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池区城关小学306班陈灿
指导老师：沈秀平

绘画作品选登

清晨，我拉开窗帘一看，外面阴云密布，不一会儿
就下起了倾盆大雨。雨点落在花上，给花儿舒舒服服的
洗了个澡；落在小草上，小草左右摇晃，像是在荡秋千。
雨下得特别大，天和地之间仿佛拉开了巨大的雨帘。

雨停了，太阳出来了。花儿在太阳的照耀下显得太
美丽了，小草的每一片叶子上都有许多晶莹透亮的小
露珠。

我走在雨后的小路上，池塘里的鱼儿伸出头来吐
着泡泡，好像在说：“真是一场及时雨啊！”我深深地吸
了一口雨后的空气，真是舒服。

下雨的景色真美呀！我喜欢下雨天，因为它不仅
美，而且滋润着万物。

雨 景
青阳县实验小学308班柯佳瑶
指导老师：鲍娴静 池州日报社在我校招收小记者啦！一得到这个消

息，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来到老师办公室询问报名情
况。经过激烈的筛选和竞争，我终于报上名了。

那天别提我有多高兴了，上蹦下跳，喜滋滋地对妈
妈说：“妈妈，我是一名小记者了！”

我对《池州日报·教育周刊》爱不释手，里面的文章
我是百看不厌，真希望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我的作文。

我不仅看报纸上的作文，还看报纸上那如诗如画
的风景，看小记者们参加的各种素质拓展训练，看着看
着，我的心在飞扬，看着看着，我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成
为其中的一员。心急如焚的我，每天都在盼望着，盼望
着和小伙伴们一起体验生活，一起欣赏那如诗如画的
风景，一起追逐打闹。

盼 望
殷汇镇灌口小学四年级丁心艳
指导老师：朱芳文

同学们，你们喜欢电动玩具吗？那么自己动手发明
的电动玩具是不是更有趣呢？今天，让我们就这个话
题，走进我校502班的电动玩具交流会吧！

这是一场热闹非凡的交流会，同学们兴致勃勃地
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手里捧着各自的“小发明”，期待着
上台给大家展示。老师也看出了同学们迫不及待的心
情，于是请我们依次亮出自己的作品。教室内一阵惊呼
声！电动小风车、电动老鹰、飞机玩具改造而成的火箭
等，许多别出心裁的小玩具，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其中，
我亲手制作的会眨眼睛的小兔子最可爱，你想不想知
道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会眨
眼睛的小兔子的制作过程吧：准备材料：两个红色小灯
泡、三根导线、两节电池、硬纸板、卡纸、彩铅、剪刀、固
体胶、胶布。制作步骤：先用彩铅笔在卡纸上画一只小
兔，然后剪下来贴在硬纸板上，再用剪刀把小兔的两只
眼睛戳穿。接着将两根导线分别连接两个灯泡，第三根
导线是两个灯泡共用的，将外面的两根导线用胶布粘
在一起，中间一根也用胶布粘起来。再把灯泡塞进小兔
的两只眼睛里。最后，将两节电池一个正级和一个负极
尾部连接，用导线尾部分别触碰未连接的电池尾部，小
兔的眼睛就会随着触碰的频率闪烁。会眨睛睛的小兔
子就大功告成了！

看了这么多，你一定忍不住想动手了吧？做完之后
别忘了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让自己
受伤哦！

一次特殊的交流会
东至县至德小学502班丁嘉璇
指导老师：谢亚进

今天，我们趁着假期去枞阳县浮山旅行。
爸爸开着车来到了江口汽车轮渡。在码头通道上

我们排队等候了好久，终于赶上了一艘停有二十多辆
车的大轮船，我和弟弟爬到了轮船楼上乘客休息室外
的走廊上，啊！长江的景色好美呀！我们沐浴着江风，俯
瞰滚滚长江，茫茫苍苍，江面上帆船点点，艘艘货船、客
轮推开波浪，时有白鹭、矶鹬翔集，“咕咕”鸣叫，低空飞
翔。下了轮渡，我们继续驱车向浮山前进，我们走在乡
间的小路上，看到许多房舍和庄稼，不知不觉地我们到
达浮山景区。

