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祥论坛

金戈铁马闻征鼓 只争朝夕启新程
音段雍

据美国哈佛大学调查显示，在世

界 500强企业名单中，每过 10 年，就

会有 1/3 以上的企业从这个名单中

消失，或衰败、或破产，在总结这些企

业走向没落的原因时，人们发现春风

得意之时正是这些企业衰落的开始，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忽视了危机的

存在，忘记了产品开发以及经营管理

的超前性，盲目乐观而松懈了继续发

展所必需的准备。

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对于企业经营发展而言，这从来不是

一句空话，企业是否具有高度危机意

识，关系着企业快速反应、决策和行

动能力。一个组织越是满足于过去的

成就，就越容易忽略竞争环境的变

化，而丧失危机意识。

观念不变原地转，观念转变天

地宽。作为通威切入光伏新能源领

域的一粒种子，永祥股份在发展的

过程中，如履薄冰，始终坚持文化引

领，坚持技术进步，坚持务实创新，

坚持标准管理，让员工全面参与到

企业管理经营活动中来，做岗位的

主人，做企业的工匠，体面、愉快而

有尊严地工作，真正成为企业的建

设者和代言人。

近年来，我们通过不懈的努力，

赢得了社会的尊重，赞誉之声不绝

于耳：走进永祥厂区，每位永祥人都

神采飞扬、充满激情、充满干劲、斗

志高昂！永祥一路走来的每一步历

程，都是获取的宝贵财富，全体员工

付出的每一粒汗水、表单里显示的

每一个小数据，都是永祥茁壮成长

的一块奠基石。

“有目标的人，永远会往前跑；没

有目标的人，永远睡不醒。”“拿得下

就是英雄，拿不下就是狗熊！”激励和

鞭策，总是那么振聋发聩。我们坚信，

每个人的体内，都流淌着英雄基因，

如今，永祥股份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需要进一步激发英雄的特质，并践诺

于行动中。

时代的征鼓已经擂响，让我们策

马扬鞭，只争朝夕，为打造行业技术

领先、指标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

高、竞争优势最强、可持续发展的世

界级高纯晶硅生产企业和世界级清

洁能源公司，不负使命，砥砺前行！

永祥股份 15周年庆典晚会暨 5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新能源项目开工奠基仪式隆重举行

本报讯（记者 曹丹）6月 30日，永

祥股份 5 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新能

源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在乐山市五通

桥区隆重举行。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民建四川省委主委陈文华，四川省政

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陈放，中国

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中国有

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硅业分会会

长赵家生，四川省发改委副巡视员黄

正章，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董事、总

经理谭永香，中共乐山市委书记彭

琳，乐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赖淑芳，

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会长、隆基绿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宝申，

