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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是由小到大，由少聚多，每天进

“进步”
要的是坚持的结果。
“一点点”是要达

步一点点离成功就会近一点”这是今天对我

到成功的目标。更不能忽视这个“一点点”
。

触动最大的一段话。它听上去并没有那么铿

每天多做工作的十分之一，10 天后的成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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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再多一点失败就会少一点，勇气再多一

抛掉所有的借口吧只要每天进步一点

点懦弱就会少一点。

点，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小事，严格要求

我们总是有太多的理由原谅自己，因为

自己，不骄不躁，不在昨天的荣誉上沾沾自

锵有力气势磅礴，就像小溪流水一样潺潺入

是原定工作的 2.6 倍！这是一个不断积累的

要做的事情太多，我们没有时间看书、
学习；

喜，让我们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智慧比昨

心，唤醒我丢失许久的热情和激情。

过程，积累过后就是成功的爆发。所以“每天

因为自己不够优秀不能在工作岗位上脱颖

天多一点，笑容比昨天多一点，幸福比昨天

任
进步一点点”它适用于任何人、任何行业，

而出；因为我们太平凡无法达到这样那样的

多一点，
成功离我们再进一点！
！！

何岗位。坚持再多一点点懈怠就会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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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制定多么宏伟而远大的目标，只要
‘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好。“每天”贵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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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部

生命是似锦的繁花，缤纷着绚丽的季节。
生活是繁花的什锦，绚烂着喧闹的时刻。
我们的生活是缤纷，是绚烂，是美丽的繁
我喜欢宁静中的喧嚣，
是美好的清风，围绕
我喜欢繁忙中的坚守，是奔腾的河水不停
的咆哮，是磐石不动的威娆。
我们在繁花似锦的季节相遇，写下繁花的
喧嚣;我们是喧嚣中宁静下的尘土，默默注视世

一道鹊桥横渺渺，
千声玉佩过玲玲。

打磨！所以未来的路我们都需要有人陪我

相慰籍，互相珍惜，恋人之间应以相互之间

怅望不如河鼓星。
别离还有经年客，

们一起走过。

的平等作为相处的基础。长久固定的伴侣

有时听到一首歌心底深处就会浮现出

之间必须建立手拉手的相互依存关系。这

歌颂着牛郎织女那千年不变的爱情传奇！

一种场景，一张面孔，一刻灿烂画面镌刻成

种依存是彼此分担，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彼

我便
那一些美好都镌刻在心底：你若安好，

一个美好的定格！可是那曾经的温馨如昙

此应该成为对方不可或缺的臂膀。

永恒！

花一现，曾经因为分离，哭过，痛过，现在想

在这段时间里不希望伴侣的打扰。也许她

承认心的角落，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孤单，是

想自己一个人看看书，一周有几个晚上把

颓废的颜色，还是哀婉成风。书上说：每一

自己关在房间里发呆，或者做她喜欢的事

只蝶都是从前一朵花的魂，翩翩飞舞的时

情，或者和朋友喝点酒谈谈天或者其他什

是蝶，只是一条小小的鱼儿，或是一朵云，
风一吹的时候，就消散成湮。
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一些风景都随着岁
月一起匆匆远去，
偶尔想起，也只不过是一
段经历，曾今的刻骨铭心海誓山盟亦不过
是一段我们成长路上的插曲，总不能让那
些心碎陪着一起过，也总不能让忧伤一直
地址：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交通北街 100 号

起也不过是一笑而过。时间犹如一根绳索
牵引着我们走向果实的深处，深入到果实
的内核！
这时的夏日，总是很火热，但是这个夏
季是特殊的火热，火辣辣的阳光多了一丝
温存，
也让我的心有了一份甜蜜，那香香的
甜，沁人心脾！
快七夕了，告诫有情人，如果爱，便互
邮编：0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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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了绚烂之后，有的，是清风的安宁，与磐石的坚
因为河水的咆哮是激荡的心情，
挥散不了。
花，所有的拥有，都是生命与生活的写照。
我们只是守着照片，
微笑。
等你的微笑，
在这，
繁花似锦之后。

天

七公司 王娇娇

昕

当然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独处的时间，

往往在心的一角。一直不敢
懂你的人，

候，
那是回来寻他留有的香气。我知道我不

我们生活在这繁花编制的什锦之上，涂满

我们只是繁花似锦的年纪写下的什锦的繁

树梢嬉笑。

马上就要七夕了，多少美丽的诗篇都

间的沧桑蜕变。

守，因为，
树梢的嬉笑是沉淀的记忆，忘却不了，

花。

水天一色 四公司 陈梦娇

刘震

品

利。不要让爱变成了负担，变成了压力。
永不停息；人从容，
才
水从容，才一路逶迤，
宠辱不惊，进退自如。
心绪飘飘，心念 漫漫，细 微处，是 坚
人终成眷属！

同志们：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再宏伟的目标

手绘知春亭 七公司 程丽敏

五公司 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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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住建局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关于抓

