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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春运时

由蝴蝶效应引发的思考

（本报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集

团公司 2014 年度工作会议精神，完成

2014 年度经营管理目标责任书各项考核

指标，全力推进各项重点工作任务，于

2014 年 1 月 24 日在深圳公司本部召开

深圳公司 2014 年度工作会议。集团公司

总经理助理安宜，企管部副主任王利娟、

财务管理部副主任唐兴宇、资本运营部

经理姜瑶瑶专程参加了深圳公司的工作

会议。深圳公司本部全体人员、深圳国

成公司、深圳京能自动化公司、深圳京

能工业园、怡景湾度假村主要负责人及

部分员工参加了本次工作会议。

会议由深圳公司副总经理杨永卉同

志主持。

首先由深圳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孙长斌同志传达集团公司 2014 年工作

会议及安全生产会议精神，重点传达了

王彤宙总经理在集团公司 2014 年度工作

会议上所做的工作报告，李文科书记做

的党建工作报告和王小康董事长重要讲

（本报讯）1 月 16 日，深圳公司

召开干部大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李

文科、人力资源部主任王彦出席会议。

深圳公司本部及在深企业全体员工、

下属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了大会。公

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孙长斌主持会

议。

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王彦宣

读了集团公司《关于朱亚萍、赵友民

职务任免建议的函》及《关于赵友民、

朱亚萍职务任免的通知》，朱亚萍同

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中节能（深圳）

中节能（深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召开 2014 年度工作会议

望着列车窗外的景物飞速向后逝

去，我知道离家越来越近了。每年这时

坐在列车上我的心情都会忐忑不安，别

人过年去哪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只

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回家。既然已经踏

上归家之路，眼看就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为什么还心情忐忑呢？

从深圳到兰州，从中国东南沿海的

发达省份到西部地区的穷乡僻壤，我的

行程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思绪也随着时

空的转换不停地变化着。想到家人正翘

首以盼，做了一桌的美味佳肴等待着我，

我恨不得立刻就插翅飞向家中，但想到

自己今年又是孤身一人回家，免不了要

受父母的唠叨，回家的心情刹那间就凉

了大半截。

你相信吗？在南美洲亚马逊河流

域的一只蝴蝶振翅飞舞，可以在未来

两周内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

卷风。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

但的确真实存在。蝴蝶振动翅膀为什

么竟能引发一场龙卷风呢？这是因为

蝴蝶扇动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

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产生微弱的气

流，而微弱的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四

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

由此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

他系统的极大变化。

老子有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就是说张开双臂才能抱拢的大树，

是从细小的萌芽开始长成的；九层的高

台，是由一堆堆土所筑就的；千里长的

道路，是靠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荀

子也曾说过：“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

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

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意

思是说不积累一步半步的行程，就没有

办法达到千里之远；不积累细小的流水，

就没有办法汇成江河大海。骏马一跨跃，

也不过十步远；劣马拉车走十天也能走

得很远，它的成功就在于不停地走。如

果凿几下就停下来了，那么腐烂的木头

也凿不断。如果不停地凿下去，金石也

能被雕刻成功。

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已认识到“蝴

蝶效应”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正所谓“千

里之堤，溃于蚁穴”，任何一个非常

细微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导致灾难性

的后果。由此可知我们日常生活中不

作为春运大军的普通一员，每年过

年回家几乎是我们这些人的共同目标。

在深圳北站我踏上了回家的高铁列车，

从这一刻起正式开启了回家的旅程。车

厢里座无虚席，连走道里都站着琳琅满

目的行李箱包，不时有几个美女乘务员

经过，为整个列车增添了几分靓丽色彩。

列车慢慢启动了，看着远方的高楼渐渐

离去，心中竟然充斥着几分悲壮之情——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还复返”，

不过再回来时恐怕又是另外一番心情了。

高楼渐渐消失了，接着映入眼帘的是群

山环绕的一汪绿水，那是一个湖泊，湖

水清粼粼的，似乎在散发着浓浓的乡土

气息。

列车行驶很快，不久外面天黑了，

要以为一些看似毫无关联非常微小的

事情不重要，这些事情随着事物的发

展很可能会被无限放大，最终导致结

果的巨大差异。“蝴蝶效应”不但充

满了大胆的想象力和迷人的美学色彩，

更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科学规律以及深

奥的哲学思想，其充斥在我们生活工

作的方方面面。

你知道吗？一战时有一个名叫亨

利·坦迪的英军士兵，在战斗中屡立

战功，因为作战英勇而获得了无数荣

誉。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坦迪是

战争期间获得荣誉最高的英军士兵。

如果他是个军官的话，王室毫无疑问

会册封他为骑士。然而，让坦迪想不

到的是，在如此辉煌的军旅生涯中，

他铸成了一桩历史大错。	 在夺占法国

小镇马尔宽渡口的战斗中，英军战报 5

次提到坦迪的英勇表现。1918 年 9 月

28 日这天，坦迪所在的步兵团一度被

德军猛烈的重机枪火力所压制。二等

兵坦迪跃出战壕，只身一人匍匐靠近

德军阵地并成功地消灭了德军机枪手。

抵达渡口时，他再次冒着密集的炮火

率先铺设起木板，使英军冲锋部队得

以顺利冲入敌人阵地，并最终迫使人

数占优势的德军退出战斗。

当战火渐渐平息下来，德军或投降

或撤向后方，英军亦无力再战。突然，

坦迪的视线中出现了一个德军伤兵。这

个一瘸一拐走出阵地的德军士兵也看到

了不远处坦迪的枪口正死死地瞄准着他。

然而，这个伤兵显然已经精疲力竭，他

既没有举枪也没有惊惶失措，只是毫无

表情地盯着坦迪，似乎在等待已无可避

原来是在过隧道，窗外变得一团漆黑，

不过没过多一会儿天又亮了，就这样列

车穿梭在崇山峻岭之中。只有体验了你

才会知道，春运其实不仅仅是城市之间

的旅行，更是一场人生之旅。“春运”

已经成为这个地球上中国所特有的文化

特色，每年春运都有好几十亿人次的人

口流动，甚至超过了中国整个国家的人

口总和，这样的神奇经历要是搁别的国

家恐怕真的难得一见。旅程很枯燥，我

望着车窗外的景色来消磨时间，脑海中

不时闪现出一幅幅曾经经历的画面。

人生也是一场旅途，路上充满了艰

辛与渴望，就如同春运回家一般。年前

就盼望着快点放假，历经艰辛好不容易

抢到了一张火车票，上车后却发现人山

免的最后时刻。“我当时的确瞄准了，

但我从来不射杀伤兵，”坦迪日后回忆

起当时戏剧性的一刻，“我让他走掉了。”	

