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需要忍耐和等待，

无论你现在成绩好坏，

请相信，每个人都是种子，只不过，每个人的花期

不同，有的花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的

等待，不要看着别人怒放了，自己那棵没动静就着

急，相信是花都有自己的花期，细心地呵护自己的

花，陪着它沐浴阳光，风雨，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相信自己，静静花开，也许你的种子永远不会花开，

因为你是一棵参天大树！致正在努力拼搏的你！

2015 年 11 月 05 日

农历九月廿四日

星期四

总第 3期

主办单位：行政部

勤勉、务实，追求卓越；为客户创造价值，创新，永不停止；让水随处可饮，没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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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进来走出去，开启国际合作之旅
―2015 年德龙环境国际合作大事记
河北德龙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现已发展成集

环境治理、运营、咨询于一体的综合性环境管理集团

公司，建成了一大批在国内具有影响的工程。为增强

企业发展后劲，瞄准国际环保科技前沿，董事长黄德

喜先生果断决策：请进来，走出去，与发达国家先进

环保机构和组织建立合作。

德龙环境简报
电话：0312-3376501；网址：www.delonghb.com电话：0312－3376501；网址：WWW.delonghb.com

董事长寄语:

在日常管理中，为什么有些团队
一盘散沙，相互间推诿扯皮，整天混
天撩日却又牢骚满腹，不仅指令无法
有效贯彻，拿主管也不当回事，业绩
更无从谈起。其实，团队的建设和主
管威信的建立，并非是一蹴而就，而
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如果主管将日常
的晨会上升到企业文化层面，科学合
理地组织，十分有助于上述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

一、晨会的价值。晨会的真正价
值，应该是实现组织愿景和使命的有
效工具和手段，既是战略落地的具体
延伸，又是企业文化打造的实际细
化，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1.统一团
队的价值观。通过对组织中某些现象
的评价，让员工清楚：组织的原则是
什么，底线是什么，提倡什么，反对
什么。对提倡的行为要予以表彰鼓
励，对反对的坚决予以惩处，以此将
价值观根植于每个员工的心目中；2.
保障战略目标的实现。企业的战略目
标只有从内容上层层分解到个人，从
时间上细化到年、月、日，再一件件
落实，才能逐步实现，而晨会正好可
以从时间上细化到年、月、日，再一

这 样 开 晨 会这 样 开 晨 会
员 工 不 累员 工 不 累
效 率 增 倍效 率 增 倍

件件落实，才能逐步实现，而晨会正好
可以通过检查员工每天工作的进度，来
落实战略的完成情况；3.部署重点工
作。将当日的工作重点进行部署和强
调，确保每个成员悉知，同时便于相互
间的配合；4.提振员工的信心。一日之
计在于晨，良好的精神状态是高效工作
的前提，主管要利用好晨会，宣导正能
量，增强员工的信心；5.培养雷厉风行
作风。每项工作要有安排、有检查、有
追踪、有落实，让员工意识到工作必须
落地，养成以目标为导向，工作无借口
的习惯；6.促进成员技能提高。通过内
部成员对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分享，敦促
其他成员的借鉴和应用；7.解决信息的
“肠梗阻”现象。将晨会作为信息交流
的平台，及时传达公司的指示和精神，
以及重大信息的反馈；因此，一个科学
合理的晨会，可以有效提升一个团队的
凝聚力、执行力和战斗力，为迅速实现
组织的愿景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如何召开高效晨会。高效
的晨会，需要目的明确、条理清晰、
节奏紧凑、速战速决。具体可以考
虑如下顺序：1.首先个人汇报。各
成员逐一汇报昨天重点工作完成情
况（只说结果，一件事一句话概括，
对没完成的当众承诺二次完成时
间），当日重点工作内容（可以考虑
控制在 3件事以内）；2.其次主管点
评。个人汇报完后，主管要对其工
作情况进行点评，同时落实之前安
排给他的工作进度；3.再次案例分
享。内容可以是经验或教训的总结，
也可以是学习心得（要保证团队每
天有成员进行分享，可事先公布分
享值日表）；4.然后是主管对前一天
工作的整体总结。简要总结昨天的
工作情况，并通报最优和最差员工，
同时结合身边的具体实例宣导企业
的价值观；5.之后部署任务及提振
信心。通报本部门当日或某阶段的
重点工作及注意事项等，在表扬肯
定的同时，鼓舞员工干劲；6.最后
是公司政令的宣导。包括重大信息
的通报及制度概要的介绍或学习。
（行政部供稿）

