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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院 我公司是以生产销售柴油机尧 发
电机组尧 农业尧 工业用离合器机组的专业企业遥 发
电机组类产品符合国标郧月圆愿圆园要怨园或陨杂韵愿缘圆愿要缘之
规定曰 农业工业用离合器机组可实现多点输出袁 并
可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设计加工中间车系统袁 产品稳
定尧 可靠袁 广泛用于煤田勘探尧 浅层石油钻井尧 热
水井钻探等行业遥

主要产品院 员援 以上柴 野东风冶 牌源员猿缘尧 远员猿缘尧 员圆灾员猿缘柴油
机配套的离合器机组袁 本机组含院 水箱尧 电池尧 离合器尧 柴油
机尧 公共底盘以及用户需要的多点中间车系统遥

圆援 缘园要员园园园运宰柴油发电机组袁 本品以上柴 野东风冶 柴油
机尧 兰州发电机尧 沃而沃柴油机尧 康明斯柴油机尧 野兴锋冶 牌柴
油机尧 斯坦福发电机等为主要配套产品袁 并可实现自动化尧 并车
等技术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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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拜读了叶铿锵玫瑰要要要奋斗的女
性最美曳一书袁作为中能化发展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的一名女性党员干部袁我感悟颇
深袁受益匪浅遥

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众多杰出女性代
表袁以铿锵的足音感染着身边的人袁以坚
定的职业信仰成就着梦想袁以勤奋的职业
精神谱写了一曲曲奋斗之歌遥她们参与祖
国伟大事业的建设袁彰显了新时代女性的
独特气质和责任担当袁诠释了野自古巾帼
半边天袁雄关艳阳正当时冶遥

我想对自己说袁唯有奋斗袁才会更美遥

做坚持阅读的你

高尔基先生说过院野书籍是人类进步
的阶梯遥冶南方电网金牌培训师尧贵州电力
公司副巡视员尧贵州电力交易中心董事长
王玉萍的故事告诉我们袁 腹有诗书气自
华袁心若兰兮韵自芳遥阅读带来的变化是
潜移默化的遥

不知不觉袁已到中年遥回首过去袁尽管
我认为自己还算勤奋和努力袁但还是会有
遗憾曰展望未来袁必须让自己充满对知识
匮乏的紧迫感遥我想对自己说院未来的日
子袁利用好碎片时间袁努力扮演好职工尧母
亲尧妻子和女儿多种角色袁爱阅读尧爱工
作尧爱生活遥

做勤于奋斗的你

一棵树袁 因它的伟岸而立于天地曰一
株草袁因它的坚强而芳华于野遥野幸福都是
奋斗出来的遥冶习近平主席在 2018年新年
贺词中的这句话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遥巾
帼标兵尧石油人李莎在蜀山野岭袁与冰雪
风霜对抗袁与野中华气虎王冶同行袁用她的
坚守与奋斗绘出了那片天地最亮丽的风
景遥人称野小电脑冶的全国劳动模范汪艳
侠袁对关键流程点尧重要指标尧控制条件和
故障处理方法烂熟于心袁在平凡的岗位上
实现了从工人到工匠的职业生涯 野连级

跳冶遥
书山有路勤为径袁 生命因奋斗而精

彩遥我想对自己说院坚定职业信仰袁与企业
共成长袁丰富理论知识袁创新工作思维袁树
立野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冶的进
取心袁用勤奋尧好学尧自信尧坚韧撑起梦想袁
为公司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遥

做富有激情的你

扎根电力施工一线十六载的高级工
程师郑希颖袁默默无闻袁跨越了一个又一
个施工难关袁演绎了一个又一个力挽狂澜
的神奇故事遥她的故事告诉我袁工作中袁应
保持干事创业的激情和默默奉献的韧劲曰
生命里袁应保持一缕青春的光和始终如一
的热爱遥

我想对自己说院干一行袁爱一行袁沉下
心来学习袁静下心来积累袁默默履行好职
责袁即使遇到艰难险阻袁也要充满激情袁在
学习和工作中收获快乐与成长遥

做强化执行的你

一等二看三落空袁 一想二干三成功遥
2020年袁是野十三五冶规划收官之年袁是中
国煤炭地质总局的野质量提升年冶和野党建
工作深度融合年冶袁 是中能化发展建设集
团的野破局重塑年冶和野作风建设年冶遥三年
来袁公司开疆拓土尧风雨兼程袁从无到有尧
从小到大袁集团化战略初见成效遥未来的
三年袁需要我们披荆斩棘尧再创佳绩遥

作为公司的一员袁 我想对自己说院只
为成功想办法袁不为失败找理由遥也许我
们一路走得摇摇晃晃袁 但抖抖身上的灰
尘袁脚步依旧坚定遥

唯有奋斗袁才会更美遥

殷 陈 娥 渊中能化发展建设集团冤

唯有奋斗 才会更美
要要要读叶铿锵玫瑰要要要奋斗的女性最美曳有感

百花丛中
你的名字普通尧平凡
从不用粉饰
是你的个性
你没有娇艳的美冠
没有富贵的出身
但你有不失高雅的气质
非凡的品格
虽然你从淤泥之中走来
但你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
一身的洁净透露出你的浩然正气
虽说你经历着狂风劲吹
但你仍昂首挺立不屈从
刚直不阿的意志让人折服
虽说你遭受了暴雨的拍打
但你没有畏惧 从容应对
逆境中茁壮成长
你没有显赫的地位
但你有着洁净的躯干
朴实无华的品格
你坚韧的毅力
让我折服
你崇高的品格
让我尊崇
你华丽的花蕊
让我竖起了拇指
颂扬不断
出淤泥而不染
洁身自好
一身正气
你朴实的大名
近乎平凡的称呼
不绝于耳要要要荷花

殷 王颂东 渊陕煤地质大地公司冤

与荷对话

每天清晨袁 迎着阳光跑步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
事遥 在晨跑中我会不自觉地思考当天要完成的工作
和所要做的具体事情袁 简单谋划好一天的工作遥 跑
步的同时我还会听激励人生的广播袁 消除内心的烦
闷遥 运动之后的成就感会给我带来一天的好心情遥
通过运动袁 我的身材变好了袁 自信心增强了袁 身体
也健康了遥 步入中年的我袁 面临着工作和生活多方
面的压力袁 而跑步便成为我缓解压力最好的方法遥

早上的小区袁 空气清新袁 一路上看到各个年龄
段的人在做着不同的运动袁 你会有一种身心愉悦的
感觉遥 羽毛球场上有打太极的袁 跑道上有快走尧 跑
步尧 遛狗的遥 早上 7点的健身设施区总会有一群老
人在谈论国内外的新闻遥 大家从陌生到认识袁 从认
识到熟悉袁 和他们一起锻炼袁 我也感受着他们身上
的那种坚持带给我的动力遥

自律是一件很难却很幸福的事袁 好的开始是成
功的一半袁 当你走出去袁 你就会体会到它给你带来
的快乐遥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坚持跑步 30余年袁 他曾
说过院野是因为今天不想跑袁 所以才去跑袁 在长跑中袁
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战胜的对手袁 那就是过去的自
己遥冶 一个人如果定了一个目标袁 就要为完成这个目
标去努力坚持遥 当运动变成一种习惯袁 它带给你的
一定是一种幸福遥

运动吧袁 朋友们袁 当你放下手机袁 走出家门袁
享受运动袁 你就会获得回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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