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广州消息 2015年 12月 7-9日，中国建筑卫
生陶瓷协会 2015年年会暨第七届一次理事会在广州市
广交会威斯汀酒店举行。

天欣科技以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副会长单位出席
会议。会上，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授予湖南天欣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等 10家企业 "企业信用评价 AAA级信用企
业 "荣誉称号。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副会长、湖南天欣
集团董事长 /总裁王五星出席大会。

天欣科技一直以诚信赢得终端消费者及经销商的厚
爱与青睐，产品质量长期稳定，企业信用评价多次被评为

AAA级。同时，积极参与和厉行低碳环保，勇于承担社会
责任，助推行业、社会长远良性健康发展。天欣科技再次
获得“企业信用评价 AAA级信用企业”，是行业、社会对

天欣科技的再一次肯定与认可，也是广大消费者对天欣
科技的信赖与支持。

我国陶瓷行业 2015年年会在广州举行，湖南天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授予

天欣科技 "企业信用评价 AAA级信用企业 "荣誉称号

填补了湖南省建筑卫生陶瓷企业上届没有国家级
副会长的空白；是湖南唯一入选的一位副会长

窑企业生活部主编窑 电话院13637308040 企业 / 生活 窑企业文化导刊编 辑 /李牧童 校 对：蒋慧兰

投稿院QQ院510936029 E-mail:mutong1@tom.com

铸天欣基业·创百年品牌

版

本报讯 2015年 8月 21日，湖南天欣集团 2015届高考
优秀学子奖励及扶贫助学捐赠大会在天欣科技隆重召开。
按照集团公司高考奖学和扶贫助学章程，每年考上大

学的员工子弟，以及正在大学就读，成绩优秀而家庭又特
别困难的同学，将得到特别鼓励和资助。参加今年高考喜
获佳绩的湖南天欣集团 9位学子王东琪、彭致远、梁艳、李
子青、付乐、倪卉卉、冯湛、方诗汝、李怀来等被全国高等院
校录取的同学受到表彰，每人奖励 2000元，以资鼓励。
会上，由岳阳县总工会选送的 4名优秀，家庭非常困

难、迫切需要得到帮助的同学，天津大学熊林虎、邵阳学院
刘云、广东五邑大学姜永星、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张文琦等
同学，一并受到 2000元到 3000元的资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董事长的爱女王东琪三年苦读，

以优异成绩荣登自己心仪的高校，获得助学奖励 2000元。
会上，岳阳县总工会主持全面工作的常务副主席易树

芝作讲话。他向即将跨入大学校门的学子表示热烈祝贺！
他说，感谢湖南天欣集团、感谢王五星董事长为学子的资
助，特别是对特困学生的帮助，这就是雪中送炭，对此，表
示衷心的感谢！
易树芝说，王五星董事长毕业于我们岳阳县一中，学

习成绩优秀。王董事业有成后，他深感学生时代的困难，不
忘回报，不忘感恩。2014年就为县教育基金会和岳阳县一
中一次性捐款 200万元。截止今年，先后奖励和帮助近
100名学子，已累计发放奖学和助学金近 1000万元。
易树芝说，人才是企业的希望，更是国家的未来，他语

重心长地寄语学子们跨入大学校门后，更加继承和发扬那
种学无止境、百学不厌的钻研精神，积极进取，努力奋斗，
刻苦学习，回报社会、报效祖国！

董事长王五星
亲自为高考学子颁发奖学金

△2015年度，湖南天欣集团 2015届高考优秀学子奖励及社会扶贫助学捐
赠大会隆重召开，并获得助学奖励。

△2014年度，湖南天欣集团 2014届高考优秀学子奖励及社会扶贫助学捐
赠大会合影。责任天欣，勇于担当。截止今年，20多年来，湖南天欣集团先后为
抗震救灾、扶贫帮困、新农村建设、捐资助学，累计捐款捐物近 2000 万元，其
中奖励和帮助近 100名学子，已经累计发放奖学和助学金近 1000万元。

湖南天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突出贡献奖”与“产品创新奖”
本报讯 2014年 11月 7日，国家工信部授予天欣科技“质量突出贡献奖”与

“产品创新奖”。
天欣科技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质量诚信优秀企业”、“全国质量检验

稳定合格企业”、“湖南省 100强民营企业”，先后通过 ISO9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ISO14000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国家 3C强质性认证，并已实施欧标、国标
指令。“湖南省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省建筑陶瓷产品及原材料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先后在天欣科技挂牌成立。
天欣科技是行业内首家采用 315.59米超长宽体窑、中部地区第一家 7色 3D喷