这个年轻的德国伤兵略略点了点头，然

后就慢慢走远了。

历史在这一刻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转

向。这个名叫希特勒的德军下士与德军

残部顺利撤回后方，而坦迪很快就淡忘

了这个战斗结束时刻的小插曲。1938 年

的欧洲，战争的阴霾笼罩着整个欧洲大

地。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同意前往德

国与元首希特勒会谈。这位已是 69 岁高

龄且从未坐过飞机的大英帝国首相居然

肯纡尊降贵，希特勒大喜过望。双方商

定在巴伐利亚希特勒新近修成的“狼穴”

别墅会面。	 9 月 15 日，张伯伦长途飞

行 7 个小时，又坐了 3 个小时火车，终

于到达了建在山中的希特勒别墅。令首

相大感惊奇的是，这位德国元首的客厅

里赫然挂着一幅英军士兵的画像。希特

勒解释说：“画中的这个人差点要了我

的命，当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

德国了，上天将我从瞄准我的英国士兵

枪口下救了出来。”	这幅画像中的人就

是亨利·坦迪。

当然，历史无可挽回，坦迪日后回

忆起这件事的时候也是悔恨不已，当年

只是因为他的一念之仁，无数生命都在

日后的战争中灰飞烟灭。这件在当时看

起来几乎难以想象的事日后却真的发生

了。这究竟是坦迪个人的遗憾还是整个

世界的悲哀呢？无论如何，二战改变了

整个世界格局这是不争的事实，历史有

时就是这么让人难以捉摸。

回到现实当中，“蝴蝶效应”让我

人海，忍受着一路上的拥挤与烦闷，当

火车终于到站时心中充满了喜悦，可是

想到家人的殷切期盼，自己又感到万分

惭愧。过年回家，真是一件让人很纠结

的事情，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今年春运回家是一个终点，等到再

出发去工作时，又会成为一个新的起点，

每年都在这样周而复始。似乎人生也是

这样重复着，出发到达目的地后接着再

出发，我们永远在路上。这一路上我们

或许会感到孤单寂寞，会感到空虚无奈，

但其实你永远不会独行，看看你身边的

人，无论是对手还是朋友，大家彼此间

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回家。

如果明年有人问我去哪儿过年，我

的答案就两个字——回家。

想起了我们节能人的一句经典口号：“聚

合点滴，创生无限”。平常点点滴滴的

工作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正是这日日

夜夜，看似平凡的点滴累积，才最终创

造出无限生机。我们日常所做的工作其

实都是量的积累，最终要实现的应该是

质的飞跃。有时我们为一件工作付出了

大量心血，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去做某一

件事，却因为一个非常细小环节的失误

导致满盘皆输，而我们可能竟连问题出

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好

好反思呢？

哪里有什么大事，把每一件小事都

做好就是大事。习总书记说“治大国若

烹小鲜”，治理国家尚且如此，我们在

工作中更应该谨小慎微，不放过任何一

个细节。要知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我们的失败往往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

是因为工作态度不够端正，对一些细节

事物的忽略。这些细节事物的忽略在当

时我们往往不以为然，因为它所产生的

后果不会即时出现，而日后当这些细节

忽略所产生的巨大恶果发生时，却已无

可挽回了。

你永远无法预知未来，也不可能通

过回到过去来改变你未来的人生，对我

们来说做好眼下的事就是最大的事，“蝴

蝶效应”启示我们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

系的，要正确看待眼前所处的形势，冷

静分析判断事物发展可能产生的结果。

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尽量不去忽视

每一个细节，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做到完

美，但是我们应该尽力去追求完美，只

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失误，将细节失误

可能带来的风险及不良影响最小化。

话及安全生产工作会上王彤宙总经理的

工作报告。

深圳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赵友民

在会上作了题为《把握深港一体化发展

机遇，专注产融结合，打造核心业务，

为落实集团“走出去”战略而努力奋斗》

的工作报告。赵董事长首先对朱亚萍董

事长在过去的 18 年里为深圳公司的发展

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感谢，朱董一腔热

血、百折不挠，扎实工作、严格管理、

公私分明、舍己为公，这种精神是公司

的宝贵财富，将传承和发扬。

在工作报告中全面总结了 2013 年深

圳公司在经营业绩和各项管理工作中取

得的成绩，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剖析，明确了 2014 年工作思路、确定工

作目标及重点工作计划。报告指出 2014

年深圳公司将密切跟踪深港一体化发展

动态，建立起与香港公司“业务对接、

并肩作战”的协同工作模式：以深圳公

司为核心，进一步盘活深圳公司存量资

产，发展优质增量资产，提升经营收益

和核心竞争力。香港公司，则依托香港

资本市场优势，立足香港并积极开拓国

际市场，聚焦于海外节能环保产业的技

术引进、项目投资及融资、并购重组与

跨境资本运作，以整合国外节能环保领

域最新技术、海外资本与新兴市场资源。

集团公司安总做了重要讲话，从三

个方面对深圳公司做出了指示：首先对

朱亚萍董事长 18 年来对深圳公司的付出

及取得的成绩表示感谢，并且对深圳公

司未来发展表示展望；其次是托付，今

年是深圳公司主要领导换届的历史性时

刻，希望大家本着团结干事、和谐共事、

用心做事的原则，向配合朱亚萍董事长

那样积极配合赵友民董事长工作，切实

发挥香港深圳一体化优势，成为集团公

司产融结合的龙头；最后是感受，从精

神面貌方面，大家要凝神静气在状态，

一心一意抓经营；从务实发展方面，搞

清公司战略定位，突破现阶段产融瓶颈

问题，把企业规模做大，把利润做实，

要建立符合市场化机制，加快改革步伐；

从职业精神方面，提高员工职业化水平，

职业能力及职业操守，要有旺盛的斗志，

不言败、不服输。

集团公司企管部副主任、深圳公司

董事王利娟做了指导性讲话。

展望 2014，深圳公司将秉承“深港

一体、面向全球”的经营理念，致力节

能环保行业国际化发展与产业整合、致

力于金融创新与产业资本的高效融合、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及综合型跨国经营，

贯彻王小康董事长在集团年会上的“注

重工作中的方式方法，工作思路要清晰、

工作重点要突出、工作措施要得力、工

作方法要创新、工作安排要统筹”的讲

话精神，按照已经制定的 2014 年工作计

划，谋篇布局，同心协力，把握深港一

体化发展机遇，专注产融结合，打造核

心业务，为落实集团“走出去”战略而

努力奋斗。

中节能（深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召开干部大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党委书记，由赵友民同志担任

