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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生陈芳郑晓青

翁清富是名副其实的老台商

了，在漳州创业 20 余年，他见证了
漳州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这

20多年让他最深有感触的还是电力
部门的优质服务。

“他们有事没事都会来看一看，

瞧一瞧，台商是否有需要帮助的地

方，是否还有没解决的问题。”翁清

富说。

“供电工作人员的服务非常到

位，大大超出我们的期望，我们都很

满意”、“这样的服务很好、很贴心”、

“供电服务，让我们对这里的发展充

满信心”……在台资企业的走访中，

我们听到这样的赞誉声比比皆是。

“我们要做的就是从社会感受

的角度，提升自身社会价值。不断创

造顾客价值，为客户带去意料之外

的服务，致力于实现‘让客户满意、

让政府放心’。”漳州电业局党委书

记郑志忠道出了企业发展的核心。

举措更多样一点

漳州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

望。近年来，漳州发挥对台独特优

势，先行先试，推进漳台大交流、大

合作、大发展，台资已占据了漳州经

济的“半壁江山”。

“漳台两地语言相通，神缘相同，

血缘相亲。服务好台商，打造特有的

服务台商模式，不仅是服务地方经济

的需要，更有利于促进两岸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漳州电业局局长林建勤

阐明了台商服务工作的重要性。

吸引台资，服务是关键。创新，则

是提升服务的必然途径。漳州电业局

下足功夫，突破创新，积极搭建与台

商沟通交流、和谐共赢的平台，倾心

打造更加舒心的电力投资环境。

当好台商企业科学用电的“专

业顾问”，为大客户提供“台商电话

预约”服务，建立“台资企业用电档

案”，成立“台商服务小分队”……量

身定做的个性化服务，体贴入微的

温情化服务，源于漳州电业局对创

新的孜孜追求，摸索出了服务台资

企业的新路子，开创了独具特色的

台商服务模式。

2013年 3月份，漳州电业局作
为国家电网公司在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基层供电企业中唯一一家全面

社会责任管理试点单位，发布 2012
年社会责任实践报告。

发布会上，“情暖台商”成为媒体

关注的焦点。漳州电业局承诺为台资

企业做好电力发展较地方经济适度

超前的电力服务工作，确保为台资企

业提供可靠的用电服务和优质的电

力能源。与此同时，开展“情暖台商”

八项服务，包括一项目一客服经理专

属服务、VIP绿色通道服务、大客户
计划停电协商服务、用电信息服务、

科学用电咨询服务、安全用电隐患巡

查及专题讲座服务、故障抢修特别服

务、定期上门走访服务等。

将服务做实、做深，漳州电业局

结合对市场的调研，全面开展“保发

展、保用电”的两保三进优质服务主

题工作，建立台商重点服务项目对接

机制，健全台商服务快速响应机制，

全面优化电力投资环境，促进了台资

企业在漳州投资环境和谐发展。

优质服务做到极致，关键是以

人为本，提供个性化服务。漳州电业

局倾情打造的“台商俱乐部”即将挂

牌成立。它是提升漳州电业局服务

品牌，创新台商服务模式的一大创

举，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

载体，不仅大大加强了两岸的交流

合作，促进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还

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启对台服务的新

模式。

服务更主动一点

落户于漳州台商投资区的台资

福欣不锈钢项目是福建省最大的不

锈钢生产项目，该项目的建成，将填

补我国不锈钢薄板 1.25毫米生产的
空白。

这是林建勤局长亲自挂钩的大

客户。领导下基层、访企业、入社区，

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为了帮助该

项目早投产、早见效，林建勤带领营

销、生产、调度等有关部门人员深入

项目进行现场办公，帮企业解决实

际的难题。

“感谢电业局一直以来对我们

的关心，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电力的

支持，谢谢你们坚强的电力保障和

高效、细致的服务。”每每谈及电力

的服务，该项目建设部电力处负责

人陈高宾都难免动容。

服务台商要求一切服务从台商

出发，以台商为中心。由“坐等上门”

转变为“主动上门”，漳州电业局想

台商之所想,急台商之所急，尽量让
他们少跑腿，不走弯路，让台资企业

用上“放心电”。

主动走访台商协会等涉台部

门，借助协会这个平台，征求收集台

商的服务诉求和意见建议，建立良

好对接机制，更好地改进服务工作，

为台商客户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

务；

主动走进台资企业，义务为台

商客户开展安全用电隐患排查，提

出合理整改意见；了解台商生产情

况，听取台资企业对供电服务的诉

求，提供专业性、指导性建议。

专门成立“台商服务小分队”，

有计划地送科学用电知识上门。主

动上门宣传新电价、新政策，了解企

业用电需求，现场答疑解惑，提供贴

心便捷的服务。

主动作为，积极服务，漳州电业

局倾情服务的做法获得了台商的大

加赞许。

个性化更强一点

“很实干、很出色、很不容易。”