吃完中餐，看见面前的河上有一座很高的石拱桥，
心想为什么建造这么高，连对面都看不见。爸爸妈妈给
我们姐弟俩一人一部手机，去寻找抓拍大自然的美景，

“咔嚓……”这张照片上嫩绿色的草上缀着露珠儿，好
像仙人的衣裳，耀得人眼花；小红花站在那儿，只顾微
笑，有时还欢快地跳起好看的舞来。

春天浮山的景色让人流连忘返，摩崖石刻让人领
略远古的文化。但最让我喜欢的景点却是晚翠岩和文
昌阁。据介绍，晚翠岩到午后时分阳光方能照射到，一
日之中得日照最迟。夕阳返照时，满壁紫赤，故名“晚
翠”。晚翠岩顶有一只神奇的圆洞，名金鸡洞，传说是金
鸡栖息之所。

沿着台阶我们一边攀登，一边观赏，终于到了山顶
上，听到从不远处响起吉祥的钟鸣声，原来前方就是文
昌阁，它屹立在浮山妙高峰顶，阁高二十六米，三层，气
势雄伟，建筑风格古朴典雅，中间有一块刻有“文昌阁”
的金字牌匾，每层楼的檐角上都挂着风铃，每当夜幕降
临，晚风徐徐吹来时，风铃响起清脆的“叮叮当当”声，
使文昌阁更加古老与庄重。阁内雕梁画栋，每一层都有
展示浮山风景名胜和人文历史的精美画幅。登上文昌
阁顶，那里陈列着文昌塑像、悬挂文昌钟。我走到窗外一
看，哇！那不就是长江之畔一幅美丽的乡村民居画卷吗？
那镶嵌在绿色丛中的白墙黑瓦的小房子，真是可爱。

第一次来到浮山，真是让人心旷神怡，也让我领略
到亿年火山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美。

游浮山
贵池区实验小学503班马为昀
指导老师：张群力

妈妈带着我一起上山打竹笋，我可高兴了，小鸟
一样扑棱棱地奔跑在山间小路上。

山是低矮的小山丘，杂草丛生，荆棘遍地，竹笋
就从荆棘和杂草之间冒出来，顶着尖尖的脑袋，等着
我们去发现，去收获。

妈妈打竹笋可真麻利呀：身子一弯，手抓住竹笋
根部一使劲，只听轻微的一声“哧溜”，竹笋就被拔
地而起。妈妈不是拔起一根就放进袋子一根，而是右
手拔起一根，马上转放到左手，连续拔起好几根，直
到左手握不下去了，才直起身子，喘一口气，将手上
的竹笋放进随身携带的竹篮中。

学着妈妈的样子，我也这样拔竹笋。可是我拔起
的竹笋总是比妈妈的短，因为我从根部拔总是拔不
动，竹笋身上裹着层层的笋衣，我的力气太小了，所
以总是不自觉地放弃根部，而是从中部甚至是末端
拔，结果竹笋自然就短了。

我不服气。妈妈用一只手，我用两只手总可以
吧。于是我弓起身子，双手紧紧抓住一根竹笋，卯足
劲，憋口气，“哧溜”一声，竹笋终于从根部断裂，
被我拔出来啦！

对了，明明是“拔”，可是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
说打竹笋呢？有意思！不管了，继续拔——打竹笋
喽！

打竹笋
东至县香隅中心学校本部303班朱艺铭
指导老师：方礼生

春天来了，小鸟们从南方飞来了。
一天，阳光明媚，我到森林去玩。突然，有一只

小鸟晕倒在我眼前，我赶紧把它带了回去，帮它敷了
药，悉心地照顾它，小鸟慢慢醒过来了。

小鸟说：“这是哪里？我怎么在这里？”
我说：“你受伤了，我救了你”。
小鸟说“谢谢！”。
“不用谢，你为什么晕倒呢？”我问小鸟，
小鸟想了想说“我本来和小伙伴一起在茂密的森