职业发展通道，建立业绩、能力、态度结

了企业发展的 5 年、10 年、15 年发展目

合的全面评价体系。

标，突出了各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我们要

紧 落实 专 题 生 活会 有 关 事 项 的 通 知》
（沧 建 群 组

也要一步步实现，再科学的设计也需要

四、
加强信息化管理。建立信息沟通

塑造出无坚不摧的凝聚力、向心力，扎实

[2014]20 号）安排部署》的文件精神,为切实增强对改

人来实现，在座的各位和公司全体员工

制度，
及时收集市场、经营、财务、项目等

推进各项工作，一步一个脚印，使企业顺

进工作作风紧迫性、重要性的认识,领导班子在深入
学习各级文件精神、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的基础

是我们公司实现战略目标的核心，为了

并进行统计、分析、存档、共
各方面信息，

应市场变化，以长远的、具有前瞻性和可

保障战略落地，我们要提升管理水平，提

享，为管理提供依据。建立信息沟通统一

操作性的战略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以

上，于 7 月 18 日在集团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公司党

高运作效率，同时改进激励机制，从股

的模板。逐步提高企业信息化管理水平。

高起点会就企业发展宏伟蓝图。

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督导组组长、市住建局党委

权、薪酬和绩效等方面提升激励力度，使
员工分享企业发展带来的收益。

同志们，战略规划宣贯仅是战略实
施的第一步，如何切实有效的将战略规

3、坚定信心，确保战略目标顺利实
施

为此，
我们准备采取以下行动：

划方案深入到每一位天昕员工心中，成

今天参加宣贯会的都是集团中高层

一、进行股改，并开展股权激励：以

并逐步落实，从而
为我们工作的风向标，

人员及核心骨干力量，我们必须高度重

投资控股型企业集团为蓝图设计股改方

促进目标实现，我提两点要求：

视，
认识到战略规划方案落实的紧要性、

案，建立治理架构、优化决策与授权机

加强组织领导
1、提高认识，

必要性。战略实施过程中问题是不可避

制，设计股权激励方案，
增加年轻骨干力

副书记、调研员苑世峰同志，督导组组员老干部科科
长高振柱同志莅临指导会议。
会上党委书记张冬雪首先对集团公司党委和自
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查摆和剖析，作了诚恳坦率的自
我批评，并虚心接受班子其他同志提出的批评意见。
随后，其他班子成员逐一进行个人对照检查，开展严