江苏环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禄

宝，巨星集团董事长唐光跃，福华集

团董事局主席张华等重要政府领导、

行业领袖出席，十一届全国政协常

委、通威集团董事局刘汉元主席，通

威集团管亚梅董事长，通威集团禚玉

娇总裁等集团、股份部分高管出席。

通威股份董事、永祥股份董事长兼总

经理段雍携永祥股份核心管理层尽

数出席。此外，来自全国、省、市的主

流及行业媒体代表，永祥股份近 400

名员工代表出席并见证了永祥股份

发展历程中这一盛大时刻。

段董事长庄严承诺，随着永祥股

份 5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新能源项

目成功落地，永祥将继续秉持通威集

团青山绿水的环保理念，充分融入

“顺势而建、融入自然、绿色环保、工

艺技术领先、花园式工厂”的理念，朝

着“为人类及子孙后代，留住青山绿

水，白云蓝天”的目标，打造世界级高

纯晶硅生产企业，让高纯晶硅实现

“中国制造”！

随后，钟宝申董事长、廖克全副

市长、王勃华秘书长、陈放副主席分

别进行了致辞。各位领导结合地方

和行业发展，高度评价了永祥股份

作为全球领先的晶硅生产企业的发

展实力，并对其对当地经济发展、光

伏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意义给予了

充分肯定和极大期望。

刘汉元主席进行致辞。刘主席指

出，当前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

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大瓶颈问题。一场以人类呼唤绿色和

低碳转型的能源革命正式拉开大幕，

而发展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

正是这场革命的核心驱动力！

刘主席勉励永祥股份全体员工，

务必以本次项目开工为契机，以高度

的责任感、使命感和主人翁精神，为

打造世界级高纯晶硅生产企业和世

界级清洁能源公司不断努力奋斗，为

推动全球能源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

扛起“西部硅谷”大旗

本报讯（记者 曹丹）6月 29日晚，
乐山市大佛剧院内座无虚席，华灯璀
璨，歌舞欢腾。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
长王勃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
会长、硅业分会会长赵家生，四川省发
改委副巡视员黄正章，中共乐山市委
书记彭琳，中共乐山市委常委、秘书长
高鹏凌，乐山市副市长廖克全，全国工
商联新能源商会会长、隆基绿能科技
董事长钟宝申，江苏环太集团董事长
王禄宝，巨星集团董事长唐光跃等重
要政府领导、行业领袖齐聚乐山，共襄
盛举。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

董事局刘汉元主席，通威集团管亚梅
董事长，通威集团禚玉娇总裁等集团、
股份部分高管出席。通威股份董事、永
祥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段雍携永祥股
份管理层及近 400名员工代表出席。

段董事长在致辞中指出，永祥股
份 15年的发展历经风雨，在刘主席和
禚总的带领下，全体永祥人众志成城，
勇敢地迎接各种挑战，一起创造了行
业的奇迹!

通威集团禚玉娇总裁在致辞中表
示，永祥股份是通威迈入新能源产业
的第一步，经过 15 年的发展，产品品

质与成本竞争力等方面均已达到国际
一流水平，为行业提供了高性价比的
优质硅料。

刘主席在讲话中表示，在这里回
顾并看到永祥股份十五年来所取得的
优秀成绩，既是全体永祥人不懈努力
与奋勇拼搏的结果，更与大家在探索
中求生存、在进取中求突破、在竞争中
求发展的创新求变意识密切相关。成
绩面前，全体永祥人既要为我们过去
的付出与今天的回报感到骄傲，也要为
我们所参与的光伏行业、所追求的伟大
事业感到骄傲!

嘉宾齐聚共庆华诞

绿色电力培育“绿色硅谷”
高纯晶硅实现“中国制造”

永祥股份 5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新能源项目开工奠基仪式现场，领导及嘉宾共同举锹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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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6月 30日，永祥股份 5万吨高纯
晶硅及配套新能源项目正式开工，也
预示着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将迈上一
个新台阶。当天的奠基仪式吸引了中
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近 20
家主流权威媒体深度聚焦。通威股份
董事、永祥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段雍
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分析晶硅产业
现状，详解永祥新项目建设对行业发
展的重要意义。

段董事长表示，2016年国内多晶
硅供应首次超过进口量，占比超过
50%，我国晶硅产业发展迈上新的台
阶。成绩背后离不开全行业的共同努
力，回顾过去，由于“两头在外”，受金融
危机、欧美“双反”等因素影响，我国晶
硅产业曾一度遭遇产业寒冬。永祥股份
如何做到破局重生？段董事长表示，永
祥始终坚定发展信念，在刘主席的坚强
领导下，在通威集团的大力支持下，永
祥持续投入技术研发，大力进行管理提
升，苦练内功，厚积薄发。2015年，永祥
第四次技改成功并达标达产，将各项技
术指标做到了全球领先。
“我们不仅在能耗、成本等方面

走在世界前列，产品品质也达到了世
界一流水平。”谈起技术独立带来的
改变，段董事长感慨:“这是全体永祥
人的骄傲与自豪!”与此同时，段董事
长也指出，虽然国产晶硅供应量超
50%，但高纯晶硅市场缺口依然较大。
段董事长信心满怀地介绍：“永祥 5
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新能源项目投
入建设后，永祥将竭诚与同行企业一
道，打破我国高纯晶硅依赖进口的局
面，改变世界高纯晶硅竞争格局，为
满足我国未来 5-20年高纯晶硅需求
快速增长而作出积极贡献。”

