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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院2018年是丽汽集团建司 85周年暨客运东站建站 20周
年袁适逢改革开放 40周年遥

85载峥嵘岁月袁85载奋勇拼搏袁丽汽集团历经一次次重大发展
变革袁蜕变新生袁砥砺奋进一路向前遥

20年时光荏苒袁20年车轮滚滚袁客运东站一路发挥丽水市野交
通先行官冶的重要作用袁南行北往从未停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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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汽集团成立 85周年专刊



本报讯 渊郑桂珍冤 秋舞翩翩红枫妖娆袁
夜色融融金菊送香遥 11月 28日晚袁在丽水大
修厂文化创意产业园袁 丽汽集团迎来了建司
85周年暨东站建站 20周年庆典晚会遥 大家
用激情点燃欢庆的灯火曰 用舞蹈拉开华诞的
序幕袁用音乐唱响庆典的华章遥 大家以激情尧
舞蹈尧音乐共享丽汽尧东站华诞庆典的盛宴!
晚会以激情四溢的叶花开丽汽曳开场舞拉

开庆典序幕遥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叶茂
首先作致辞袁他讲到袁丽汽集团发展至今离不
开市委市政府尧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尧

支持袁 更是公司前辈和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
结果遥 他表示全体丽汽人会以更加豪迈的创
业激情袁以更加坚定的创新精神袁朝着百年丽
汽的目标奋勇前行遥
晚会现场袁 总经理薛和有为丽汽集团旗

下新成立的丽水市修远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正
式授牌浴 修远文化交流公司前期主要经营畲
族传统文化大漈罐要要要畲祖烧产品系列袁它
的成立为集团的旅游文化产业注入了新的活
力遥
今年 4月 26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高度肯定丽水工
作遥 102字的野丽水之赞冶袁字字珠玑遥 晚会现
场集团公司领导班子 8 位成员集体登台袁为
大家带来诗朗诵丽汽版的叶丽水之赞曳遥 他们
激情澎湃尧他们声如洪钟袁更加坚定了丽汽人
以野丽水之干冶加快绿色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浴
上半场以野融合梦想尧实干为先冶为主题袁

主要节目有院舞蹈叶国色羞花曳尧音乐小品叶手
机综合症曳尧男声独唱叶一封家书曳尧相声叶我要
旅游曳尧歌伴舞叶此时此刻曳遥
下半场以野创业创新尧共赢未来冶为主题袁

节目有院歌曲串烧叶青春尧梦想尧希望曳尧情景剧
叶野流动之家冶话真情曳尧组合唱叶爱 因为在心
中曳尧小品叶赛诸葛曳尧舞蹈叶山哈嬉水曳遥最后以
叶驾起绿谷的快车曳尧叶走向复兴曳 大合唱结束
本场晚会遥
晚会现场袁 退委会舞蹈队的曼妙舞姿让

人啧啧赞赏曰相声叶我要旅游曳观众笑声不断曰
小品叶赛诸葛曳让人捧腹大笑曰叶山哈嬉水曳把
人带入别样的畲族风情曰尤其是野流动之家冶
故事会的真情演绎催泪观众袁 根据丽汽集团
野流动之家冶服务品牌真实故事改编的情景剧

叶野流动之家冶话真情曳袁将企业的日常工作和
场景搬上了舞台遥演员们真情到位的演绎袁展
现了丽汽集团以人为本尧服务顾客尧奉献社会
的企业理念袁 也向在场观众传递了丽汽大家
庭相互关爱尧 团结一心的温馨氛围遥 现场观
众激情四射尧掌声不断遥
十多个晚会节目全部由丽汽员工自编自

演尧精心编排袁汇集了丽汽集团老尧中尧青三代
人的艺术能量和才华袁 奉献了 150多位参演
人员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袁倾注了 1000多名丽
汽员工的热情和激情遥 向广大市民呈现了一

台情意浓浓尧 积极向上尧 朝气蓬勃的庆典晚
会遥 融合梦想 共赢未来要要要丽汽集团成立
85周年暨东站成立 20周年庆典晚会圆满结
束遥
出席庆典晚会的有市国资委主任杨雷尧

