祖烧冶将传统的工艺和现代技
术相结合袁 与记忆中的大漈罐已有天壤
之别遥 产品从原来的日常生活用品延伸
转变到工艺品尧茶器袁并融入了文字尧彩
带尧图腾等畲族元素袁使这一传统手工艺
焕发出新的生机袁 不管是从形制上还是

工艺上袁都有了质的飞跃遥 野畲祖烧冶以云
中大漈火山泥为原料袁泥中含有 30多种
微元素并搭配天然植物的灰釉袁 采用古
老的小龙窑还原烧成袁 因而使多数的有
益元素保留于器体袁 是一种天然的养生
健康陶器遥 野畲祖烧冶负责人毛根深向我
们介绍道袁大漈罐始于宋朝袁至今已有一
千多年的历史遥 陶艺作品的形状尧大
小尧高低都得靠手感来完成袁想要做好
一个满意的作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袁它

需经过找泥尧练土尧拉坯尧成型尧干燥尧
上釉尧烧成尧出窑等 19 道工序才能制作
完成遥 为使野畲祖烧冶让更多的人所知
晓袁除了技艺上的提升袁毛根深还设立
了畲祖文化博物馆免费向社会开放袁并
开设了体验制作课程袁 免费教授学生
野畲祖烧冶制作技艺遥 如果你有兴趣袁可
以亲自参与制作的整个过程袁并将自己
制作的陶土烧制成品带回家中遥 如今袁
野畲祖烧冶 博物馆已成为全市的非遗展

示体验点之一并开发生产茶具尧 餐具尧
工艺品等几大系列 500 多种产品袁申请
获得 50多项国家专利遥

畲祖烧要要要大漈罐系列产品即将在
丽水市大修厂文创园展览遥 丽水市修远
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和浙江畲祖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约定销售袁 由丽水市修远文化
交流有限公司筹划在丽水市区范围内全
权营销宣传及销售大漈罐要要要畲祖烧系
列产品遥

最美夕阳红

本报讯 渊郑桂
珍冤 今年 10 月是
我国第九个 野敬老
月冶袁又逢一年一度
的重阳节袁 为喜迎
重阳节 袁10 月 17
日上午袁 集团公司
离退委组织开展了
野游园活动冶遥
游园活动设置

了拖乒乓球尧套圈尧投沙包等游戏袁离退休老同志热情高涨袁一大早袁大
家集聚公司离退委会活动室遥 在离退委工作人员的组织下袁大家有序开
展游园活动袁拖乒乓球现场老同志们为自己掉球而可惜袁套圈现场大家
为自己套进球而欢呼袁欢笑声不断袁大家玩得不亦乐呼浴

集团公司目前共有 800多名离退休人员袁 在丽水市本级的有 700
多名袁一上午袁很多老同志除参加游园活动外袁平时难得聚在一起袁大家
趁机一起聊企业尧聊身体尧聊家常尧聊里短袁大家开心愉快地过了 野重阳
节冶遥 在此袁祝愿集团公司所有离退休老同志重阳节快乐袁福寿安康浴

集团公司离退休人员开心过“重阳节”

畲祖烧要要要大漈罐宣传推广

守护千年大漈罐袁走进省级非遗野畲祖烧冶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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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宏伟 范国祥 李姬萍 邓小珍 莫友连 何赤诠

吴凤明 吴少勇 吕志军 陈其森 林国文 刘小平

潘海燕 王艳苹 张松标 胡惜时 江永良 王有水

占作炳 崔统云 潘晓华 刘大标 蒋日红 莫惠廉

叶成高 钱雪岳 汤美芬 诸金茂 李兴华 孙成铁

王昭云 虞天生 余德友 张羡秋 王华南 吴 莹

周更生 陈根松 叶建勇 俞德坤 胡坚东 杨艳林

叶连武 章双林 李根彩 管湘祁 何朝辉 陈玉岩

谷丽红

徐明霞
张海燕
潘 峰
谢向红
胡 晓
罗俏敏
王丽惠
郑勤俊
叶建伟
杨思靖
吕 杰
赖炜杰
方忠赋

蓝武杰
叶 丽
王智标
雷建斌
蓝 凯
项婷婷
周 斌
朱 玲
刘丽生
刘媛媛
蔡宛真
蓝栩栩
叶巧燕

陶锦禄
许建芬
陈云娟
曾国伟
阙祖伟
范军孙
陈燕南
周维强
陶建成
廖翊尧
詹慧文
陈洪达
章丽文

汤兰军
朱晓晔
胡克胜
杨艳林
林周颖
叶凯恺
谢 明
郑建勤
楼 群
周丽平
楼 军
李跃祖
徐 捷

刘岳庭
郑益民
洪美林
叶志荣
岳建文
刘伟平
邓丽贞
王巧女
周红亮
徐海文
蓝黎君
郑献方
武 薇

杜立军
蔡 敏
张如娟
叶丽霞
兰金凤
朱茂军
叶伙群
武贤强
俞天虹
陈燕旎
陈陶影
陈勇军
王琛

王伟军
吴国民
黄东峰
俞 刚
郑志友
曾 波
余 雷
江丽美
刘云翠
邱陈丽
李永波
陈家俊
刘满和

奚林满
杨伟明
孙秀峰
叶娅芬
叶哲男
章勇明
李 颖
潘瑞章
楼源远
李日彬
周淑燕

祝下列员工十一月生日快乐

温
馨
祝
福

本月是您光荣入党的日子，特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
希望您始终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牢记党