据了解，随着永祥 5万吨高纯晶
硅及配套新能源项目的全部建成投
产，其产能将突破 7万吨，成为全球最

大的晶硅生产企业之一，将有效改善
当前国产高纯晶硅供应不足的局面。
“顺势而建、融入自然、绿色环保、工艺
技术领先、花园式工厂。”段董事长如
此定义永祥 5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新
能源项目，并表示，永祥股份将以“打
造世界级清洁能源公司”为使命，致力
于打造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光伏产业集
群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硅谷”。

中央电视台记者专访段雍董事长：

打造全球最具
竞争力的“绿色硅谷”

权威媒体聚焦 新华社报道 5小时阅读量破 60万

本次永祥盛典吸引了中央电视台、新华
社、人民日报、成都商报、华西都市网、每日
经济新闻、中国质量报、四川新闻网、四川日
报、界面新闻、新浪四川、四川电视台、
CDTV-2、乐山日报等近 20 家主流权威媒
体深度聚焦。

庆典结束后，新华社《我国企业有望改
变世界高纯晶硅竞争格局》，人民日报《高
纯晶硅项目在乐山开工》，中国质量报《抢
占全球光伏制高点 四川永祥股份投资 80
亿元打造全球领先高纯晶硅生产基地》，四
川日报《大规模扩能，光伏产业春天又来
临？》……有关永祥股份此次盛典的文字见

诸报端，主流、行业媒体以不同角度，探讨
永祥股份此次扩能对于中国光伏产业发展
的意义。

其中，新华社《我国企业有望改变世界
高纯晶硅竞争格局》一文发布后，短短 5 小
时内阅读量突破 60万，显示出随着“领跑者”
计划不断实施，我国光伏产业技术不断进
步，在国内晶硅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的行业背
景下，永祥股份此次扩能引发了强烈关注，
并得到来自大众及行业的高度评价。

新华社在报道中指出，中国光伏行业
曾面临“两头在外”的困境，经过国内多晶
硅行业多年努力，2016 年实现了国内多晶

硅超过一半，进口多晶硅首次低于 50%的
历史改变。在“领跑者”计划的带动下，国内
市场掀起了一股单晶热潮，市场上的单晶
产品可谓“一片难求”。永祥股份此次开工
建设新项目，与为满足单晶产品对高纯晶
硅的需求，国内光伏企业纷纷谋划扩产的
行业趋势一致。

四川日报在报道中指出，去年以来，国
内至少有 6家晶硅企业扩能，规模都在万吨
以上，规模大的晶硅企业正进一步做大、做
强、做精。永祥股份正和国内同行一道努力，
共同发力，逐渐扭转目前我国高纯晶硅依靠
进口的局面，改变世界晶硅产业格局。

刘汉元主席为开工奠基仪式点赞

永祥股份 5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新能源项目预
计投资 80亿元，建成后年产值近 90亿元，可解决就
业 2000人，项目一期将于 2018年投产。

本次新项目的顺利上马，与乐山市委、市政府一
直以来重视、支持、培育这一战略新兴产业，始终贯彻
保护生态环境，创造绿色 GDP的理念密不可分。永祥
股份 5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新能源项目建成后，永祥
高纯晶硅产能将突破 7万吨，届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
高纯晶硅生产企业之一，生产成本有望降至 4万元 /
吨以下，产品品质在全面满足 P型单晶需求的基础
上，将进一步达到 N型单晶，甚至是电子级晶硅的要
求。公司将与国内同行一道努力，真正实现高纯电子
级晶硅“中国制造”，逐步扭转目前主要依靠进口的局
面，改变全球晶硅行业的竞争格局！

实现高纯晶硅“中国制造”