副主任陈红龙袁集团公司在丽老领导何赤峰尧
赵国新尧张为社尧陈建敏等袁下属各县市兄弟
单位的领导袁 集团公司在职和部分离退休员
工代表以及广大员工的家属们袁近 1000余人
观看了庆典演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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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梦想 共赢未来
要要要丽汽集团成功举办建司 85周年暨东站建站 20周年庆典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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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汽集团成立 周年
暨东站建站 周年庆典晚会致辞

姻 丽汽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叶茂

尊敬的各位领导尧前辈们袁亲爱的员工同志们院
大家晚上好浴
今天袁 我们丽汽大家庭满怀喜悦欢聚在大修厂文创园袁 共同参加

野融合梦想 共赢未来冶 丽汽集团成立 85周年暨东站建站 20周年庆
典晚会袁 我谨代表丽汽集团党委尧 集团董事会向大家的光临表示感
谢袁特别感谢为这台晚会演出付出辛劳的全体同仁们遥

201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袁 我们集团也迎来了 85
周年庆典遥 85年历程中袁丽汽人风雨兼程袁携手共筑丽汽基业浴
在革命的战火硝烟中袁从两台野雪佛兰冶启程袁开启了丽水道路
运输发展的新纪元遥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袁借助着改革开放
的东风袁一路发挥野交通先行官冶的作用袁在一次次发展变革
中自强不息尧锐意进取袁发展壮大为一家拥有 38个所属和
相关单位尧1000余名从业人员的集团企业袁 更走出了一
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野丽汽发展之路冶遥

2018年袁也恰逢客运东站建站 20周年遥 作为目
前丽水市本级唯一的一家道路运输枢纽站袁 客运东

站担负着丽水向全国 7 个省份袁33个地市快速辐射的重要作用袁为秀山
丽水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遥

集团所有成绩的取得袁离不开市委市政府尧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
关心尧支持袁也是一代代丽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遥 在这双喜临门的时刻袁
我由衷地代表集团和客运东站向为公司发展付出辛勤努力的前辈和全
体员工表示崇高的敬意浴向关心支持我们企业成长的各级领导表示衷心
的感谢浴

85年时光如梭袁 如今丽汽集团已经站在了新时代的起点遥 旅游文
化尧道路运输尧汽车服务和房地产等四大产业板块齐头并进的新格局下袁
集团正坚定不移地坚持野企业发展依靠员工袁发展成果由员工共享冶的办
企宗旨袁努力为广大员工搭建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尧立足岗位建功立
业的广阔平台遥全体丽汽人正怀揣梦想和希望袁以更加豪迈的创业激情袁
以更为坚定的创新精神袁朝着百年丽汽的目标奋勇前行浴

雄关漫道真如铁袁而今迈步从头越浴 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上袁在野两山冶理论和野八八战略冶的正确指引下袁有社会各
界的关心袁有各位领导尧前辈们一如既往的支持袁集团全体员工将继续发
挥聪明才智袁以勇于拼搏的闯劲尧以脚踏实地的干劲袁积极投身企业改革
发展和野丽水大花园冶建设袁奋力开创出新时代的美好篇章浴

最后祝今天的晚会圆满成功浴 并祝愿大家工作顺利浴 身体健康浴 阖
家幸福浴

谢谢浴

野浙江丽水市多年来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袁坚定不
移保护绿水青山这个耶金饭碗爷袁努力把绿水青山蕴含
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袁生态环境质量尧发展
进程指数尧农民收入增幅多年位居全省第一袁实现了生
态文明建设尧脱贫攻坚尧乡村振兴协同推进遥 冶

像一声春雷袁响彻处州大地曰像一阵春风袁吹遍丽
水的城市和乡村曰像一道春光袁明媚而温暖袁照亮了秀
山丽水的绿色发展之路尧生态文明之路浴

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袁对丽水来说尤为如此遥 冶
这句掷地有声尧拨云见日的话语袁字字珠玑遥

野尤为如此冶的嘱托袁野丽水之赞冶的激励袁字字千
钧尧重于泰山袁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遥