林里幸福快乐地生活着，可是不幸的事发生了，人类
砍伐树木，工厂往河里排放污水，水都变黑了，树木
也所剩无几了。”

我对小鸟说：“小鸟别难过，我会尽力让工人们
不要把污水排放在河里，也不让工人们砍树了，”

小鸟说：“我现在要飞到树木茂盛的地方去了，
等这有很多的树木，我就会飞回来的。”

突然，我醒过来，原来是一场梦啊!
通过和小鸟的一番对话，我懂得了保护环境，保

护地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我和小鸟的对话
贵池区实验小学307班刘一涵
指导老师：杜桂凤

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老师让我们每人种上一株
植物，给大地添上一点绿。

我放学回家后，便问妈妈：“妈妈，老师让我们
种一株植物，家里有什么种子吗？”

妈妈笑着说：“家里还有一点土豆的种子，可以
吗？”

“可以！妈妈你快拿给我吧！”
于是，妈妈帮我拿了一些土豆的种子，我便从家

里找来了一个漂亮的小花盆，挖了点土放进去。
我小心翼翼地把种子放进去，看那土有些湿，所

以就没有浇水。
过了两天，我去看那心爱的种子，它一点变化也

没有，而泥土已经有些干裂了。我急忙舀了一小勺
水，浇了上去。

过了两天，我惊奇地发现：小绿芽长出来了，并
且长出了三棵，我的心中充满了自豪与喜悦。

三天后，一共长出了五棵小绿嫩芽，小嫩芽像爱
心的形状，可爱极了。

到了展示作品的日子，我带着长出来的小土豆来
到学校，看见同学们种的豆芽、白菜、苋菜……

看到这些多姿多彩的植物和同学们欣喜的表情，
我仿佛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春天是种植的最好时光。

我成功的为春天增添了一点绿！

我为春天添上一点绿
贵池区池口小学405班韩璐
指导老师：徐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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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贡献类企业人员名单（89个，排名不分先后）
（一）传统产业企业（年度税收500万元以上）人员名单
池州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乐意
池州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刘小平
宁波金美亚池州管桩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和贵
池州太平鸟服装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邓凤山
池州太平鸟服装制造有限公司经理 范彦杰
池州市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小平
安徽龙云建设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 李正华
安徽龙云建设投资（集团）公司副董事长 李 云
池州市排水有限公司董事长 钟 诚
池州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 华
安徽青阳宝宏矿业董事长 赵玉龙
安徽青阳宝宏矿业总经理 孙 进
安徽柯力电气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形山
安徽柯力电气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汪 华
安徽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盛建中
安徽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盛荣刚
池州琨岗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薛天宇
池州琨岗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 建
安徽亿瑞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 浩
安徽亿瑞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范文俊
安徽广信农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永贵
安徽广信农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中桂
安徽红阳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唐红旗
安徽红阳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彭晓波
安徽泰合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永立
安徽泰合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范立岩
池州龙华药业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秀民
池州龙华药业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秀品
安徽金鹏香精香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金鹏
安徽金鹏香精香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小云
安徽省贵航特钢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仙建
安徽省贵航特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林永玉
池州市永泽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国利
池州市永泽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文豪
池州市星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 庆
池州市星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肖 宇
池州市贵池区贵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玉仁
池州市贵池区贵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玉云
池州冠华黄金冶炼有限公司支部书记 张祥林
池州冠华黄金冶炼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华有胜
安徽三毛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海霞
安徽三毛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吴荣凤
池州市贵兴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尹永国
池州市贵兴矿业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李正香