中节能（深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法定代表人）、党委书记。

李文科书记做了重要讲话：这次

公司领导干部调整，是正常的新老交

替，是自然规律，是集团公司经过慎

重研究作出的决定。他对朱亚萍董事

长十八年来为深圳公司、为集团公司

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希望赵

友民董事长能尽快进入角色，带领深

圳公司领导班子，团结深圳公司全体

干部员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再

创深圳公司新辉煌，为集团公司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同时，对深圳公

司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加强团结，增

强合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二是加强沟通，加强民主，加强队伍

建设；三是坚持深圳公司战略发展定

位与规划，抓住新机遇，谋求新发展；

四是坚持抓好党的建设，要与生产经

营和企业发展紧密结合。

朱亚萍董事长回顾了深圳公司的

发展历程，回顾了工作中与大家结下

的深厚情谊。对过去的十八年里，集

团公司领导给予的充分信任和关心，

深圳公司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员工的

支持表示感谢，对深圳公司未来发展

提出了殷切希望。

赵友民董事长衷心感谢集团公司

对他的信任，感谢朱亚萍董事长对深

圳公司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要求有

关部门和员工主动关心、照顾好老领

导的工作和生活。决心在集团公司领

导下，将深圳公司继续发展壮大，希

望深圳公司继续发扬优良传统，为集

团“2880”目标进一步贡献力量。

孙长斌总经理代表公司领导班子

表态，坚决拥护集团公司决定，对朱

亚萍董事长多年来的努力工作给予了

高度评价，代表深圳公司全体员工表

示感谢，坚决支持赵友民董事长工作，

为全面完成深圳公司各项任务、推动

深圳公司持续发展，取得更加辉煌的

业绩而不懈奋斗。

监察审计部  强伟昱

监察审计部  强伟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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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为进一步加强

园区各租户企业的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杜绝各类安全事故的

发生，保障企业安全和谐快速

发展、提升一线生产工人的消

防安全意识，及时消除各类消

防安全隐患，切实加强园区消

防安全管理。	11月 26日上午，

深圳京能科技环保工业园园区

管理处联合龙岗区宝龙公安消

防中队对园区 14 家租户企业及

我司消防设备设施开展了消防

安全大检查。消防中队结合工

业园区实际情况，制订了在园

区内为期一周的详细检查方案，

重点查看了各生产企业安全制

度、安全出口畅通情况、管理

措施落实及安全责任人、管理

人履职情况，生产现场消防设

施设备是否完备好用、消防通

积极营造安全生产氛围  为和谐大发展提供保障

——京能工业园区开展冬季消防安全大检查

道是否畅通、有无安全标识，

特种工人是否持证上岗，单位

是否定期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

训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消防中队人员先后对深圳

赛骄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

圳市动力聚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东志器材有限公司等 14 家

租户企业进行了检查。在检查

过程中，消防中队人员一边听

取各企业负责人对当前消防安

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一边仔

细查看了各企业消防安全管理

制度、每日防火巡查制度是否

建立健全，并仔细查看了各厂

区、车间、仓库的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应急照明

灯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有效，

室内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是否

完好；车间内电气线路是否私

拉乱接；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

否制定、上墙并落实等情况。

在现场对各企业的员工进行了

消防安全知识提问和操作使用

灭火器的技能抽查。

从检查整体情况来看，各

企业能严格落实消防安全制度，

能积极组织员工参加园区举行

的消防演习，消防器材能够保

证完好且有效。但在检查中也

发现了个别企业员工因流动性

大，没有经过严格的管理和消

防安全知识培训，消防安全意

识淡薄，不掌握基本的消防安

全知识，不会正确使用灭火器

扑救初期火灾，个别消防通道

存在擅自加锁堵塞情况。针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消防大队

人员提出以下几点要求：一是

对检查中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

及时整改并建立长效机制。二

是加强“四个能力”教育，对

雇佣员工必须经过必要的消防

安全教育，使其熟知基本的消

防常识，会使用灭火器材、会

扑救初期火灾，特别是要加强

对电焊、气焊作业人员的消防

安全培训；三是进一步完善各

类消防安全制度和应急疏散预

案，做到防患于未然。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消防

部门将继续采取联合检查、日常

检查和夜间突查相结合的方式，

加大消防安全隐患查处力度，对

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坚决

予以查处，将消防安全隐患消除

在萌芽状态，为园区员工创造良

好的安全生产环境。检查结束

后，消防大队对园区各租户企业

的消防安全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希望各企业继续保持这种良好

的消防安全状态，也要求各企业

切实增强做好消防安全工作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要认真吸取国

内近期发生的几起火灾事故教

训，采取相应措施，坚决预防和

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

通过此次消防安全检查，

充分提高了工业园区各租户企

业对消防安全重要性的认识，

在有效消除了火灾隐患的同时，

通过现场督促整改、教育培训

等方式，切实提高了各企业安

全负责人和员工的消防安全意

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全面加大

各企业内部消防安全管理力度，

确保租户企业的安全生产，为

园区各租户企业营造安全、稳

定、和谐的发展环境提供了安

全保障。

2014 年 1 月 8 日上午，由

中节能（深圳）投资集团作为

主发起人，联合下属工业园公

司，香港上市公司中国金融国

际投资有限公司，国内上市公

司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镇江市国资委下属的镇江市国

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和镇江高

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设立的镇江市中金国信科技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开业典礼在镇