主流媒体聚焦开工奠基仪式

6 月 30 日上午，永

祥股份 5 万吨高纯晶硅

及配套新能源项目开工

奠基仪式隆重举行。本次
开工奠基仪式由中央电
视台著名主持人刘栋栋
担任主持。来自政府、行

业的领导、嘉宾、合作伙

伴齐聚乐山市五通桥区，

与来自全国、省、市的主

流及行业媒体代表，永祥

股份近 400 名员工代表

共同见证了永祥股份发

展历程中这一盛大时刻。

乘风破浪
巅峰启航

6月 30日，永祥股份 5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新能源项目奠基开工，项目一

期 2.5万吨高纯晶硅生产线将于 2018年投产。新项目将继续秉持通威集团青山

绿水的环保理念，充分融入“顺势而建、融入自然、绿色环保、工艺技术领先、花园

式工厂”的理念，朝着“为人类及子孙后代，留住青山绿水，白云蓝天”的目标，打

造世界级高纯晶硅生产企业，让高纯晶硅实现“中国制造”。

开工奠基仪式现场

改变全球晶硅竞争格局
永祥股份 5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新能源项目开工奠基仪式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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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近年来，光伏产业快速发展，
从终端市场来看，需求量巨大，而
我国的多晶硅、电池片每年还存
在大量进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
永祥股份作为晶硅行业中的标
杆企业，在管理、生产技术、市场

服务等方面均走在了行业前沿，
尤其是在技术研发、工艺升级

上，永祥股份长期不断地进行创
新投入，通过技术攻关降成本、
提效率、提质量，成效显著。目
前，永祥股份在能耗水平、质量
指标、成本数据等方面行业领
先，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展现
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相信这样
的优势将会让永祥在未来取得
更大的发展成果。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硅业分会会长赵家生：

永祥股份 5万吨高纯晶硅及
配套新能源项目正式开工奠基是
给永祥 15周年最大的献礼，祝福
永祥新项目助力永祥股份再次插

上腾飞的翅膀，开启乐山光伏产
业光明的未来！祝福永祥股份、通
威集团基业长青，也祝各位到场
的企业家事业发达！

中共乐山市委常委、秘书长高鹏凌：

在此，首先对永祥股份 5万
吨高纯晶硅及配套新能源项目奠
基仪式表示热烈祝贺！四川省是
国家清洁能源（新能源）的示范
省，通威集团作为四川本土发展
起来的全国大型民营企业，已形
成我国最完整的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光伏新能源产业链条，并成
为了中国乃至全球光伏新能源产
业发展的核心参与者和主要推动
力量。作为通威集团布局光伏产
业链的重要一环，永祥股份已发
展成为我国乃至全球最具竞争力
的高纯晶硅生产企业。

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陈放:

由于能源短缺、环境污染、
气侯变化等人类社会面临的共
同问题，发展以光伏为代表的可
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能源产业
竞争的焦点，光伏产业的快速发
展已成为全球能源加速转型的
重要推动力量！今天，永祥股份 5
万吨高纯晶硅项目在这里正式

开工启动，展现出了永祥股份作
为全球领先的晶硅生产企业的
发展实力和信心，该项目的建成
投产将会进一步提升我国晶硅
产业的全球性地位及竞争实力，
进一步降低国内光伏下游环节
对进口晶硅的依赖，助力于中国
光伏产业发展！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

乐山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优
越，产业配套和基础设施良好，政
务服务和体制机制灵活，是一座
宜居、宜业、宜商之城。去年 11月
召开的乐山市第七次党代会，明
确了建设四川旅游首选地、山水

园林宜居城、绿色转型示范市、总
部经济聚集区的发展定位。永祥
股份是全国产业转型的典范，在
自身发展取得骄人成绩同时，助
力乐山转型发展经济腾飞。

中共乐山市委书记彭琳：

永祥股份在发展中不断融
合、变革、创新，不断发展，成功逆
势突围，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永
祥化工板块突破了淡盐水浓缩技
术瓶颈，填补了国内氯碱行业空
白；十年磨一剑，四次技改后，永

祥高纯晶硅产能达到 2万吨，西
南最大、国内前三，指标行业领
先，也是国内少数能够满足单晶

硅料供应的生产企业之一。
永祥 15年的发展历程并非

一帆风顺，但永祥团队 2000余名
干部员工始终不离不弃，上下同
心同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在刘主席和禚总的带领下，全体

永祥人众志成城，勇敢地迎接各
种困难和挑战，一起创造了行业
的奇迹！

通威股份董事、永祥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段雍：

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顾并看
到永祥股份十五年来所取得的优
秀成绩，这既是全体永祥人不懈
努力与奋勇拼搏的结果，更与大
家在探索中求生存、在进取中求
突破、在竞争中求发展的创新求
变意识密切相关。在这些成绩面
前，全体永祥人既要为我们过去
的付出与今天的回报感到骄傲，