不让制度变成吓唬麻雀的“稻
草人”，我们必须从建立制度的源
头和落实制度的环节抓起。1、要
建立切实可行的制度。一是制度理
念要“接地气”，不搞关起门来“闭
门造车”。二是制度内容要具体，
要明确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由
谁来做、应该怎么做、做好做坏怎
么样等内容。三是标准要求要严
格，少一点“原则上”、多一点
“刚性度”，少一点“宽紧带”、
多一点“紧箍咒”，否则制度就会
沦为“一纸空文”。2，要坚持制
度的落实。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
执行比建立本身更重要。其实很多
时候我们不乏“刚性”制度、问责
规定，但就是因为不执行，或搞
“下不为例”，或搞“大事化
小”，这样“下来下去”、“化
来化去”，成了伸缩的“弹簧”。
只有杜绝执行上的“黑洞”，对违
反制度者“零容忍”，才能打消某
些人的侥幸心理、观望态度，制度
才能真正具有威慑力。（德阳分公
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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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室外昼夜平均气温低于5℃，且最低气温低于0℃时，即转入
冬季施工。我公司承接工程目前以管道施工为主，下面就管道安装工
程谈一谈冬季施工的注意事项。一、管道冬季施工的注意事项：（1）
冬季施工时，除管道施工正常的准备工作之外，还应准备足够的保温
材料，包括施工保温材料和临时设施防冻材料，施工防冻可采用阻燃
篷布搭设暖棚。（2）冬季采用手工焊接钢管时，两管口的间隙要稍大，
焊接过程中要保证管道焊缝能自由胀缩。（3）气温在零下5℃时，要
将管端10~15厘米以上的范围预热至150~200℃，并在预热停止后立
即施焊，而且必须连续焊完，不得中途停止。（4）焊后药皮的清除，
应在焊缝温度降低后进行，焊缝焊接后，严禁在低温下矫正变形或用
大锤敲击。（5）焊接后应盖上40厘米宽的石棉带，防止焊缝骤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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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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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6）焊前、焊后注意管道内不要进
水或存水。（7）当气温在零下15℃时，
为保证工程质量，不宜进行焊接施
工。二、钢管除锈、刷漆、保温作业
的控制：（1）除锈作业应与刷漆同步
进行，否则应重新除锈。（2）在环境
湿度≥85%时，或下雨、下雪应停止
室外作业。（3）刷面漆前应检查确认
底漆表层是否已干燥。（4）低于零下
5℃时不宜刷漆。（5）油漆工程冬季
施工，材料需加催干剂，应选择晴天
干燥无风天气施工。（6）禁止用热风
吹油漆面，以免油漆面凝结水珠。
(工程中心供稿)

德龙环境应邀参加中国（河北）国际节能减排与资源综合利用博览会。德龙环境在会上集中展示了为

涉污企业量身打造优质解决方案，白洋淀建设美丽乡村等成功项目以及在环保方面的雄厚实力，同时发掘

了大批潜在客户，为开拓市场奠定了基础。该博览会以“转型升级，低碳发展”为主题，于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日在邯郸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海内外近 200 家企业参展。（销售中心供稿）

雄县和白沟污水处理厂组织完成了设施设备检修。从 10 月 1 日至 10 月 27 日，两个水厂组织员工主

动放弃休息，充分利用节假日时间，不顾工作的脏和累，加班加点的对水厂消毒池、生物池、水泵、闸门

等设施设备进行了检查维修。既保证了两个水厂的供水质量和安全，又为公司节省了维修费用。（运营中

心、雄县分公司、白沟分公司联合供稿）

河北德龙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涿州办事处挂牌成立。根据河北省排污权初次核定工作的有关文件要