江新区举行。市、区金融办领导、

镇江新区管委会、招商局、工

商局、财政局等相关领导，银

行、金融服务公司等合作单位

领导，以及各方股东代表等共

同参与了镇江科贷的开业典礼。

为积极响应中央八项规定要求，

镇江科贷开业典礼虽然简短但

主题鲜明，既明确了镇江科贷

的发展目标及管理原则，也鼓

舞了人心。

开业典礼由镇江科贷总

经理李琳女士主持，并由市金

融办严副秘书长宣读了江苏省

金融办同意镇江科贷开业的批

复。镇江科贷公司董事长朱亚

萍女士致开业辞，并与镇江新

区党委书记李小平先生一道，

为镇江科贷公司揭牌。

镇江新区党委书记李小

平先生代表新区政府向镇江科

贷的开业运营表示祝贺。相关

主管部门领导、镇江科贷董事

长及各方股东等对镇江科贷前

期准备工作也给予充分肯定，

同时也对镇江科贷日后运营提

出了明确要求：一是要坚定不

移地把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自

己的主要服务对象，采取灵活

（本报讯）2013 年 12 月

10 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在深圳

人民大厦举办第二期人大代表

论坛就聚焦到这个与市民息息

相关的话题——破解交通困局，

汽车尾气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

等方面在深全国和省人大代表、

市区人大代表展开讨论。深圳

目前汽车保有量及外来车辆突

破 300 万辆，由此造成的交通

拥堵、出行难、汽车尾气造成

的空气污染等方面的问题，如

多样的贷款方式，积极支持新

农村建设和中小企业发展；二

是要选配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

员、信贷员和业务员，为小额

贷款公司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

基础；三是要切实把握好风险

防控关，认真执行好市里制定

的规范经营和规避风险的一系

列制度与办法，明确贷款流程

和操作规范，强化事前防范、

事中控制和责任追究，最大限

度地防范经营风险。

镇江科贷总经理李琳女士

代表镇江科贷经营管理团队向

主管部门领导、镇江科贷董事

长及各方股东承诺，将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运营，

严控风险，将镇江科贷经营好，

不辜负政府、董事长及各方股

东对经营管理团队的信任。

何破解？

中节能（深圳）投资集团

原董事长朱亚萍女士作为深圳

市人大代表也应邀出席了论坛

并做了精彩发言。朱董代表中

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表示将全

力配合深圳市委、市政府在绿

色建筑、空气治理、汽车尾气

排放、污水排放、垃圾发电及

循环经济利用等方面结合自己

产业特点，发挥行业优势，做

节能环保领域的领军人物！

（本报讯）2014 年 1 月 24

日下午深圳公司召开 2013 年度

总结表彰大会。大会表彰先进，

树立榜样，激励全体员工奋发

图强，在新的一年里再创佳绩。

大会由深圳公司副总经理冯玉

珂主持。

深圳公司副总经理孙福元

宣布 2013 年度先进集体和优秀

个人表彰决定。

深圳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赵友民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

深圳公司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

深圳公司 

2013 年度先进集体和

优秀个人表彰大会

镇江市中金国信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举行开业典礼

人大代表聚焦破解交通困局

及汽车尾气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

为全面落实国资委和集团

公司有关要求，公司领导专门

召开了会议研究部署深圳公司

全员绩效考核工作，成立了考

核工作领导小组，董事长、总

经理亲自抓，要求被考评对象

对照年初签订的《职能部门管

理目标责任书》、《资产经营

目标责任书》认真撰写述职报

告，并对述职报告的内容、格

式做了具体要求。人力资源部

门严格把关对不规范的述职报

告进行了退回，修改完善后重

新上报。

12 月 26-27 日召开了 2013

年度全员绩效述职考评会，会

议由公司总经理助理、考评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陈让文主持，

公司人力资源部对《关于开展

2013 年度全员绩效考核工作的

通知》进行了介绍，对本年度

全员绩效考核的有关情况及考

评权重细分、《考核评分表》

使用作了说明。公司经营班子

成员、业务部门的中层以上干

部、公司员工代表和下属企业

班子成员及下属企业员工代表

参加了考评会。

总经理孙长斌做了动员

讲话。他肯定了近几年在绩效

考核工作上的成绩，对今年的

考核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一

是始终坚持绩效考核工作的实

效性。绩效考核要注重与日常

管理工作结合，与管人管事结

合。通过考核提高员工的整体

素质。二是始终坚持绩效考核

工作的动力性。绩效考核的

最终目的是不断激励鼓舞大家

发挥工作上的潜能，增强创新

管理的理念，携手共进，共创

美好明天。三是始终坚持绩效

管理工作的创新性。在绩效考

核的手段、形式、方法、对象

等方面还需不断创新、不断改

进，不断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

水平。

述职人员全面回顾了 2013

年度工作，实事求是地总结了

成绩和经验，认真查找了工作

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 2014 年

工作思路和努力的方向，亮点

突出，缺点客观，措施得当，

思路开阔，起到了述职考核的

效果。

在 26 号上午述职会进行

中，朱亚萍董事长在听取部分

被考核对象述职后，对没有对

照《职能部门管理目标责任

书》内容进行述职的人员提出

了批评，并要求做了进一步补

充述职，同时对各部门工作关

注的敏感度和细致度，让人折

服。朱董在述职后进行了逐一

点评，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语

重心长地指出了短板和不足，

在对下属企业负责人述职点评

时，指出了经营领域中的机遇，

明确了各下属公司的发展方

向，更以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角

度从宏观经济形势到微观经营

状况进行了剖析，提出了各下

属公司发展路径。同时特别要

求以数据为准，用事实说话，

强调：“数据的真实性、完整

性是经营形势分析的生命，是

中节能（深圳）投资集团公司召开

2013 年度全员绩效述职考评会

宏观决策的总体判断的依据。”

对个别下属公司述职过程中数

据不清晰、不完善的情况提出

了批评，提出了具体补充汇报

要求。

现场由纪检部门组织对

投票过程进行监督，与会干

部和员工代表填写考核评价

打分表，考核结果由纪检、

人力资源等部门组成专门小

组对测评情况进行统计，计

算考核结果。

公司中层及以上干部、下

属企业经营负责人现场述职活

动圆满结束后，各职能部门员

工绩效考核和各下属企业绩效

考核工作也按照要求统一安排，

有序开展，公司 2013 年度全员

绩效考核工作完满结束。

深圳公司

先进企业：深圳京能科技环保工业园有限公司

优秀下属企业经营管理者：唐建平

先进部门：工程开发部

优秀部门主任：王松禄

优秀员工： 方大伟  董之瑾  胡晓明 

　　　　　 张  嬿  符  贤  伍梓郡 

           严正芳  尤  丹  郑延华

光荣榜

深圳公司成绩的取得，与朱亚

萍董事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赵董事长对朱董给予了很高的

评价，表达了深深谢意，对先

进代表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

分肯定，同时也对大家提出了

殷切的希望和更高的要求。坚

定深港一体化，共同发展、共

同繁荣的决心，按照工作报告

的部署，以先进代表为榜样，

总结成绩，增强信心，振奋精神，

再创佳绩，为全面完成 2014 年

各项指标再建新功！

人力资源部  纪明

战略资产并购部  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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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为进一步加强