的宗旨，永葆党员先进性。
十一月份

各党总渊支冤部尧各位党员院
从本期开始袁丽汽集团党委在叶丽汽集团报曳开辟野向阳花党建园地冶遥 向阳花的花语院信念尧光辉尧忠诚袁它向阳而

生袁寓意着紧跟党的步伐袁信念坚定曰它喜迎太阳的光辉袁寓意着受党的阳光雨露滋润袁茁壮成长曰它忠诚向着太阳袁寓
意着不忘初心跟党走袁一心向党遥

党建园地的开辟袁目的立足于丽汽集团袁教育服务广大党员群众尧宣传推介党务知识尧交流研讨党建工作尧弘扬传
播企业正能量袁最终加强和促进企业创业创新尧健康发展遥欢迎各党总渊支冤部尧广大党员群众积极行动袁共同维护和推
进党建园地建设遥 要要要叶茂

近期袁省文明委组织人员对丽水
市城市文明程度指数进行测评考核遥
集团公司就相关迎检工作要求本部
及下属各单位全力以赴袁切实做好测
评体系要求的各项任务袁努力为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的巩固作出贡献遥

10月 18日袁 丽汽集团分 4组志
愿者(党群工作部尧发展经营技术部尧
行政综合部尧财务审计部)对高铁站
芦埠路段进行创城志愿活动遥集团公
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叶茂亲自带队开

展包干路段巡查劝导工作袁助力文明
城市省测复评遥

长运渊东站冤为窗口单位袁为了迎
接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袁召开专题
会议将工作层层落实袁 分解到岗位袁
落实到人遥长运渊东站冤员工发扬人人
都是志愿者精神袁戴上红袖套尧拿上
小钳子在站前广场尧候车室尧下客区尧
厕所等各个重点区域不间断做好劝
导尧服务工作袁让东站以最好的面貌
迎接本次测评遥

10月 12日下午袁 丽汽集团汽校
支部开展了以创城志愿服务为主题
的党日活动袁汽校全体党员对汽校门
口及训练场地卫生进行巡查及清扫袁
特别是一些卫生死角袁通过清理卫生
状况得到了有效改善袁使训练场地环
境变得更加干净整洁袁让学员学车更
加的舒心袁同时也进一步推进经常化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遥

渊吴宜珈 何培蔚 陈跃飞冤

迎接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
要要要各单位开展创城志愿活动

10月 29日上午袁市国资委党建
工作第四巡查组一行来到集团公司
开展巡查工作袁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叶
茂尧集团公司党群工作部尧各党支部
书记及各党支部党务工作者参加了
会议遥

会上袁市国资委林萍处长对本次
巡查的主要内容做了说明袁此次巡查
内容主要是依据野4+30冶渊部门单位党
委党组冤和野10+88冶渊党支部冤巡查指
标对市国资委下属的各基层党建工
作开展排查遥旨在交流学习袁找差距袁
补短板袁形成调研报告袁总结出更适
合国企开展的模式遥

针对集团公司党建工作袁党委书
记叶茂做了简要介绍遥 叶书记指出袁
丽汽集团是一个老牌企业袁党员数量
较多袁 退休老党员就有 180人左右袁
近年来我们积极吸收一些优秀的职
工加入党的队伍袁同时按照上级党组
织要求袁严格开展各项党建工作遥 集
团公司党委也在积极探索和研究如

何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袁将党建工作
真正落地袁成为企业发展的风向标遥

按照指标要求袁巡查组对集团公
司各基层党组织台账逐一进行检查

打分袁并提出修改意见遥同时袁组长林
萍对党委书记尧 各支部书记相关的
10个党建问题进行单独询问交流遥

渊雷冰帆冤

为有效推进消薄结对村建设发展袁10月 17日袁
丽汽集团党委书记叶茂积极参加了由市委组织部安
排的消薄项目谋划与落实推进工作交流会遥会上袁叶
茂书记就结对村沙溪村的建设发展谋划与大家进行
了沟通交流袁并提出了从野山哈大席冶着手袁并逐步向
深层次建设发展的思路遥 渊张国军冤

10月 19日袁集团公司党群工作部召开部室工作
会议袁对部室工作进行了重新分工袁针对目前部室的
党建尧宣教尧工会尧退委会四块主要工作袁首次提出了
野四八冶工作要求遥