求，德龙环境凭借雄厚的技术优势，承揽了保定市近 200 家企业的初始排污权核算技术报告编写工作。为

积极开拓市场，优化业务流程，于 10 月 23 日在涿州市挂牌成立了涿州办事处，对涉污企业组织展开了业

务培训工作。（咨询中心供稿）

9 月 1 日至 10 日，
黄董事长派出副总裁余
荪培出席在美国芝加哥
举办的首届“中美场地
修复交流年会”并进行
商务访问。在年会的讨论
中，德龙环境给主办方美
国标准协会和国际城市
协会留下了深刻印象。

8月 18 日至 8 月 20

日，美国 Econopure 公司

CEO Danniel Bertram

先生应黄董事长邀请到

德龙环境公司总部访问，

与德龙环境技术人员开

展了深入的技术交流。在

取得广泛共识的基础上，

双方签署合作协议。

5 月 15 日，总部在

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

区的国际中国环境基金

会（IFCE）总裁何平博士，

应黄董事长邀请到公司

总部进行访问，并与德龙

环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交流会后余总应邀
先后访问了 APEX 公司、
伊利诺伊州科技园区、
Econopure 公 司 以 及
IFCE 总 部 。 在 对
Econopure 公司的回访
中，考察了该公司先进技
术设备的组装车间，并就
在中国合作建设示范工
程进行深入讨论。

标
题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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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爸爸，