园区各租户企业的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杜绝各类安全事故的

发生，保障企业安全和谐快速

发展、提升一线生产工人的消

防安全意识，及时消除各类消

防安全隐患，切实加强园区消

防安全管理。	11月 26日上午，

深圳京能科技环保工业园园区

管理处联合龙岗区宝龙公安消

防中队对园区 14 家租户企业及

我司消防设备设施开展了消防

安全大检查。消防中队结合工

业园区实际情况，制订了在园

区内为期一周的详细检查方案，

重点查看了各生产企业安全制

度、安全出口畅通情况、管理

措施落实及安全责任人、管理

人履职情况，生产现场消防设

施设备是否完备好用、消防通

积极营造安全生产氛围  为和谐大发展提供保障

——京能工业园区开展冬季消防安全大检查

道是否畅通、有无安全标识，

特种工人是否持证上岗，单位

是否定期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

训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消防中队人员先后对深圳

赛骄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

圳市动力聚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东志器材有限公司等 14 家

租户企业进行了检查。在检查

过程中，消防中队人员一边听

取各企业负责人对当前消防安

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一边仔

细查看了各企业消防安全管理

制度、每日防火巡查制度是否

建立健全，并仔细查看了各厂

区、车间、仓库的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应急照明

灯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有效，

室内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是否

完好；车间内电气线路是否私

拉乱接；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

否制定、上墙并落实等情况。

在现场对各企业的员工进行了

消防安全知识提问和操作使用

灭火器的技能抽查。

从检查整体情况来看，各

企业能严格落实消防安全制度，

能积极组织员工参加园区举行

的消防演习，消防器材能够保

证完好且有效。但在检查中也

发现了个别企业员工因流动性

大，没有经过严格的管理和消

防安全知识培训，消防安全意

识淡薄，不掌握基本的消防安

全知识，不会正确使用灭火器

扑救初期火灾，个别消防通道

存在擅自加锁堵塞情况。针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消防大队

人员提出以下几点要求：一是

对检查中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

及时整改并建立长效机制。二

是加强“四个能力”教育，对

雇佣员工必须经过必要的消防

安全教育，使其熟知基本的消

防常识，会使用灭火器材、会

扑救初期火灾，特别是要加强

对电焊、气焊作业人员的消防

安全培训；三是进一步完善各

类消防安全制度和应急疏散预

案，做到防患于未然。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消防

部门将继续采取联合检查、日常

检查和夜间突查相结合的方式，

加大消防安全隐患查处力度，对

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坚决

予以查处，将消防安全隐患消除

在萌芽状态，为园区员工创造良

好的安全生产环境。检查结束

后，消防大队对园区各租户企业

的消防安全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希望各企业继续保持这种良好

的消防安全状态，也要求各企业

切实增强做好消防安全工作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要认真吸取国

内近期发生的几起火灾事故教

训，采取相应措施，坚决预防和

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

通过此次消防安全检查，

充分提高了工业园区各租户企

业对消防安全重要性的认识，

在有效消除了火灾隐患的同时，

通过现场督促整改、教育培训

等方式，切实提高了各企业安

全负责人和员工的消防安全意

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全面加大

各企业内部消防安全管理力度，

确保租户企业的安全生产，为

园区各租户企业营造安全、稳

定、和谐的发展环境提供了安

全保障。

2014 年 1 月 8 日上午，由

中节能（深圳）投资集团作为

主发起人，联合下属工业园公

司，香港上市公司中国金融国

际投资有限公司，国内上市公

司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镇江市国资委下属的镇江市国

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和镇江高

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设立的镇江市中金国信科技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开业典礼在镇

江新区举行。市、区金融办领导、

镇江新区管委会、招商局、工

商局、财政局等相关领导，银

行、金融服务公司等合作单位

领导，以及各方股东代表等共

同参与了镇江科贷的开业典礼。

为积极响应中央八项规定要求，

镇江科贷开业典礼虽然简短但

主题鲜明，既明确了镇江科贷

的发展目标及管理原则，也鼓

舞了人心。

开业典礼由镇江科贷总

经理李琳女士主持，并由市金

融办严副秘书长宣读了江苏省

金融办同意镇江科贷开业的批

复。镇江科贷公司董事长朱亚

萍女士致开业辞，并与镇江新

区党委书记李小平先生一道，

为镇江科贷公司揭牌。

镇江新区党委书记李小

平先生代表新区政府向镇江科

贷的开业运营表示祝贺。相关

主管部门领导、镇江科贷董事

长及各方股东等对镇江科贷前

期准备工作也给予充分肯定，

同时也对镇江科贷日后运营提

出了明确要求：一是要坚定不

移地把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自

己的主要服务对象，采取灵活

（本报讯）2013 年 12 月

10 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在深圳

人民大厦举办第二期人大代表

论坛就聚焦到这个与市民息息

相关的话题——破解交通困局，

汽车尾气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

等方面在深全国和省人大代表、

市区人大代表展开讨论。深圳

目前汽车保有量及外来车辆突

破 300 万辆，由此造成的交通

拥堵、出行难、汽车尾气造成

的空气污染等方面的问题，如

多样的贷款方式，积极支持新

农村建设和中小企业发展；二

是要选配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

员、信贷员和业务员，为小额

贷款公司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

基础；三是要切实把握好风险

防控关，认真执行好市里制定

的规范经营和规避风险的一系

列制度与办法，明确贷款流程

和操作规范，强化事前防范、

事中控制和责任追究，最大限

度地防范经营风险。

镇江科贷总经理李琳女士

代表镇江科贷经营管理团队向

主管部门领导、镇江科贷董事

长及各方股东承诺，将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运营，

严控风险，将镇江科贷经营好，

不辜负政府、董事长及各方股

东对经营管理团队的信任。

何破解？

中节能（深圳）投资集团

原董事长朱亚萍女士作为深圳

市人大代表也应邀出席了论坛

并做了精彩发言。朱董代表中

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表示将全

力配合深圳市委、市政府在绿

色建筑、空气治理、汽车尾气

排放、污水排放、垃圾发电及

循环经济利用等方面结合自己

产业特点，发挥行业优势，做

节能环保领域的领军人物！

（本报讯）2014 年 1 月 24

日下午深圳公司召开 2013 年度

总结表彰大会。大会表彰先进，

树立榜样，激励全体员工奋发

图强，在新的一年里再创佳绩。

大会由深圳公司副总经理冯玉

珂主持。

深圳公司副总经理孙福元

宣布 2013 年度先进集体和优秀

个人表彰决定。

深圳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赵友民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

