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秋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是一种成熟的魅力，是一种洋溢收获的感恩味

道，蕴含着沉甸甸的永恒。

芳华十载，筑梦未来，同心协力，志在巅峰。德晟集团已走过十个年头，我们

见证了公司的成长与发展，持续的成功靠的不是运气，而是“行稳致远”。

十年春秋，几多汗水。我常常怀着对企业的感恩之心。作为一名德晟人，我工

作、我快乐、我耕耘、我收获、我自豪、我奉献，无怨无悔。

有这么一首歌：在那雄伟的甘德尔山麗，在那京藏高速的东边，矗立着一家年

轻的企业，那就是我们的德晟晟越……。

有一种感情是互勉互励共进退，有一种动力是唇齿相依齐奋进。十年来，企

业和员工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企业每一步的成长都离不开员工的辛勤付出，企

业给了员工最大的信任和发挥空间。

企业取得不凡的业绩，在于企业的决策者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认

为员工是创造经济效益的真正“动力源”。在优秀决策者和管理者的带领下，企业有

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这样和谐温馨的环境氛围，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让我

们工作起来更加舒心，让人有种在大家庭中生活的感觉，这样的感觉来之不易。

在我的身边有很多亲戚朋友，由于自身原因找不到工作，或有工作但总是在

抱怨、挑剔，所以我时常提醒自己“今天不去努力工作，明天就得努力找工作”。

那么，我们就应该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和企业的发展融为一体，我们要带着强烈

的责任心，充满热情积极主动地去工作。

爱岗敬业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境界。当我们将爱岗敬业当作人

生的一种境界之时，我们就会在工作上少一些计较，多一些奉献，少一些抱怨，多

一些责任，少一些懒惰，多一些上进心。有了这种境界我们就会加倍珍惜自己的

工作，并抱着知足、感恩、努力的态度恪尽职守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知不觉来到晟越洗煤已有十个年头了，经历了德晟晟越洗煤点点滴滴的

发展。在刚开始的日子，总有些不适应，日子一天天过去，一路走来，一路感动，

一路感激。伴随德晟十年的成长，见证了晟越年产300万吨重介洗煤的历程。

十年间，晟越洗煤人在公司领导的精明决策下，不断的实践和创新。2018年通过

改造设备工艺，过去高频筛改建叠筛、直线筛，大改造精煤脱介筛，节能降耗增产创

效。并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环保生产，改善环境。人造环境、环境育人，启建原煤大棚