今 天 惹 事

了，我把老

师 都 气 哭

了。

爸爸：你个

小兔崽子，

把老师怎么

了？

儿子：我上

课 玩 吸 铁

石，被老师

发现，没收

了。

爸爸：这不

算啥事啊！

儿子：但老

师一拿，就

吸在她的大

金镯子上，

当 场 就 哭

了，还跑去

找校长打了

一架……好

一顿挠啊，

把校长脸都

挠出血了！

我也不知为

啥……

爸爸：好了，

没事了，你

去玩吧。以

后拿吸铁石

离 你 妈 远

点……

猜 谜 语
一人拉弓卧

草中（打一

字）。

上期谜底：朝

当我们向有奉献、有意义

的方向迈进的时候，需要重视

一个最基本的起点：“我们今天

的努力会为我们的明天带来什

么”。夜深人静，我们还在为了

一个好的方案，一份更好地布

局加班加点，炎炎烈日，寒风

刺骨，他们还在为了几个尺寸

进行现场勘查，这就是技术中

心员工的一个缩影。正是他们，

将不怕苦不怕累的德龙精神变

现的淋漓尽致。技术中心的每

一个员工，各司其职，尽职尽

用今日的努力铸就明日的成功
----技术中心致本部门全体员工的励志书

责，努力做到最好。当每一个人

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

加班加点，每一天都在执着的奋

斗，而时光正是由这连续的每一

天组成。我们不能盼望能做出一

鸣惊人的壮举，却不能忽视每一

天的责任和任务。成功不是一朝

一夕，而是经过汗水的积累而迸

发，所以我们今天的努力和付出，

换来的是明天的成功。我们将自

身的热度都贡献到到每一天该尽

的责任中，在同压力、挫折交锋

的一个个回合中，发展出真实的

自信心和意志力，让这整个团

队变得更加坚韧、踏实、冷静、从

容，变得更加有力量，这个团队因

为他们每一个人而更具凝聚力，这

个团队的身影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而变的高大挺拔不惧艰险！

在这里，我们只希望共同努

力拼搏奋斗，为德龙托起希望，托

起明天。（技术中心供稿）

人生的专列飞

驰而过，转眼已是

中间站，忙忙碌碌

的生活，无暇浏览

车外美丽的景色。

每个驿站都仿佛搭

错了车。盲目地选

择，无奈的生活，

总让我焦头烂额。

起初的自信，最后

落个自卑的惩罚。

我的人生像陀螺，

午夜静思

温馨提示：季节交替人群易感冒，但感冒药可不能乱吃，要科学用药

●巧用牙膏:若有小面积皮肤损伤或烧伤、烫伤，抹上少许牙

膏，可立即止血止痛，也可防止感染，疗效颇佳。

●巧除纱窗油腻:可将洗衣粉、吸烟剩下的烟头一起放在水里，

待溶解后，拿来擦玻璃窗、纱窗，效果均不错。

●将虾仁放入碗内，加一点精盐、食用碱粉，用手抓搓一会儿

后用清水浸泡，然后再用清水洗净，这样能使炒出的虾仁透明如水

晶，爽嫩可口。

●和饺子面的窍门:在 1 斤面粉里掺入 6 个蛋清，使面里蛋白

质增加，包的饺子下锅后蛋白质会很快凝固收缩，饺子起锅后收水

快，不易粘连。

●将残茶叶浸入水中数天后，浇在植物根部，可促进植物生长;

把残茶叶晒干，放到厕所或沟渠里燃熏，可消除恶臭，具有驱除蚊

蝇的功能。

●男子剃须时，可用牙膏代替肥皂，由于牙膏不含游离碱，不

仅对皮肤无刺激，而且泡沫丰富，气味清香，使人有清凉舒爽之感。

3

做人需厚道，善念赢幸福
――狗的一个手势，狐狸死了...
狗深深地爱上了狐狸，可他们却遇到了死神。

死神说：“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你们猜拳吧，输的

就得死。”最后，狐狸输了......狗抱着死去的狐狸

说：“说好一起出石头的，为什么我出了剪刀，你却

出了布。”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人心。狐狸的自私，

狗的傻，现实的世界，现实的人类。算计别人最后

却算计了自己。当有些人傻乎乎地想输时，其实他

已经赢了!所以，一直善良下去……你就赢了。

现实中要懂得：我选择厚道，不是因为我笨拙,

因为我明白，厚德能载物，助人能快乐。我选择善

良，不是我软弱，因为我明白，善良是本性，做人

不能恶，恶必遭报应。我选择忍让，不是我退缩，

因为我明白，忍一忍风平浪静，让一让天高海阔。

我选择宽容，不是因为我怯懦，因为我明白，宽容

是美德，美德没有错。我选择糊涂，不是我真的糊

涂，因为我明白，面对误解委屈和不公正，只是不

愿计较，从而大度应对，难得糊涂，笑看世态。我

选择真诚，我有话就直说，因为我明白，违心奉承

是应付，忠言逆耳是负责。我选择饶恕，不是我没

原则，因为我明白，得饶人时且饶人，不能把事做

绝了。我重情义，不是我太执着，因为我总是想着

与朋友们相处的美好时光，割舍不了那份难得的缘

分和情谊，不应该掩饰内心的情感。我明白欺骗没

有好下场，背叛没有好结果。（摘自《每日壹读》）

飞速的旋转，却转不出这个圈，我生活的很累。也许，我该

改变我的人生观。总以为人生如爬山，攀得越高，爬上山顶，

才是真正的胜者，才能为之自豪。这样的人生观，对于某些

人来说，他努力了，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攀得更高，没有

爬上山巅。从生理上来说，他们付出了血汗；从心理上来讲，

还增加了他们的自卑感。他们的生活就会很累。

忽然想到陀螺，给了我意想不到的启示。陀螺虽然总在

原地打转转，但他只要转起来，他的人生就会快乐。他的人

生目标是：哪怕就在原地打转转，只要他翩翩起舞，永不停

息，他的人生就是精彩的，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平凡的陀

螺，但却有他快乐自如的生活。不能做惊天动地的大人物，

不如做个快乐平凡的小陀螺。只要我们永远不放弃生活，做

个快乐的使者，我们的心情会轻松许多，我们会永远快乐。

（技术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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