也要为我们所参与的光伏行业、
所追求的伟大事业感到骄傲！希
望广大同行共同努力，在未来的
十年、二十年，大家风雨同舟、一
路同行，共同参与并见证这一份
伟大而又自豪的事业，不断推动
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我们自
己，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真正留
得一份青山绿水、白云蓝天！

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刘汉元主席：

永祥股份是通威迈入新能
源产业的第一步，经过 15年的发
展，产品品质与成本竞争力等方
面均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为行
业提供了高性价比的优质硅料。
在永祥股份成立 15周年、永祥多
晶硅成立 10周年之际，永祥股份

即将奠基开工 5万吨高纯晶硅及
配套新能源项目，首期 2.5万吨
高纯晶硅项目将于明年投产，这
将进一步打破世界高纯晶硅竞
争格局。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
时！愿在不远的未来，每个人都
能被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环绕！

通威集团禚玉娇总裁：

首先，我代表乐山市委市政
府对永祥股份 5 万吨高纯晶硅
及配套新能源项目开工奠基仪
式表示祝贺。此次开工的永祥股
份 5 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新能
源项目，是乐山重构工业发展版
图，推动“一总部三基地”建设的

重要支撑项目，也是乐山加快培
育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的标志
性项目。其中一期工程 2.5万吨
高纯晶硅项目预计将于 2018 年
7月投产，项目全部建成后，永祥
股份将成为中国最大的高纯晶
硅生产基地。

乐山市副市长廖克全：

永祥多晶硅在过去十年已成
为全球领先的企业，本次项目的
落地，将极大促进当地经济的发
展，也会对光伏产业的发展起到
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祝永祥高

纯晶硅及配套新能源项目早日建
设成功，业绩红火。希望未来能持
续加强与永祥股份的合作力度，
团结协作，实现共赢，不断推动我
国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

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会长、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钟宝申：

刘汉元主席与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建四川省委主委陈文华等领导、嘉宾出席奠基仪式

奠基仪式现场工程车号角齐鸣，整装待发

航拍奠基仪式现场

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陈放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硅业分
会会长赵家生

中共乐山市委书记彭琳 中共乐山市委常委、秘书长高鹏凌

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
刘汉元主席

通威集团禚玉娇总裁 永祥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段雍乐山市副市长廖克全 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会长、隆基绿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宝申

乘风破浪
巅峰启航

砥砺十五载、巅峰再启航。6月 29日 -6月 30日，永祥股份 15周年庆典晚

会暨 5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新能源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在乐山隆重举行。来自政

府、行业的领导、嘉宾、合作伙伴齐聚一堂，共襄盛举，共庆永祥股份 15周年华

诞，共同见证永祥开启新征程！

重磅嘉宾齐聚乐山
共襄盛举共庆华诞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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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典

杂技表演《节节高》中，表演者张果成一边表
演杂技，一边挥毫泼墨，奋笔疾书下“永祥美丽”
四个大字；身着彝族盛装的姑娘们手持银饰，轻
步曼舞像燕子伏巢，疾飞高翔如鹊鸟报喜；身着
盛装的永祥员工踏着美妙的旋律登台，带来青春
洋溢的歌舞表演《美丽永祥走起来》……当天庆
典晚会上台上精彩纷呈，台下欢笑不断。

6月 29日晚，永祥股份 15周年庆典晚会在
乐山市大佛剧院隆重举行。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秘书长王勃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
硅业分会会长赵家生，四川省发改委副巡视员
黄正章，中共乐山市委书记彭琳，中共乐山市委
常委、秘书长高鹏凌，乐山市副市长廖克全，全
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会长、隆基绿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宝申，江苏环太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禄宝，巨星集团董事长唐光跃等重
要政府领导、行业领袖齐聚乐山，共襄盛举。十
一届全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刘汉元主
席，通威集团管亚梅董事长，通威集团禚玉娇总
裁等集团、股份部分高管出席。通威股份董事、
永祥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段雍携永祥股份管理
层及近 400名员工代表尽数出席。此外，来自全
国、省、市的合作伙伴、主流及行业权威媒体代
表共同见证了这一盛大时刻。