及筒仓，承受许许多多的考验。凭着坚毅与执着，拼搏与奋进，历经十年，酸甜苦辣发

展到现在。公司发展大事记及车间办公室那些金光闪闪的奖牌奖杯足以证明一切。

作为一名普通的德晟人，我为我的企业“德晟”感到骄傲和自豪。德晟速度，

书写着新时代传奇，厚德载物、倚德取晟是我们的根本。利用这人生最宝贵的时

间拼搏进取，激扬人生，爱岗敬业，体现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我要在平凡的

岗位上挥洒自己的青春，我们的人生舞台会因为努力奋斗而更加美好，更加绚丽

多彩——我们是光荣的德晟人！ （洗煤生产部 袁娥）

2017年8月6日，我进入德晟晟

越洗煤有限公司。洗煤公司分为

甲、乙、丙三班生产，我被安排在了

乙班。起初培训安全教育和工艺流

程，我抱着混工资的心态掉以轻心，

而我的恶梦也由此展开。班前会

上，班长及安检员多次强调安全生

产知识和操作流程和方法，我没有

引起重视。在停车时，我以小频率

打余料，造成起车后严重堵管道的

现象，以至于托冲管道的班长和同

事们为了排除隐患在大冬天浑身被

浇个湿透。随后在不通知班长的情

况下把停用的设备重新启动，造成

703、704的严重跑料，使同事们在大

半夜停工清理卫生，在给大家增加

劳动强度的同时，给班集体的产量

带来严重影响。更有甚者把斗提直

接开出轨道并且重复地犯同一种错

误。诸如此类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

生，使班长大发雷霆，产生了辞退我

的想法。而我自己也羞愧无比，一

度感觉卑微的象活在了尘埃里，于

是也有了辞职的想法。

患难见真情一点也不假，领导

同事们在这时的关心、帮助、安慰、

鼓励及理解让我非常感动。每一位

路过我岗位的同事都会拍着我的肩

膀安慰鼓励一下，私下里班长也会

抽出时间给我讲解一些工艺流程和

正确的操作方法。最让我感动的是

领导们的理解与包容，而李敏副总

经理简短的几句话更让我感动，他

说：“设备改造后对它不熟悉，经验

少是根本原因，慢慢会好的。”这让

自尊心极强的我有了争取干好工作

的愿望.
最让我情系德晟、扎根德晟的想

法是后来德晟集团的一系列举措。公

司重视员工的安全，在完成年产量后发

放十三薪及各种福利待遇，恢复了离职

再入职员工的工龄问题，并积极开展各

项娱乐活动、征文比赛、演讲唱歌比赛

等。既传播了文化知识，又丰富了员工

们的业余生活。在卫生大扫除时，安环

部长、生产部长都亲临现场指挥并和大

家一起作战，而孙美玲副总亲自开车把

食物和水发放到大家手里。逢年过节

单位的各个领导都会亲临现场庆贺并

祝福大家。在许多个深夜里我们都会

看到领导们检查车间工作，排除各种安

全隐患，夜以继日的安排厂里的一切疑

难杂事，真正做到了与公司及员工同呼

吸、共命运、同发展。

2018年 4月份，集团开展“大学

习、大讨论、大提高”活动，我深受教

育，感觉应该以主人翁的心态投入

到安全生产当中去。德晟集团在董

事长及各位领导的带领下蒸蒸日

上、蓬勃发展，我对企业充满希望。

作为德晟集团的一名成员，我感到

无比的骄傲与自豪。单位的举措给

我带来了很多喜悦和经济收入。在

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努力提升自己，

用丰富的知识和精湛的技能去武装

头脑，回报公司与社会。我想这也

是每一位员工对德晟集团最大的回

馈吧。 （洗煤生产部 姚玉梅）

我的家乡在西北小城—乌海

总理的叮咛仿佛萦绕在耳畔温暖而厚重

白天吃瓜夜吃沙已悄然离去

如今 满山葱郁 波光熠熠

傲然挺拔的甘德尔山是乌海的脊梁

成吉思汗的远眺炫耀着金戈铁马的勇敢

烂漫的杜鹃花热情似火生机勃勃

我爱你 乌海的山

水利枢纽雄伟伫立如蛟龙横跨两区

汩汩流淌的黄河水倾诉着对这片土地的眷恋

候鸟也不甘寂寞拍着翅膀惬意的飞翔

我爱你 乌海的水

金沙的驼铃声唤起我儿时的记忆

苍穹下 轻风卷起的沙浪托起落日的晚霞

让岁月穿越这浪漫的薄纱

一辆辆飞驰的沙漠车

唱响蒙古汉子的豪爽与坚强

来吧 带上你的侠骨柔情抖落曾经的荒凉

我爱你 乌海的沙

这 是我深深爱着的故乡

这山 这水 这沙 ……

（焦化综合部 王春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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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3日，洗煤公司隆重举办客户交流

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45家企业74名代表出席了

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客户代表先后参观了集团原煤基地一二三矿及

洗煤公司、煤焦化公司、金属制品公司。各产业板块

领导为各位嘉宾详细介绍各公司发展历程、生产工

艺、经营理念。德晟集团多板块、跨行业、协同发展，以

“采、选、炼、冶”为一体的产业链为客户代表留下了深

刻印象，也增加了德晟集团的了解和信任，有利于今

后的合作。

下午，德晟洗煤公司隆重举行2018年客户交流座谈

会。本次交流座谈会以“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主题，德

晟洗煤公司主推定制产品，通过产品升级、品牌升级、管

理升级、服务升级，实现质量效益的提升。与会嘉宾踊跃

发言，分析产业发展、市场情况，积极为与德晟洗煤的更

好合作建言献策，现场气氛热烈。中铝国贸、徐州东方、

磴口金牛、京海电厂等客户代表提出：在目前国家环保、

产业政策收紧的情况下，德晟洗煤公司相继投产美方洗

煤、五原鼎兴洗煤，实现了产能扩大，并投入巨资建设了

环保钢板立筒库、储煤大棚，实现了环保达标、绿色发

展。鉴于德晟洗煤公司高品质的产品优势、优越的地理

位置、便捷的运输条件，我们愿意与德晟洗煤公司建立长

期战略合作关系。

会后，德晟洗煤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德晟洗煤公司现场与合作伙伴签订销售、采购战

略合作意向书32份，意向合同数量110万吨，合同金

额约7亿元，并达成长期合作共识。

11月13日晚,德晟洗煤公司举行客户答谢晚宴，并

为6家优质客户颁发“最佳战略合作伙伴奖”。德晟洗

煤公司总经理杨才才向各位客户郑重承诺，在新的一

年，德晟洗煤公司将更加努力，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

和更加优质的服务，赢得客户的一致好评。

（洗煤综合部 李茂）

携手并进 合作共赢
洗煤公司举办2018年客户交流座谈会

10月26日，焦化公司通过2018年第二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专家评审，正式成为准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在土地、电力、排污、科研、税收等各项政