党建工作要野政治鲜明 领创增效冶遥 党建工作要
善于发挥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袁
坚持党对企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袁 坚持服务生产经
营不偏离袁以有利于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尧有利于提高
企业经济竞争力尧有利于放大企业资本功能的方针袁
把方向尧管大局尧保落实袁将党建工作做成企业创业
创新尧突破发展袁向着指定目标砥砺前行的旗帜遥

宣教工作要野举旗树形 团结强大冶遥 宣教工作要
野举旗帜尧聚民心尧育新人尧兴文化尧展形象冶曰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袁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袁推动宣传
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袁 促进企业全体员工在理想信
念尧价值理念尧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袁同时要
善于把握科技发展水平及时突破传统思维创新宣教
模式和方法袁为服务企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遥

工会工作要野扎实有为 竭诚和谐冶遥 工会工作要
坚持为党分忧尧为民谋利袁要重视广大干部职工的多
样化需求袁要善于创造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袁要让职
工真正感受到工会是野职工之家冶袁工会干部是最可
信赖的野娘家人冶袁要把竭诚为职工服务作为工会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袁扎扎实实为职工做好事尧
办实事尧解难事袁不断促进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遥

退委会工作要野敬重有爱 共谋共享冶遥 退委会工
作要注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袁坚持思想上关心尧生活
上照顾尧精神上关怀袁保持敬重之心尧倾注关爱之情尧
多做务实之事袁要加强离退休干部活动阵地尧学习阵
地建设袁完善离退休干部困难帮扶机制袁引导广大离
退休干部职工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企业发
展保持高度一致袁 努力使退委会成为集团公司离退
休职工老有所乐尧老有所获的休养之所遥

公司工会主席吕丽君参加了部室工作会议袁要
求党群工作部全体人员按照部室工作要求袁 本着分
工不分家的原则袁团结协作做好本部工作袁为集团公
司的野创业创新冶尽自己的能力袁作出应有的贡献遥

渊郑桂珍冤

市国资委党建巡查组
对集团公司党建工作开展巡查

丽汽集团党委积极谋划推进
消薄结对村建设发展事宜

集团公司党群工作部
首次提出“四八”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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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汽集团岗位操作技能比武

第一名院 夏建飞 旅游集散
第二名院 汪 峰 长运公司
第三名院 夏栋栋 旅游集散

第一名院 马巧巧 伊渊恒冤翔
第二名院 王焕之 恒渊领冤众
第三名院 张 敏 瓯龙渊翔冤

第一名院 叶巧威 瓯龙渊翔冤
第二名院 熊丽杰 伊渊恒冤翔
第三名院 叶 男 瓯龙渊翔冤

客车驾驶员岗位操作技能比武

汽车销售服务岗位操作技能比武

车辆故障诊断维修岗位操作技能比武

光 荣 榜

评委点评和观众亮分

售后服务接待岗位操作技能比武

第一名院 郑 洁 伊渊恒冤翔
第二名院 吴金莲 伊渊恒冤翔
第三名院 邹柳波 瓯龙渊翔冤



2018年 10月份大事记

音15日袁 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林周颖尧 总经

理助理叶剑飞参加浙江

省道路运输协会召开的

全省旅游集散中心联盟

成立大会暨 2018 年度

会员大会遥

音 从 10 月 17 日

起袁 丽汽集团开通丽水

至龙泉尧 丽水至庆元往

返城际快巴遥

音17日袁 丽汽集团

党委书记叶茂参加了由

市委组织部安排的消薄

项目谋划与落实推进工

作交流会遥

音18日袁 集团公司

党委委员尧 工会主席吕

丽君任丽水市内部报刊

学会新一届会长遥

音22-25 日袁 集团

公司开展客车驾驶员尧

汽车销售尧售后接待尧车

辆故障诊断维修四个项

目岗位操作技能比武遥

22要23日袁 进行各岗位

技能比武理论考试遥 24-

25日袁 进行实际操作技

能比武袁共计 37名选手

参加了本次比赛遥

音25日袁 省国资委

胡信才副主任一行在市

国资委叶旭彪副主任陪

同下到集团公司调研袁

薛和有总经理等陪同调

研遥

音29日袁 市国资委

党建工作第四巡查组由

市国资委林萍处长带队

到集团公司开展巡查工

作袁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

叶茂尧 集团公司党群工

作部尧 各党支部书记及

各党支部党务工作者参

加了会议遥

音27日袁 为庆祝丽

汽集团成立 85 周年袁丽

水市旅游集散中心举办

秋冬季旅游产品特卖会

感恩回馈新老客户遥

音30日袁 与拆迁办

签订丽水市市区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

议书 渊大洋路以东丽阳

街以北区块尧 花园路与

丽青路交叉口东北角区

块冤遥

安全生产情况院

本月安全无事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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