深圳市深装（池州）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长 汪家玉
深圳市深装（池州）产业园有限公司总裁 汪 源
安徽省海銘星航运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科明
安徽省海銘星航运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郑惠萍
台州市翔龙周海运有限公司池州总经理 佘昌杰
台州市翔龙周海运有限公司池州高管 王 增
天津市腾龙舟船务有限公司贵池负责人 王宏灿
天津市腾龙舟船务有限公司贵池总经理 骆建国
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屹
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朱 庆
池州市银龙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方翠霞
池州市银龙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可银
池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圣勇
池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永峰
（二）电子信息、高新技术企业（年度税收100万元以上）人员名单
安徽均益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友林
安徽均益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方轻骑
安徽铜冠铜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甘国庆
池州华钛半导体有限公司总经理 彭 勇
池州华钛半导体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高莲花
安徽科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润露
安徽科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邵 梁
青阳九华山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 泽
青阳九华山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章 睿
富莱茵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飞翔
富莱茵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朱洪杰
昌利锻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奎琦
昌利锻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朝晖
安徽九华金润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鲍军勇
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朱肖楷
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张维敏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李杰
安徽家智信诺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永康
安徽家智信诺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吕正伟
东至天孚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尤新谊
东至天孚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尤胜谊
安徽智新生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侯建平
安徽智新生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程文奎
安徽力成机械装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周庆成
安徽力成机械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月胜
（三）高端服务业企业（年度税收200万元以上）人员名单
安徽远航港口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学良
安徽远航港口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彭佳林
池州市贵航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香诚
池州市贵航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郑 伟
（四）房地产企业（年度税收1000万元以上）人员名单

池州汇金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伟
池州汇金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印玺
二、鼓励类企业人员名单（12个，排名不分先后）
（一）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人员名单
天方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孝和
天方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郑小平
安徽天品堂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汤传亮
（二）电子商务企业（年度销售额1000万以上）人员名单
池州万家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剑
池州蓝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柯学成
（三）4A以上景区、4星以上酒店企业人员名单
池州东榕新天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美玲
池州东榕新天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昌胜
安徽醉山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利平
安徽醉山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熊 健
安徽省九华山莲花峰生态园有限公司董事长 都昌盛
安徽省杏花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詹晓荣
安徽省杏花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詹敬博
三、知名企业人员名单（23个，排名不分先后）
（一）国内500强投资企业人员名单
福泰动力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 军
福泰动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大伟
安徽世界村功能饮品有限公司（红太阳）执行董事 杨玉林
安徽世界村功能饮品有限公司（红太阳）执行总经理 俞建良
（二）上市公司投资企业人员名单
池州市水环境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 军
马钢集团青阳白云厂矿总经理 许如亭
马钢集团青阳白云厂矿矿长 李扬健
安徽超威电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钱海春
安徽超威电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蔡继强
安徽九华温泉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树学
安徽九华温泉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任东浩
（三）行业100强投资企业人员名单
安徽力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跃新
安徽力丰实业有限公司高级经理 郑飞翔
安徽泫氏铸造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祁文忠
安徽泫氏铸造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朱 宇
安徽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童光利
安徽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刘义国
安徽晶丰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火炮
安徽晶丰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凤彬
安徽品鑫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小发
安徽品鑫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锡源
安徽味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归博士） 丁伯峰
安徽味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丁智峰

根据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外来投资商服务绿卡管理工作的通知》（池政办〔2014〕
42号） 有关规定，经企业申报，招商部门审核，现将2017年拟办理外来投资商服务绿卡人员名单
（共124人）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公示期自2017年5月24日至5月31日止，共7天。如对
公示对象有异议，请以电话、邮件或书面方式向市招商局外商服务科反映。市招商局监督电话：

0566－3217049，邮箱地址:zsjdsj@163.com，通信地址：池州市清风西路121号池州市招商局外商服务
科。

池州市招商局
2017年5月24日

关于2017年拟办理外来投资商服务绿卡人员的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