在处州大地上袁一幅社会和谐尧环境友好尧人民幸
福的美好画卷正在徐徐铺开遥

一座野幸福之城冶在崛起遥 丽水百姓钱袋子鼓了起
来袁精神振奋了起来袁家园美了起来遥

一个富庶尧美丽尧绿色尧生态袁画一样秀美的丽水袁
值得世人钦羡和期待浴

方向已明袁目标既定袁丽水人民万众一心袁以野丽水
之干冶担纲野丽水之赞冶袁野撸起袖子加油干冶浴

在干中袁我们探索走出了绿色发展新路袁甩掉长期
扣在头上的欠发达帽子曰

在干中袁我们开辟城市发展新空间袁激扬起野敢教
日月换新天冶的气概曰

在干中袁我们以野人一之我十之袁人十之我百之冶的
劲头袁挺起了野秀山丽水图自强冶的脊梁曰

在干中袁我们抗击洪灾尧灾区重建袁建立了野人民利
益高于一切冶的精神家园曰

在干中袁我们踏遍千山万水袁彰显了野行胜于言尧事
在人为冶的创业精神遥

在干中袁我们丽汽人是丽水交通运输的野先行官冶袁
赶考高铁答卷袁敢于逆势崛起袁逢山开路尧遇水架桥曰

在干中袁我们丽汽人是绿色生态发展的野探路者冶袁
以舍我其谁的担当袁敢于冲破束缚袁创业创新袁迎难而
上曰

在干中袁我们丽汽人描绘蓝图袁创造未来浴立足野新
起点尧新作为尧新突破冶的发展新战略曰

在干中袁我们丽汽人克难奋进袁改革创新袁制定野补
短板尧增后劲尧蓄能量冶的管理新举措曰

以创新为手段袁以市场为桥粱袁以实干为基础袁以
野尤为如此冶的嘱托为担当袁我们丽汽人走野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冶之路袁动力十足袁续写绿色发展新篇章曰

以生态为底色袁以党建为引领袁以文化为底蕴袁以
野丽水之赞冶的激励为号角袁我们丽汽人用野咬定青山
不放松冶的信念袁越挫越勇袁变革创新更树辉煌曰

八十五载光阴磨砺袁八十五年传承跨越袁丽汽人励
精图治袁以野丽水之干冶担纲野丽水之赞冶袁高质量谱写
野八八战略冶袁 在建设丽水大花园的新征程上袁 砥砺前
行袁乘风破浪超越梦想浴 渊吕丽君冤

丽 水 之 赞

乔建生渊左三冤

11月 28日袁集团公司在大修
厂旧址隆重举办集团建司 85 周
年庆典晚会袁晚会的成功举办袁让
我心中倍感温暖遥 在这 85年历程
中袁 我和丽汽携手走过了其中的
42年袁 从一个普通的汽车修理工
走上中层管理岗位遥 在我工作和
经历的这 42年里袁见证了集团公
司艰辛发展历程袁 见证企业从原
来的单一客货运输业务发展到集
客运尧驾驶培训尧车辆检测尧旅游
公司尧汽车销售尧旅游文化产业为
一体的集团大公司遥 在企业不断
前进发展的路程上袁 这里面有多
少点点繁星在不同的岗位上发光
添彩袁涌现出像兰伟亮尧魏翠芳那
样的劳动模范袁 像全国见义勇为
英雄司机章双林这样的好司机曰
还有袁每年评比出的先进工作者袁
他们是丽汽的耀眼星星袁 更是学
习的榜样遥

我欣慰袁 我是集团里的一颗
星袁和许许多多在不同岗位上袁为
丽汽发展腾飞做出贡献的一颗颗
发挥自身能量的星星一样袁 脚踏
实地袁人人职职皆敬业尧车车岗岗
创一流袁 团结在历届集团公司领
导班子周围袁 在峥嵘岁月里将坎
坷踏平袁 取得一个又一个不菲的
成绩遥

85年过去了袁 集团公司又将
踏上新的征程袁 这一路程是转型
发展的艰巨历程袁 任重道远遥 相
信袁在新的征程中袁公司的年轻员
工在集团公司班子的领导下袁一
定会发挥聪明才智袁 更加勤奋努
力工作袁 用自己的闪光点点亮丽
汽更加辉煌的明天遥 渊乔建生冤