墨打印引进企业。一次烧微晶布料、超耐磨复合微晶技术、深度聚合一次烧技术、大
理石全抛技术、地毯砖系列技术，天欣运用最新技术，始终引领行业前行，不断推陈
出新，精益求精，力求完美。先后成功研发和生产：高平、高亮、高耐磨、高防滑度、高
防污度，行业首创，技术领先的防滑釉、糖果釉，光电筛网技术产品———彩晶全抛釉
等 100多个系列，1500余款花色品种产品，获国家发明专利 5项、实用新型专利和
外观设计专利多项。△天欣科技常务副总经理、营销总经理黄戴荣代表公司携“金达雅陶瓷”、“同喜磁砖”、“佛诺伦莎陶瓷”、“同乐磁砖”、“欣鸿源仿古砖”、“欣邦陶瓷”、

“塞纳尔陶瓷”、“鸿双喜仿古砖”等八大品牌经理亲赴西部陶博会领奖，共庆获奖喜悦。

国家工信部授予

本报讯 2015年 11月 13日，《岳阳日报》消息首
批岳阳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名单公布，高级工程师、总
经理童垸林被评为首批岳阳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童垸林总经理，1983 年于华东化工学院毕业分配

国家能源部西安热工程研究院担任工程师，从事火力
发电研究工作；1989年任岳阳市无损检测设备厂厂长；
1997年任岳阳市天欣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05年任
岳阳市金达雅陶瓷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2007年任湖
南天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多年来，他潜心从事仿古砖的研究、开发与管理
工作，是中国建筑卫生陶瓷首席专家库专家，曾获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思想超前，敢为人先。早在公司成立之初，他便致力
于：科技创新、绿色环保、转型升级的经营理念。在童垸
林与其团队的带领下，公司成为行业的标杆和引领者：

2009年，我省唯一的一家省级研究中心 --湖南省
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湖南天欣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组建成立；同年，公司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2010年，公司成为我国陶瓷行业首家天交所挂牌
上市公司；2013 年，公司被评为湖南省民营企业 100
强；2014年，公司 "同喜 "品牌瓷砖获得中国驰名商
标；2014 年，公司获得 " 岳阳市市长质量奖 "；2014
年，公司被选为 "中国建筑陶瓷卫生协会副会长单位 "
……

总经理童垸林

当选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副会长
本报讯 2014年 12月 9 日，中国建

筑卫生陶瓷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
在福建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本
次共计 500多名领导、代表参与此次盛
会，大会发放 480张选票。
会上，董事长王五星当选为中国建筑

卫生陶瓷协会副会长，是中国西部陶瓷
第一位当选企业代表。填补了湖南省建
筑卫生陶瓷企业上届没有国家级副会长
的空白，是湖南唯一入选的一位副会长。
董事长 /总裁王五星，湖南省第十一

届人大代表、岳阳市第五届、六届、七届
人大代表、岳阳市人大城环委委员、岳阳
市工商联副主席、民建岳阳市委副主委、

岳阳市十大优秀慈善企业家、岳阳市专
家协会副会长、湖南省纪委聘任的优化
经济发展环境监督员，民建全国优秀会
员。2010年被中国陶瓷协会授予陶瓷行
业 "年度风云人物 "，第三届湘商大会
上，被湖南省委、省政府授予 "中国优秀
湘商 "荣誉称号。

董事长 /总裁王五星当选为中国建
筑卫生陶瓷协会副会长，这是陶瓷行业
对王五星董事长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湖
南天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全体员工 "
诚信、责任、开拓、创新 "的肯定，更为 "
淡季不淡，旺季更旺 "的天欣科技增添
了新的正能量。

集团董事长 /总裁王五星

本报讯 2015 年 11 月 25 日，岳
阳市第五届道德模范暨首届诚信企
业、诚信人物表彰活动在美丽的南湖
宾馆隆重举行。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新启主持会

议，并讲话。岳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熊
炜宣读表彰决定，公布表彰名单。
中共岳阳市委副书记李志坚代表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和市文
明委，对受到表彰的道德模范、诚信企
业、诚信人物致以衷心的祝贺和崇高
的敬意。他指出，当前，全市上下正在
按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我市确

立的 "一极三宜 "奋斗目标，争当湖
南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排头兵。他希
望，各位道德模范珍惜荣誉，倍加努
力，再接再厉，努力为岳阳改革发展创
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全市广大干部群
众要以道德模范、诚信企业、诚信人物
为榜样，学习他们助人为乐、见义勇
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
精神，努力塑造良好的道德品格，做一
个道德高尚的人，共同为续写 "一极
三宜 "江湖名城，谱写中国梦的岳阳
篇章作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湖南天欣集团

△中共岳阳市委副书记李志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新启、岳阳军分
区政委张作坤、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志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熊炜、市政
协副主席黎四清、老领导方贵吾等市领导与诚信企业、诚信人物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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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童垸林（左一）在中西部
陶瓷研讨会上与西班牙陶丽西集团
亚洲区总裁 Ruben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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