深圳公司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

深圳公司 

2013 年度先进集体和

优秀个人表彰大会

镇江市中金国信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举行开业典礼

人大代表聚焦破解交通困局

及汽车尾气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

为全面落实国资委和集团

公司有关要求，公司领导专门

召开了会议研究部署深圳公司

全员绩效考核工作，成立了考

核工作领导小组，董事长、总

经理亲自抓，要求被考评对象

对照年初签订的《职能部门管

理目标责任书》、《资产经营

目标责任书》认真撰写述职报

告，并对述职报告的内容、格

式做了具体要求。人力资源部

门严格把关对不规范的述职报

告进行了退回，修改完善后重

新上报。

12 月 26-27 日召开了 2013

年度全员绩效述职考评会，会

议由公司总经理助理、考评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陈让文主持，

公司人力资源部对《关于开展

2013 年度全员绩效考核工作的

通知》进行了介绍，对本年度

全员绩效考核的有关情况及考

评权重细分、《考核评分表》

使用作了说明。公司经营班子

成员、业务部门的中层以上干

部、公司员工代表和下属企业

班子成员及下属企业员工代表

参加了考评会。

总经理孙长斌做了动员

讲话。他肯定了近几年在绩效

考核工作上的成绩，对今年的

考核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一

是始终坚持绩效考核工作的实

效性。绩效考核要注重与日常

管理工作结合，与管人管事结

合。通过考核提高员工的整体

素质。二是始终坚持绩效考核

工作的动力性。绩效考核的

最终目的是不断激励鼓舞大家

发挥工作上的潜能，增强创新

管理的理念，携手共进，共创

美好明天。三是始终坚持绩效

管理工作的创新性。在绩效考

核的手段、形式、方法、对象

等方面还需不断创新、不断改

进，不断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

水平。

述职人员全面回顾了 2013

年度工作，实事求是地总结了

成绩和经验，认真查找了工作

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 2014 年

工作思路和努力的方向，亮点

突出，缺点客观，措施得当，

思路开阔，起到了述职考核的

效果。

在 26 号上午述职会进行

中，朱亚萍董事长在听取部分

被考核对象述职后，对没有对

照《职能部门管理目标责任

书》内容进行述职的人员提出

了批评，并要求做了进一步补

充述职，同时对各部门工作关

注的敏感度和细致度，让人折

服。朱董在述职后进行了逐一

点评，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语

重心长地指出了短板和不足，

在对下属企业负责人述职点评

时，指出了经营领域中的机遇，

明确了各下属公司的发展方

向，更以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角

度从宏观经济形势到微观经营

状况进行了剖析，提出了各下

属公司发展路径。同时特别要

求以数据为准，用事实说话，

强调：“数据的真实性、完整

性是经营形势分析的生命，是

中节能（深圳）投资集团公司召开

2013 年度全员绩效述职考评会

宏观决策的总体判断的依据。”

对个别下属公司述职过程中数

据不清晰、不完善的情况提出

了批评，提出了具体补充汇报

要求。

现场由纪检部门组织对

投票过程进行监督，与会干

部和员工代表填写考核评价

打分表，考核结果由纪检、

人力资源等部门组成专门小

组对测评情况进行统计，计

算考核结果。

公司中层及以上干部、下

属企业经营负责人现场述职活

动圆满结束后，各职能部门员

工绩效考核和各下属企业绩效

考核工作也按照要求统一安排，

有序开展，公司 2013 年度全员

绩效考核工作完满结束。

深圳公司

先进企业：深圳京能科技环保工业园有限公司

优秀下属企业经营管理者：唐建平

先进部门：工程开发部

优秀部门主任：王松禄

优秀员工： 方大伟  董之瑾  胡晓明 

　　　　　 张  嬿  符  贤  伍梓郡 

           严正芳  尤  丹  郑延华

光荣榜

深圳公司成绩的取得，与朱亚

萍董事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赵董事长对朱董给予了很高的

评价，表达了深深谢意，对先

进代表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

分肯定，同时也对大家提出了

殷切的希望和更高的要求。坚

定深港一体化，共同发展、共

同繁荣的决心，按照工作报告

的部署，以先进代表为榜样，

总结成绩，增强信心，振奋精神，

再创佳绩，为全面完成 2014 年

各项指标再建新功！

人力资源部  纪明

战略资产并购部  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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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春运时