成立战略推进小组，由集团各高层

免的，不论出现任何情况、任何问题，都

量，针对公司实际情况及核心骨干人员，

人员担任各小组组长，负责战略方案总

不能退缩。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开弓没

肃认真的自我批评，并接受班子其他同志的批评帮

建立股权激励机制。

助。

体推进工作。各战略推进小组要立即落

有回头箭，我们的路只有前进没有后退，

二、治理与组织机构保障：建立与

实所辖单位战略宣贯安排，参加各公司

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未来战略相匹配的组织与管理体系。在

战略宣贯会，不走过场，
抓好战略规划方

战略规划之后，随着业务转型、经营模式

案的贯彻落实，
切实将工作落实到实处。

意义重大，任务繁重，使命光荣，集团上

的改变配套进行组织转型。加强集团管

各单位负责人要高度重视，统一思想、统

下要迅速行动起来，以饱满的热情和激

控，提高集约化经营管理水平。落实部门

一行动，明确各项目战略宣贯负责人，分

昂的斗志，积极投身到战略规划实践中

职能、岗位职责，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建

工明确，
责任到人。借助公司网站、工作

来。前进的号角已吹响，我们的目标已明

立和优化配套流程。

办公平台及企业内刊，
进行宣传贯彻，确

确，
企业这艘大船能否成功抵岸，取决于

保将战略规划思想精神传达到每一位员

我们能否同心协力，能否团结一致，只要

工。

我们坚定信念，解放思想，凝心聚力，奋

基于未来人才需
三、
人力资源保障：
求的数量与结构差距，加强人才引进和

会上督导组组长、市住建局党委副书记、调研员

同志们，
贯彻实施好战略规划方案，

培养。根据行业水平、岗位价值和企业支

2、
深入领会，
明确战略兴企重要意义

发进取，不畏艰难，就一定能够实现集团

付能力三个方面要素设计薪酬与绩效考

基于外部市场环境和公司实际情况

宏伟目标。

核机制，为员工发展设计纵向和横向的

董事长、总裁 张冬雪

制定的 1515 战略规划方案很好的明确

苑世峰同志，对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做出了充分肯
定，指出：
1、与会人员能够按照上级要求，开诚布公，坦诚
相待，会议质量非常高。
2、体现了天昕集团党委团结奋进的工作组风，
“一把手”带头引领作用十分明显。
3、生活会真正的做到了，动真情、红红脸、有辣
味，切实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达到了预期效果。
4、会议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措施得当，针对
性强，但需进一步完善。
督导组组长、市住建局党委副书记、调研员苑世

河北天昕建设集团
1515 战略规划宣贯大会胜利召开
日前，
《河北天昕建设集团 1515 战

组专家成员为与会人员简要分析了当

点与要求、战略措施等方面结合以往成

略规划》已正式出炉。战略规划明确了

前外部环境带来的机遇，从专业的角度

功的案例，向与会人员做了详细宣贯和

峰同志在对生活会作出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几点要
求：
1、认真组织一次“回头看”活动，查漏补缺，确保
存在的问题无遗漏。
2、认真梳理存在的问题，制定有效的整改措施，
逐步整改落实。
3、及时组织各下属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要

企业愿景、使命、核心价值观及未来 15

对公司转型升级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进

解读，使大家受益匪浅。通过专家对战

求各支部书记认真组织落实，确保此项活动落实到

年发展目标。为了有效推动战略规划方

行的了说明，并指出 1515 战略规划的

略管理在现代企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

每位基层党员。

案的宣贯与落地，深入学习领会战略规

指向是发展的必然。

对天昕集团顺应时代形式制定 1515 战

会后党委成员纷纷表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马克

划方案内容，使 1515 战略规划深入人

第三部分：天昕 -- 发展篇

略规划的必然的深刻阐述，公司全体员

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的具体体现，是我党政治生活

心，真正成为引领企业科学、快速发展

北京中建政研项目组专家对 1515

工清晰了公司未来发展脉络，明确了企

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我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有力

的精神动力，
7 月 26 日上午 8 点 30 分,

战略规划方案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对

业前进方向，激发了奋斗的热情，更增

保障，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道优良作

河北天昕建设集团 1515 战略规划宣贯

战略规划总体思想、企业愿景、企业使

强了实现以成为国内知名的以城市运

风。我们坚持把批评建立在团结的基础上的，
诤言谏

大会在沧州市迎宾馆三楼会议中心召

命、企业核心价值观、发展目标及关键

营为核心的投资控股集团为企业愿景

开。集团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各下

措施进行了宣讲，使广大员工对 1515

的坚定信心。

语，认真剖析反省，促进自身不断完善提高，以党建

属公司负责人、机关全体员工、各下属

战略规划宏伟蓝图中的关键节点及具

公司业务骨干及特邀的北京中建政研

体举措有了初步了解。

天昕集团 1515 战略规划是立足企

天耀 -- 行动篇
第四部分：

学战略决策，更是我们面对未来复杂多

计 16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集团副总

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冬雪同志对

变的发展形势中制胜的总体行动纲领，

会共划分为四部分：

1515 战略规划实施的措施、责任心、执

天昕集团必将乘此机遇描绘出企业发

行力等相关保证因素进行了明确，明确

展的宏伟蓝图。

员工与企业同发展、共命运的机制和决

第一部分：
天启 -- 回顾篇

心，表示经过全员共同奋斗，天昕集团

采取分组讨论、画历史、讲故事等

一定能够踏平那前路崎岖，同梦想和衷

轻松愉快的交流方式，再现天昕集团过
往发展历史中精彩片段和喜悦瞬间。

促进企业建设，
确保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业实际、顺应时下发展、抢占机遇的科

战略规划咨询项目组专家成员代表共

根据公司发展时间节点，整场宣贯

身生活，那都是她的自由。她有孤独的权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集团党委召开领导班子
专题民主生活会

裁程显芳同志主持。

么。你必须了解，
无论她想怎样享受她的单

持，是向往，亦是对美好的祝愿，祝愿有情

河北天昕建设集团主办

集思广益

战略动员

认真聆听

回顾历史

共济。
由中建政研战略规划咨询项目组

天时 -- 形势篇
第二部分：

组长白书亭及项目组成员，就天昕集团

北京中建政研战略规划咨询项目

1515 战略综述、战略实施计划及实施重

综合办公室

综合办公室
电话：
0317-53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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