一段展示永祥股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
断进取的 15年发展历程的回顾短片正式拉开了
庆典晚会帷幕。整台晚会分为光辉岁月、荣耀共
享、行业标杆、巅峰启航 4个篇章，通过不同形式
的精彩表演展现了永祥 15年的壮阔发展史。

晚会中，段雍董事长携公司管理团队登台合
唱《真心英雄》，令在场员工、兄弟公司深深动容，
副歌部分更引发全场合唱。本次晚会节目精彩纷
呈，现场高潮迭起。永祥众多干部员工参与到本
次演出中，和专业演职人员同台献技，用动人的
歌声唱响了永祥 15周年华诞生日歌。

晚会最后，在全场“永祥股份，生日快乐!”的
呐喊声中，王勃华秘书长、赵家生会长、彭琳书
记、黄正章副巡视员、高鹏凌秘书长、廖克全副市
长、钟宝申董事长，王禄宝董事长，刘汉元主席、
管亚梅董事长、禚玉娇总裁，段雍董事长共同上
台为永祥切生日蛋糕，送上祝福。

永祥股份 15周年庆典圆满举行，受到各方
人士的一致好评。庆典背后，在集团总部牵头下，
集团办、集团品牌管理中心、通宇物业、通威传
媒、通心粉社区与永祥股份组成的筹备组精诚合
作、精益求精。大家携手打造了一场高品质、高水
准的盛会，真正展现了通威人协同作战的优良精
神传统，彰显出通威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从辉煌走向更大辉煌的强大基因！

为迎接嘉宾们的到来，盛会现场营造了隆重
而热烈的氛围，提供了细致周到的服务。通威传
媒、通心粉社区联袂进行全程直播，让通威人与
通心粉见证盛会，共襄盛举。现场工作人员认真
确认表演及舞台细节，竭力为众多嘉宾献上一台
高规格、高质量的盛大晚会。

精彩
演出

动情演绎
共享永祥发展荣耀

幕后
准备

凝心聚力
确保盛会成功举行

领导、嘉宾上台切蛋糕，同贺永祥股份 15周岁生日

永祥员工热情记录这个属于永祥的盛大时刻

十五年风雨同舟，十年硕果累
累。永祥股份从无到有，不断壮大，这
离不开全体永祥人的同心协力、共同
拼搏。永祥股份遴选了近 200名在永
祥股份工作 15年、永祥多晶硅工作
10年以上的优秀员工，授予他们“永
祥股份 15周年荣誉员工”的称号。晚
会现场，在热烈的掌声中刘汉元主
席、管亚梅董事长为 15名荣誉员工
代表颁奖。

作为荣誉员工代表，永祥股份工
会主席、永祥多晶硅品管部经理宋杨
感慨，能获得荣誉员工这个殊荣，离
不开各位同事的支持，这不仅仅是个
人的荣誉，更是品管部全体员工的荣
誉。永祥树脂乙炔车间主任赵志强则
表示，被评为荣誉员工，自己的肩上
又增添了一份重任。因而，在今后的
工作中，需要更加勤奋、更加努力。

刘汉元主席与管亚梅董事长为“永祥股份 15周年荣誉员工”代表颁奖

段雍董事长携永祥股份管理团队动情演唱《真心英雄》

永祥
骄傲

永祥员工带来青春洋溢的歌舞表演《美丽永祥走起来》台上的精彩演出赢得永祥员工阵阵掌声永祥人开心地迎接盛大庆典

乘风破浪
巅峰启航

6月 29日晚，乐山市大佛剧院内座无虚席，华灯璀璨，歌舞欢腾，永祥股份

15周年庆典晚会隆重举行。当晚，各级政府领导、行业领袖齐聚乐山，与来自全

国、省、市的合作伙伴、主流及行业权威媒体代表一起，共同庆祝永祥股份 15周

年华诞。

唱响生日歌
光辉岁月 荣耀共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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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主持人刘栋栋现场采访荣誉员工代表

晚会结束后筹备小组成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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