由蝴蝶效应引发的思考

（本报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集

团公司 2014 年度工作会议精神，完成

2014 年度经营管理目标责任书各项考核

指标，全力推进各项重点工作任务，于

2014 年 1 月 24 日在深圳公司本部召开

深圳公司 2014 年度工作会议。集团公司

总经理助理安宜，企管部副主任王利娟、

财务管理部副主任唐兴宇、资本运营部

经理姜瑶瑶专程参加了深圳公司的工作

会议。深圳公司本部全体人员、深圳国

成公司、深圳京能自动化公司、深圳京

能工业园、怡景湾度假村主要负责人及

部分员工参加了本次工作会议。

会议由深圳公司副总经理杨永卉同

志主持。

首先由深圳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孙长斌同志传达集团公司 2014 年工作

会议及安全生产会议精神，重点传达了

王彤宙总经理在集团公司 2014 年度工作

会议上所做的工作报告，李文科书记做

的党建工作报告和王小康董事长重要讲

（本报讯）1 月 16 日，深圳公司

召开干部大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李

文科、人力资源部主任王彦出席会议。

深圳公司本部及在深企业全体员工、

下属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了大会。公

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孙长斌主持会

议。

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王彦宣

读了集团公司《关于朱亚萍、赵友民

职务任免建议的函》及《关于赵友民、

朱亚萍职务任免的通知》，朱亚萍同

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中节能（深圳）

中节能（深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召开 2014 年度工作会议

望着列车窗外的景物飞速向后逝

去，我知道离家越来越近了。每年这时

坐在列车上我的心情都会忐忑不安，别

人过年去哪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只

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回家。既然已经踏

上归家之路，眼看就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为什么还心情忐忑呢？

从深圳到兰州，从中国东南沿海的

发达省份到西部地区的穷乡僻壤，我的

行程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思绪也随着时

空的转换不停地变化着。想到家人正翘

首以盼，做了一桌的美味佳肴等待着我，

我恨不得立刻就插翅飞向家中，但想到

自己今年又是孤身一人回家，免不了要

受父母的唠叨，回家的心情刹那间就凉

了大半截。

你相信吗？在南美洲亚马逊河流

域的一只蝴蝶振翅飞舞，可以在未来

两周内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

卷风。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

但的确真实存在。蝴蝶振动翅膀为什

么竟能引发一场龙卷风呢？这是因为

蝴蝶扇动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

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产生微弱的气

流，而微弱的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四

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

由此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

他系统的极大变化。

老子有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就是说张开双臂才能抱拢的大树，

是从细小的萌芽开始长成的；九层的高

台，是由一堆堆土所筑就的；千里长的

道路，是靠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荀

子也曾说过：“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

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

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意

思是说不积累一步半步的行程，就没有

办法达到千里之远；不积累细小的流水，

就没有办法汇成江河大海。骏马一跨跃，

也不过十步远；劣马拉车走十天也能走

得很远，它的成功就在于不停地走。如

果凿几下就停下来了，那么腐烂的木头

也凿不断。如果不停地凿下去，金石也

能被雕刻成功。

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已认识到“蝴

蝶效应”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正所谓“千

里之堤，溃于蚁穴”，任何一个非常

细微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导致灾难性

的后果。由此可知我们日常生活中不

作为春运大军的普通一员，每年过

年回家几乎是我们这些人的共同目标。

在深圳北站我踏上了回家的高铁列车，

从这一刻起正式开启了回家的旅程。车

厢里座无虚席，连走道里都站着琳琅满

目的行李箱包，不时有几个美女乘务员

经过，为整个列车增添了几分靓丽色彩。

列车慢慢启动了，看着远方的高楼渐渐

离去，心中竟然充斥着几分悲壮之情——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还复返”，

不过再回来时恐怕又是另外一番心情了。

高楼渐渐消失了，接着映入眼帘的是群

山环绕的一汪绿水，那是一个湖泊，湖

水清粼粼的，似乎在散发着浓浓的乡土

气息。

列车行驶很快，不久外面天黑了，

要以为一些看似毫无关联非常微小的

事情不重要，这些事情随着事物的发

展很可能会被无限放大，最终导致结

果的巨大差异。“蝴蝶效应”不但充

满了大胆的想象力和迷人的美学色彩，

更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科学规律以及深

奥的哲学思想，其充斥在我们生活工

作的方方面面。

你知道吗？一战时有一个名叫亨

利·坦迪的英军士兵，在战斗中屡立

战功，因为作战英勇而获得了无数荣

誉。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坦迪是

战争期间获得荣誉最高的英军士兵。

如果他是个军官的话，王室毫无疑问

会册封他为骑士。然而，让坦迪想不

到的是，在如此辉煌的军旅生涯中，

他铸成了一桩历史大错。	 在夺占法国

小镇马尔宽渡口的战斗中，英军战报 5

次提到坦迪的英勇表现。1918 年 9 月

28 日这天，坦迪所在的步兵团一度被

德军猛烈的重机枪火力所压制。二等

兵坦迪跃出战壕，只身一人匍匐靠近

德军阵地并成功地消灭了德军机枪手。

抵达渡口时，他再次冒着密集的炮火

率先铺设起木板，使英军冲锋部队得

以顺利冲入敌人阵地，并最终迫使人

数占优势的德军退出战斗。

当战火渐渐平息下来，德军或投降

或撤向后方，英军亦无力再战。突然，

坦迪的视线中出现了一个德军伤兵。这

个一瘸一拐走出阵地的德军士兵也看到

了不远处坦迪的枪口正死死地瞄准着他。

然而，这个伤兵显然已经精疲力竭，他

既没有举枪也没有惊惶失措，只是毫无

表情地盯着坦迪，似乎在等待已无可避

原来是在过隧道，窗外变得一团漆黑，

不过没过多一会儿天又亮了，就这样列

车穿梭在崇山峻岭之中。只有体验了你

才会知道，春运其实不仅仅是城市之间

的旅行，更是一场人生之旅。“春运”

已经成为这个地球上中国所特有的文化

特色，每年春运都有好几十亿人次的人

口流动，甚至超过了中国整个国家的人

口总和，这样的神奇经历要是搁别的国

家恐怕真的难得一见。旅程很枯燥，我

望着车窗外的景色来消磨时间，脑海中

不时闪现出一幅幅曾经经历的画面。

人生也是一场旅途，路上充满了艰

辛与渴望，就如同春运回家一般。年前

就盼望着快点放假，历经艰辛好不容易

抢到了一张火车票，上车后却发现人山

免的最后时刻。“我当时的确瞄准了，

但我从来不射杀伤兵，”坦迪日后回忆

起当时戏剧性的一刻，“我让他走掉了。”	

这个年轻的德国伤兵略略点了点头，然

后就慢慢走远了。

历史在这一刻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转

向。这个名叫希特勒的德军下士与德军

残部顺利撤回后方，而坦迪很快就淡忘

了这个战斗结束时刻的小插曲。1938 年

的欧洲，战争的阴霾笼罩着整个欧洲大

地。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同意前往德

国与元首希特勒会谈。这位已是 69 岁高

龄且从未坐过飞机的大英帝国首相居然

肯纡尊降贵，希特勒大喜过望。双方商

定在巴伐利亚希特勒新近修成的“狼穴”