作为出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
娃袁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丽汽集团的
通道车袁 还有心中一直向往的丽水地标
建筑要要要钟楼遥 2003年袁我成为丽汽集
团一份子袁 不仅圆了儿时登上钟楼的梦
想袁 还有幸作为年轻员工代表观看了集
团 70周年庆典晚会遥记得晚会所有的演
员都是公司员工袁除了歌舞节目袁还有更
为出彩的原创诗朗诵尧 快板书噎噎从那
一台晚会我看到了一群用心培育企业文
化尧用心传播企业精神的丽汽人遥

10年后袁由于从事叶企业志曳采编的
机缘袁我第一次拿到丽汽集团的旧志书遥
翻开志书的扉页袁恢弘壮阔的历史场景尧
融合着在丽汽大家庭感受的点滴袁 汇聚
成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遥 让我由衷钦
佩那些从战火硝烟中走来尧 勇立于改革
潮头的前辈们袁 更有感于身边那些敬业
奉献尧 用执着和汗水铺就丽汽前行道路
的那些可亲可敬的丽汽人遥

今年袁在改革开放迎来 40周年的时
刻袁集团也迎来了 85周年华诞遥 当庆典
晚会的序幕在大修厂文创园拉开时袁我
仿佛又看见了那个蹦跳着从通道车上下
来袁用羡慕的眼神仰望钟楼的女孩遥如今
的她已经在丽汽集团度过了 15个春秋袁
荣幸地从一位观众成为晚会筹备组的一
员袁丽汽集团留住了她的青春年华袁也记
录了她成长的脚步噎噎

从集团 70周年晚会观众到 75周年
摄影记录者袁 从集团 80周年庆典志书采
编到 85周年晚会筹备工作人员遥 15年里袁
对企业的认知在不断积淀袁 对企业的感情
也在不断累加袁从陌生尧融入到依恋遥 当看
到舞台上所有演员们的真情演绎尧 深切体
会到幕后工作人员的倾情付出袁 我的心中
也更加明了院对丽汽这份家一样的感觉袁不
仅源自她是我们衣食所依之本袁 更源于
她是我们舞动人生之平台遥 渊魏丽莉冤

还记得一个多月前袁工会吕主席
找到我袁让我本色出演叶流动之家曳情
景剧中的小吴一角袁 在排演过程中袁
吕主席突然告之袁想让我和李腾担任
晚会的主持遥 当听到这个消息袁我非
常激动与欣喜遥 但欣喜之余袁更多的
是紧张和不自信遥 毕竟这对于初入职
场且毫无主持经验的我来说袁是一个
巨大的挑战遥 也曾萌生野退位让贤冶的
想法袁但一想到这次机会是公司对我
的信任与肯定袁 我明白除了全力以
赴袁别无选择遥 在吕主席近一个月的
悉心指导下袁 同事们的无私帮助下袁
经过一次次的练习与彩排袁我的主持
水平和舞台经验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遥
很庆幸很感动袁有着这么多人陪着我
一起走过这段主持之路遥

晚会当晚袁寒风阵阵遥 候场时不
少演员都被冻得瑟瑟发抖袁但舞台上
的她们却是精神饱满尧气势恢弘遥 她
们身上袁跃动的是丽汽人无悔付出的
青春年华袁彰显的是丽汽人奋发向上
的拼搏精神遥 我感动于每一位演职人
员认真负责的态度袁感动于每一位观
众的热情和欢呼遥 我想是责任和荣
誉袁让我们在这寒冷的夜晚依旧满心
炽热遥

作为入职一年的新员工袁让我在
丽汽看到了自己的另一种可能袁从技
能比武大赛到导游评选大赛袁从流动
之家到为江小华同志献血袁丽汽的每
次活动无不让我倍感温馨遥 同时也给
我的人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和
难忘的记忆袁感谢每一位同事的支持
和鼓励袁让我更有信心和热情投入今
后的工作中遥

峥嵘八十五载袁丽汽始终历久弥
新遥 我相信今后丽汽集团必将砥砺奋
进袁奔向更加辉煌的未来遥 同时也祝
愿公司的每一位员工都能够在丽汽
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袁为丽汽集
团发展添彩增色遥 渊吴梦丹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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