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勤·勇往·合作·奉献

征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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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成立十五周年庆征文
及老照片征集大赛获奖名单揭晓
本报 讯 为庆祝新合作集团成立十五周
年，弘扬新合作企业文化，展示新合作员工锐
意进取、努力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不
断开拓创新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观念，增进员
工之间的情谊交流和业务交流，集团公司组织
开展了征文和搜集老照片比赛活动。
自活动通知发出后，各公司深入发动、精
心组织，广大员工积极响应、踊跃投稿，共收
到征文稿件 119 篇，摄影作品 236 幅，特别是
泰山新合作、十堰新合作、北京新合作商业发
展等公司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积极营造朝气
蓬勃、健康向上、凝心聚力的企业文化，来稿
数较多。
征文从不同角度畅谈作者在新合作集团
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经历，讲述自己亲身参与

公司经营发展的实践心得，展示自己与公司共
同成长发展的感人历程，同时也赞美公司十年
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对
公司美好未来的憧憬；征集的照片内容丰富多
彩，反映各个公司在成长发展各时期的一些重
要事件、活动，以及员工工作情景，展现了新合
作的风貌风采，取得了良好的活动效果。
经初选、匿名打分等评比程序，共产生优
秀获奖征文 41 篇，获奖照片 15 幅，其中，获奖
征文特等奖 1 名，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6 名，三
等奖 12 名； 获奖照片特等奖 1 幅， 一等奖 2
幅，二等奖 4 幅，三等奖 8 幅。 获奖的优秀征文
和摄影作品在集团公司 15 周年庆专题网站公
布， 欢迎大家点击进入专题网页进行阅读欣
赏。
（集团办公室）

新合作十五周年庆征集老照片获奖名单
特等奖
2009 年， 新合作集团总部全体党员参观北京
顺义区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并植树纪念。
（集团公司）
一等奖
2004 年，江苏新合作常客隆公司成立仪式
（常客隆新合作）
2005 年，十堰新合作房山购物中心盛大开业
（十堰新合作）
二等奖
2007 年， 新合作集团参加总社第一届职工运
动会
（集团公司）
2008 年，兖州新合作 5·12 汶川捐款现场
（兖州新合作）

2008 年，新合作集团总部团体熔炼活动
（集团公司）
2013 年，新合作集团第一届《我是能手》技能
大赛开幕式
（十堰新合作）
三等奖
大妈逛新合作人防商业街
（新合作发展公司）
（新合作供销一家）
耐心服务
向上的激情
（十堰新合作）
国学课体验式营销活动
（泰山新合作）
喜迎丰收
（新合作京瑞参业）
员工风采
（兖州新合作）
耐心指导
（陕西新合作）
雪中送货
（十堰新合作）

新合作十五周年庆征文比赛获奖名单
类别

标题

单位

名次

作者

岗位上成长

我与新合作

十堰新合作

特等奖

申家贵

岗位上成长

优质服务 爱心相随

陕西新合作

一等级

王群明

岗位上成长

燕山深处烘参人

新合作京瑞参业

一等级

吴

蔚

管理心得

感恩有你

十堰新合作

二等奖

李

龙

管理心得

用心做事 敢于创新

十堰新合作

二等奖

黄

俊

岗位上成长

我奋斗 我成长

十堰新合作

二等奖

吴永兰

岗位上成长

蓝色的路

新合作常客隆

二等奖

杨玉华

岗位上成长

让青春在接力奋斗中闪光

新合作发展

二等奖

段绍元

岗位上成长

牵手共进 展望前方

兖州公司

二等奖

石

岗位上成长

平凡中坚守岗位 汗水中挥洒青春

供销一家

三等奖

董明薇

岗位上成长

我骄傲，我是一名新合作员工

延边新合作

三等奖

赵敏杰

岗位上成长

我与新合作共成长

十堰新合作

三等奖

刘

华

岗位上成长

我与新合作共成长

十堰新合作

三等奖

饶

玲

岗位上成长

风雨兼程 不忘初心

十堰新合作

三等奖

胡

波

岗位上成长

选择 " 新合作 "，赤子永不悔

十堰新合作

三等奖

陈

锐

岗位上成长

让幸运承载梦想

十堰新合作

三等奖

李佳晋

管理心得

在发展中探索农村电商之路

十堰新合作

三等奖

李德山

服务故事

我的服务故事

平顶山新合作

三等奖

王晓瑞

服务故事

真情暖冬

泰山新合作

三等奖

杨建英

服务故事

远距离的信任

泰山新合作

三等奖

王彩荷

服务故事

用心担责任 服务创价值

新合作发展

三等奖

秦小红

岩

优秀征文展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石穿非一
日之功。 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都是接力
奋斗的过程。 40 年改革开放，国家发展日
新月异、 成就非凡；15 周年锐意进取，新
合作事业欣欣向荣、前景广阔；而我个人
有幸乘着国家发展大势，搭乘上新合作事
业的大船，在接力奋斗中渐渐成长。