别墅会面。	 9 月 15 日，张伯伦长途飞

行 7 个小时，又坐了 3 个小时火车，终

于到达了建在山中的希特勒别墅。令首

相大感惊奇的是，这位德国元首的客厅

里赫然挂着一幅英军士兵的画像。希特

勒解释说：“画中的这个人差点要了我

的命，当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

德国了，上天将我从瞄准我的英国士兵

枪口下救了出来。”	这幅画像中的人就

是亨利·坦迪。

当然，历史无可挽回，坦迪日后回

忆起这件事的时候也是悔恨不已，当年

只是因为他的一念之仁，无数生命都在

日后的战争中灰飞烟灭。这件在当时看

起来几乎难以想象的事日后却真的发生

了。这究竟是坦迪个人的遗憾还是整个

世界的悲哀呢？无论如何，二战改变了

整个世界格局这是不争的事实，历史有

时就是这么让人难以捉摸。

回到现实当中，“蝴蝶效应”让我

人海，忍受着一路上的拥挤与烦闷，当

火车终于到站时心中充满了喜悦，可是

想到家人的殷切期盼，自己又感到万分

惭愧。过年回家，真是一件让人很纠结

的事情，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今年春运回家是一个终点，等到再

出发去工作时，又会成为一个新的起点，

每年都在这样周而复始。似乎人生也是

这样重复着，出发到达目的地后接着再

出发，我们永远在路上。这一路上我们

或许会感到孤单寂寞，会感到空虚无奈，

但其实你永远不会独行，看看你身边的

人，无论是对手还是朋友，大家彼此间

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回家。

如果明年有人问我去哪儿过年，我

的答案就两个字——回家。

想起了我们节能人的一句经典口号：“聚

合点滴，创生无限”。平常点点滴滴的

工作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正是这日日

夜夜，看似平凡的点滴累积，才最终创

造出无限生机。我们日常所做的工作其

实都是量的积累，最终要实现的应该是

质的飞跃。有时我们为一件工作付出了

大量心血，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去做某一

件事，却因为一个非常细小环节的失误

导致满盘皆输，而我们可能竟连问题出

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好

好反思呢？

哪里有什么大事，把每一件小事都

做好就是大事。习总书记说“治大国若

烹小鲜”，治理国家尚且如此，我们在

工作中更应该谨小慎微，不放过任何一

个细节。要知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我们的失败往往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

是因为工作态度不够端正，对一些细节

事物的忽略。这些细节事物的忽略在当

时我们往往不以为然，因为它所产生的

后果不会即时出现，而日后当这些细节

忽略所产生的巨大恶果发生时，却已无

可挽回了。

你永远无法预知未来，也不可能通

过回到过去来改变你未来的人生，对我

们来说做好眼下的事就是最大的事，“蝴

蝶效应”启示我们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

系的，要正确看待眼前所处的形势，冷

静分析判断事物发展可能产生的结果。

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尽量不去忽视

每一个细节，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做到完

美，但是我们应该尽力去追求完美，只

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失误，将细节失误

可能带来的风险及不良影响最小化。

话及安全生产工作会上王彤宙总经理的

工作报告。

深圳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赵友民

在会上作了题为《把握深港一体化发展

机遇，专注产融结合，打造核心业务，

为落实集团“走出去”战略而努力奋斗》

的工作报告。赵董事长首先对朱亚萍董

事长在过去的 18 年里为深圳公司的发展

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感谢，朱董一腔热

血、百折不挠，扎实工作、严格管理、

公私分明、舍己为公，这种精神是公司

的宝贵财富，将传承和发扬。

在工作报告中全面总结了 2013 年深

圳公司在经营业绩和各项管理工作中取

得的成绩，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剖析，明确了 2014 年工作思路、确定工

作目标及重点工作计划。报告指出 2014

年深圳公司将密切跟踪深港一体化发展

动态，建立起与香港公司“业务对接、

并肩作战”的协同工作模式：以深圳公

司为核心，进一步盘活深圳公司存量资

产，发展优质增量资产，提升经营收益

和核心竞争力。香港公司，则依托香港

资本市场优势，立足香港并积极开拓国

际市场，聚焦于海外节能环保产业的技

术引进、项目投资及融资、并购重组与

跨境资本运作，以整合国外节能环保领

域最新技术、海外资本与新兴市场资源。

集团公司安总做了重要讲话，从三

个方面对深圳公司做出了指示：首先对

朱亚萍董事长 18 年来对深圳公司的付出

及取得的成绩表示感谢，并且对深圳公

司未来发展表示展望；其次是托付，今

年是深圳公司主要领导换届的历史性时

刻，希望大家本着团结干事、和谐共事、

用心做事的原则，向配合朱亚萍董事长

那样积极配合赵友民董事长工作，切实

发挥香港深圳一体化优势，成为集团公

司产融结合的龙头；最后是感受，从精

神面貌方面，大家要凝神静气在状态，

一心一意抓经营；从务实发展方面，搞

清公司战略定位，突破现阶段产融瓶颈

问题，把企业规模做大，把利润做实，

要建立符合市场化机制，加快改革步伐；

从职业精神方面，提高员工职业化水平，

职业能力及职业操守，要有旺盛的斗志，

不言败、不服输。

集团公司企管部副主任、深圳公司

董事王利娟做了指导性讲话。

展望 2014，深圳公司将秉承“深港

一体、面向全球”的经营理念，致力节

能环保行业国际化发展与产业整合、致

力于金融创新与产业资本的高效融合、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及综合型跨国经营，

贯彻王小康董事长在集团年会上的“注

重工作中的方式方法，工作思路要清晰、

工作重点要突出、工作措施要得力、工

作方法要创新、工作安排要统筹”的讲

话精神，按照已经制定的 2014 年工作计

划，谋篇布局，同心协力，把握深港一

体化发展机遇，专注产融结合，打造核

心业务，为落实集团“走出去”战略而

努力奋斗。

中节能（深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召开干部大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党委书记，由赵友民同志担任

中节能（深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法定代表人）、党委书记。

李文科书记做了重要讲话：这次

公司领导干部调整，是正常的新老交

替，是自然规律，是集团公司经过慎

重研究作出的决定。他对朱亚萍董事

长十八年来为深圳公司、为集团公司

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希望赵

友民董事长能尽快进入角色，带领深

圳公司领导班子，团结深圳公司全体

干部员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再

创深圳公司新辉煌，为集团公司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同时，对深圳公

司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加强团结，增

强合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二是加强沟通，加强民主，加强队伍

建设；三是坚持深圳公司战略发展定

位与规划，抓住新机遇，谋求新发展；

四是坚持抓好党的建设，要与生产经

营和企业发展紧密结合。

朱亚萍董事长回顾了深圳公司的

发展历程，回顾了工作中与大家结下

的深厚情谊。对过去的十八年里，集

团公司领导给予的充分信任和关心，

深圳公司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员工的

支持表示感谢，对深圳公司未来发展

提出了殷切希望。

赵友民董事长衷心感谢集团公司

对他的信任，感谢朱亚萍董事长对深

圳公司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要求有

关部门和员工主动关心、照顾好老领

导的工作和生活。决心在集团公司领

导下，将深圳公司继续发展壮大，希

望深圳公司继续发扬优良传统，为集

团“2880”目标进一步贡献力量。

孙长斌总经理代表公司领导班子

表态，坚决拥护集团公司决定，对朱

亚萍董事长多年来的努力工作给予了

高度评价，代表深圳公司全体员工表

示感谢，坚决支持赵友民董事长工作，

为全面完成深圳公司各项任务、推动

深圳公司持续发展，取得更加辉煌的

业绩而不懈奋斗。

监察审计部  强伟昱

监察审计部  强伟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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