漳州市委书记陈冬对国家电网漳州

电业局，为保障重点项目供电作出

的积极贡献表示了高度赞扬。

位于漳州的古雷台湾石化产业

园区、丰山开发区等重点项目，都是

台商的大客户。漳州电业局主动服

务，关口前移，在区内设立了供电服

务中心，并派驻客户经理，提供一站

式、全程式服务模式。客户经理直接

与政府部门、区管委会及项目业主

对接，使基地及项目建设用电问题

更高效、更快捷地解决。

强调个性化，提供专属服务模

式，漳州电业局的目的只有一个，就

是为台商投资创业创造良好的用电

环境，让台商感到舒心。

推行客户经理“全程式”服务，

每个台商大客户配备专职客户经

理，深化客户经理“一对一”全程式

服务理念，强化一口对外、一次性告

知服务，收集和跟踪大客户服务需

求，加大对项目跟踪协调力度，及时

发现和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建立

“客户经理围着客户转、内转外不

转”的高压用电报装服务机制，全面

做好优质贴心服务。

“把刚性管理与台商客户的需求

联系在一起，减少台商的盲目性。帮

台商解决‘不知道什么时候办什么事

找什么人’的关键性问题。”漳州电业

局营销部副主任江毅介绍说。

开通“台商 VIP绿色通道”，根
据台商客户要求倒排计划，详细落

实流程环节时限和工作衔接，帮助

台企“量体裁衣”，就工程方案的可

行性、可靠性、经济性等方面，提供

专业的分析和指导，更快更好地满

足台企用电需求。

在各大开发区召开座谈会、交

流讲座等，进一步加强与客户的交

流，聆听客户的心声，与该开发区的

台商客户零距离交流与沟通，让开

发区的台商客户舒心，让地方政府

放心！

古雷台湾石化产业园区协调办

主任许永康评价：供电部门与古雷

台湾石化产业园区管委会的配合相

当默契，服务也很到位。我们园区的

各项建设工作得到了供电部门的大

力支持，同时，供电部门的有效作为

也对港区建设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

动作用。

翻开经天纬地的中国地图，沿

着海岸线一路南行至闽江入海口，

地处戴云山余脉的永泰县就呈现在

面前。这里遍是青山，植被茂密，自

古以来就是物华天宝的油茶之乡。

近几年，永泰县委、县政府大力实施

“生态立县，绿色崛起”发展战略，一

卷跌宕起伏的绚丽篇章，正在永泰

的广袤山水间谱写。

福建胜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卢玉胜一直关心家乡的经

济发展。2006年，他积极响应县委、
县政府号召，将在外打拼创业的所

有积蓄带回家乡发展油茶产业。

油茶树扎根于山野，挂果于僻

壤。因其稀有的资源和对人体健康的

特殊功效，而被历代皇室指定为贡

品，素有“皇封御膳”之盛誉。茶油是

纯天然的绿色食用油。2002年，美国
白宫卫生研究院(NIH)营养平衡委员
会主席 A.P. 西莫普勒斯博士就把茶
油排在了橄榄油的前面，认为茶油才

是目前世界上极富营养与健康价值

的食用油。近年，国际粮农组织已将

我国的茶油列为重点推广的健康型

食用油。

胜华公司目前已生产出品了

“状元至尊”、“状元尚品”、“状元油

礼”等“三状元”山茶油系列产品。这

些山茶油 100%非转基因、100%纯山
茶油、100%天然有机，是适合各类人
群食用和作为商务礼品、周年庆典、

单位福利等首选，是真正的“油中之

精品，馈赠之佳品”。

“三状元”山茶油产品具有以下

优势：

一是独特的地理环境。永泰县

具有无可比拟的生态优势。全县总

面积 2241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73.4%，全县绿化程度达 92%，空气
质量保持国家一级标准，是福州市