从江河进入大海
自 2017 年 7 月底进入新合作发展公
司算起，不知不觉已近 15 个月了，我一直
都相信相遇既是一种美丽的缘分，能进入
新合作是我的荣幸，在岗位上有所成长是
我收获的巨大财富。《庄子?秋水》有云“秋
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
间不辩牛马。 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
下之美为尽在己。 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
东面而视，不见水端。 于是焉河伯始旋其
面目，望洋而兴叹”。 每每读此，都觉得这
个故事是在说自己，因为在以前工作的单
位里， 我觉得自己虽然谈不上特别优秀，
但还跟得上步伐，直到进入新合作这个人
才济济的汪洋大海，才发现原来自己有多
么渺小，能力有多么不足。
在高标准严要求的洗礼中成长
进入新合作这个人才济济的汪洋大
海，会看到更多、学得更多，也免不了受到
浪花的击打和风暴的洗礼， 当然，“击打”
和“风暴”是人快速成长不可缺少的环节。
我所在的新合作发展公司是一家有力争
成为行业标杆、 快速发展上市志向的公
司，也是一家高标准、严要求、重视结果、
寻求创新的企业；我所在综合管理部是一

■湖南新合作商管公司 段绍元（二等奖）
个讲究质量、效率、细节和结果，还要考虑
全面并不断创新的部门，我具体负责文字
工作，有点粗心习惯，而我们总经理在工
作上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不能容忍瑕疵，
他会关注每一个细节甚至是标点符号，所
以挨批是家常便饭。 工作中，不管是文件
材料，还是会务接待，他都会亲力亲为，看
着面目全非的文件和调整后的会务方案，
你会感到自卑，但你又不得不佩服他文字
功底的扎实、考虑问题的高度深度和全面
细致。 同时，他会时不时问你“这个表格、
那个制度，上市公司、大企业是怎么样的？
明年的一号文件发什么？ ”等等问题，促使
你不断去学习和思考。 王阳明曾说过“当
你不懂的时候，就边干边学，边学边干”，
而我基本上是在自卑和自学中慢慢跟上
大家的步伐的。

开心，没有丝毫怨言。 慢慢的我发现这是
精神的力量，就像水稻灌溉期，如果阳光
跟不上，就会耽误一季收成一样，人生奋
斗期，如果精神“钙片”跟不上，就会耽误
宝贵的青春，我们公司也一样，正处在成
长奋斗期。 公司提倡的“四千精神”“钉子
精神”“蚂蟥精神”及“负责到底，服务到
家”理念都是工作必备法宝，它来源于集
团“辛勤、勇往、合作、奉献”和公司“激情、
高效、专业、创新、厚德、感恩”的企业精
神。 当你吸取这些精神钙片的时候，你发
现心态变了，心情也舒畅了；当你遇见困
难问题时，扪心自问一番“我走了千山万
水了吗？ 花了千言万语沟通了吗？ 想了千
方百计了吗？ 吃尽千辛万苦了吗？ ”之后，
一般的工作难题基本上都会迎刃而解。

精神蓄积苦干实干的力量

集团强，则员工强
员工强，则集团更强

学习是最好的工具，精神是最大的力
量。 记得我刚来公司，因适应不了高强度
的工作， 曾在心里嘀咕：“我来自湘西农
村，割过稻子喂过猪、捡过枞菌砍过柴、搬
过窑砖挑过沙、卖过橙子卖过瓜，我都没
觉得有现在工作感觉到累。 ”那时我还可
以单休，而很多领导和同事来公司比较久
了且基本上天天在拼搏，但他们一直都很

有人认为是“名师出高徒”，还有人
认为应该是“高徒出名师”，我觉得都不无
道理，因为“予人一勺先得自有一桶”只有
真正有能力的名师， 才能教出杰出的学
生；同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只有学生
成人成才，老师才能声名远播。 其实这不
仅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集团与员工的关
系也是如此。 在工作中，感谢集团的影响

力，我们员工对外协调和项目拓展相对更
加容易，同时在具体的沟通交流中我们也
会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然而“水无
常形，兵无常势”，当前企业之间竞争异常
激烈，思想稍有松懈、动摇，就会“一篙松
劲退千寻”， 决不可停滞在以前的“功劳
簿”以逸待劳。 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
是人才的竞争， 集团 15 年的沉淀给我们
创造了良好的平台和条件； 在干事的年
纪，我们走进快速发展的新合作，奋斗便
是最好的相逢！ 让我们立足岗位火力全
开、接力奋斗，努力营造“集团强，则员工
强；员工强，则集团更强”的生动画面。

踏上梦想之舟，奋楫击水中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勉励青年说道“青
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 青年兴则国
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我想我们每个
人，都是新合作的建设者，都是“为农服
务”的践行者，都是“集团梦”和“中国梦”
的筑梦人。 回顾过去的 15 周年，作为新合
作青年，我们应该感恩于所有前辈奉献的
辛勤汗水，应该自豪于集团过去所取得的
辉煌成就，应该振奋于集团未来所勾画的
宏伟蓝图，更应该珍惜取之不易的成绩和
转瞬即逝的机遇，
带上薪火相传的梦想，坚持拼搏在当
下的实干，保持弄潮新时代的志向，以“争
当出头鸟”的胆识、“偏向虎山行”的勇气、
“敢啃硬骨头”的韧劲和“一万年太久、只
争朝夕”紧迫感，激扬青春，接力奋斗，以
实际行动唱响 2018“新合作集团 15 周年
庆典”新的华美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