唯一未发生酸雨的县，每立方厘米

负离子含量高达 5万个以上。由于
全县山地大多由砂岩、页岩、变质

岩、花岗岩和石灰岩母质发育而成

的红壤、黄壤、黄红壤，呈弱酸性，具

有丰富的矿物质，很适宜油茶树的

生长。油茶树生长过程中不需要施

化肥喷农药，常年在群山之中天然

孕育。“三状元”山茶油来自富含矿

物质的土壤，因而营养成分特别丰

富。

二是百年的优质品种。油茶树

有“龙眼茶”、“桃茶”等品种，以“龙眼

茶”品质为优秀。永泰县近 20万亩
油茶园，以“龙眼茶”居多，且树龄多

在百年以上。“三状元”山茶油从“龙

眼茶”中榨取，金黄透明的色泽和扑

鼻诱人的口味，都是其它品种无法

可比的。

三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公元

1166年、1169 年、1172年，三科状元
均由永泰籍人萧国梁、郑侨、黄定囊

括，七年联奎三状元，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状元”是个美好的字眼、

美好的称誉，代言了执着、成功和优

秀，也寄托了胜华公司的远大目

标———要做就要做最好的、一流的。

“三状元”山茶油解读着绿色、健康

和真爱的新三元及第，承担起生态、

健康、情感的文化传播使者，代言了

永泰、福州、海西、中国的名优特产。

四是一流的现代企业。公司总

投资 1.6 亿元，其中基地建设投资
4000 万元，在林场内建起了国家油
茶示范基地、油茶良种采穗圃、油

茶苗木繁育基地，种上了油茶树。

加工项目投资 1.2 亿元，在永泰县
马洋工业区占地 60亩，建筑面积近
5万平方米，建设年生产能力 5000
吨山茶油、500 吨高纯度茶皂素和
10000 吨有机生态肥料生产线各一
条。后续还将开发生产化妆品级山

茶精油、药用级山茶精油、养生胶

囊以及洗涤系列产品。公司是福建

省极具规模的山茶油深加工企业，

也是福州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五是领先的核心技术。公司坚

持“产、学、研”相结合，建立了“专家

工作站”，科研成果显著，已获得 6
项国家知识产权。公司建有工艺先

进的冷榨、精炼、灌装自动化生产

线，购置了配套完整的检验设备，引

进了先进的油脂精炼和茶油产品开

发技术。公司与福建师范大学合作

共同研制开发出冷榨制取“不含反

式脂肪酸食用山茶油”及山茶精油

的核心技术，在国际上属于领先地

位。

六是高档的油中精品。“三状

元”山茶油是冷榨的。没有经过传

统热榨工艺中的蒸炒处理，所以保

留了很多茶油籽中固有的成分（亚

麻酸、亚油酸、多种微量元素等），

具有纯天然的特性，保留了原有的

生物活性物质（VE，甾醇、类胡萝卜
素等），不存在溶剂残留问题，也不

存在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

“三状元”山茶油严格按照食品标

准的规范进行生产和管理，不断增

强产品质量风险防范，从而保证食

用山茶油的高品质高要求。公司质

量工艺达到欧盟标准，产品已通过

质量管理体系以及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

七是高效的优质服务。公司地

处福—永高速公路永泰东互通口，

交通十分便利。公司在福州和永泰

都设有专卖店，以优质的服务和优

惠的价格方便和让利消费者。

古老的油茶树，划满了岁月的

印痕；年轻的“三状元”茶油，饱含永

泰人民的深情。路在脚下，心在远

方，未来在手上。福建胜华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正在按上市的企业要

求谋求发展，力争五年内实现永泰

县第一家上市公司的企业梦。

走进国家电网

漳州电业局：倾心打造服务台商软环境

胜华“三状元”山茶油 健康的选择

做好服务工作，关键是要

看企业有没有用心，是不是真

心办实事谋发展。

用户所需要的就是服务，就

是给人家惊喜，提高企业社会

价值。

一直以来，漳州电业局践

行央企社会责任，真心实意为

民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好评

和赞誉。总结经验，就是“用心”

二字。

服务好群众、服务好企业、

服务好发展，漳州电业局没有

走过场，他们懂得唯有和用户

以心交心，才会心心相印。因此，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不仅身要

下去，心也要跟着走。将“坐等

上门”变为“服务一线”，真心为

群众办实事、真心为台资企业

解难题。

人民满意，是检验一切工作

的根本标准。唯有随时随刻倾听

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不断实

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老百姓才会满意。

海西时评

用心服务
提高企业社会价值林建勤局长（右一）深入福欣不锈钢项目现场办公，了解项目建设情况及用电难题

公司全国热线电话：4000555991 联系人：廖孝平 电话：18065090388

▲“三状元”山茶油包装荨九天瀑布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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