策中均有扶持。同时，对加快企业融资上市、提高企业品牌知名

度、促进企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焦化综合部 郝磊）

焦化公司通过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专家评审

10月31日上午，乌海市安监局危化科、应急指挥中心相关领导带队

到焦化公司检查公司主要负责人履职及现场安全作业情况，焦化公司法

人孙平、总经理张继光及生产部门相关负责人陪同。

检查组一行先来到会议室，对档案资料的完整度、规范性进行检

查，之后亲临现场对设备设施安全防护等情况进行检查。通过检查，

检查组对焦化公司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和安全现场管理方面

给予了肯定和鼓励。 （焦化安监部 廉超）

11 月 6 日上午，在焦化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干

熄焦项目技术交流会。包钢集团总经理司永涛

带领相关技术人员到会指导，集团总裁呼增祥、

焦化公司总经理张继光及干熄焦筹备组其他成

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焦化公司总经理张继光就公司情况、

干熄焦调研情况和公司拟上干熄焦项目面临的

问题做了简单介绍。与会人员围绕干熄焦项目

展开热烈讨论，包钢集团总经理司永涛及技术人

员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

通过此次技术交流会，与会人员对干熄焦项

目有了更深的了解，对干熄焦项目的顺利开展提

供了有力帮助。 （焦化综合部 范玉环）

焦化公司召开
干熄焦技术交流会

也许现在的我会看着自己每天默默的刷着微信朋

友圈或者和朋友只是闲聊几句的那种对未来的逃避，是

不敢去面对自己的理想；也许现在的我看着自己刚升级

作了母亲后初入职时胖胖的身体，感觉做什么都是笨手

笨脚；也许现在的我看着自己每天坐着通勤车奔波在去

公司的路上浑身尘土飞扬，貌似是小菜一碟不足为奇；

或者，也许现在的我看着自己虽然之前有了好几年的工

作经验也就会一点基本的电脑操作，不屑一顾；也许，还

有很多也许，我也不知道一年后的自己哪些是改变的，

哪些是止步不前的，但是，我会记着这是一年前的自己。

我也在想，明年的我，脸上是不是添了岁月的痕迹，

但是拥有着我现在没有的身轻体健的体质；明年的我，

是否能够更自信一些，对领导布置的工作胸有成竹，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坚持那一份理想；明年的我，是否已经

具备了一位老员工该有的风采；又或者，明年的我，指着

每天我去往单位奔波的那条街道，可以得意地说，我的

生活很充实。我希望明年的我，不要有任何遗憾。

不管是现在的我怎么希望明年的自己，又或者现在

的我怎么看待明年的我，身体里的这两种人儿一定会争

执不休。所以现在，我对自己提几点要求:
第一，倾其所有做好工作，不会再嫌弃自己休息的

时间总是少的可怜。工作分两种，一种是“从事你喜欢

的工作”，另一种是“让自己喜欢上工作”，一个人能够碰

上自己喜欢的工作的几率，恐怕不足"千分之一"，所以，

一年后，希望我能够竭尽全力把任何工作做好，这才是

人生正确的答案。

第二，心怀感恩。感恩和善待领导、同事，为拥有一

份工作而感恩，工作中少一些推诿，多一些宽容理解，少

一些争吵与冷漠，多一些帮助与温暖；工作不仅仅是为

了薪水，比这更可贵的是在工作中发展自己的潜能，真

正体会到付出后的快乐。

第三，抓紧时间学习，学会如何学习。要有工作学

习化和学习工作化的观念，工作学习化是可以始终把工

作岗位当做学习的平台，把工作的过程当做学习的过

程、素质提高的过程；学习工作化是可以把学习当做工

作一样来对待，把学习的知识及时运用到工作中，使学

习和工作相互渗透。学习是永远不会亏本的买卖，现在

的社会越是走向知识化、信息化，学习和工作就越密不

可分。因此，希望今后的自己要在工作中学习和在学习

中工作。

人生会面对种种难题，人生会提出种种追问，人生

会面临种种选择，生命就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在这短

暂而漫长的时光里，希望我能依靠那份保持不变的初

心，面对日复一日重复繁杂琐碎的工作，认清自己应该

担当的责任，把信念化作丝丝努力渗透到具体工作中。

希望明年的我在看待现在的我一定是欣慰的笑容。

（金属企管部 崔艳）

现在的我和明年的我乡 恋

海勃湾区总工会走进
实业公司开展法制宣传活动

2018年11月21日，海勃湾区总工会走进实业公司开展“遵法

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法制宣传活动，实业公司一矿、二矿

共计30余名员工参加此次活动。

海勃湾区总工会工作人员与实业公司工会主席为到场的全

部职工发放了《尊法守法 携手筑梦公益法律服务宣传手册》、《劳

动报酬法规政策选编》、《工伤保险法规政策选编》等与职工利益

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书籍。

本次活动通过法律宣传、法律咨询以及发放法律宣传资料等

方式，增强了我公司员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提高了员工理

解和运用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能力，有助于员工自觉依法理性

表达诉求。 （实业综合部 王芬）

洗煤公司总经理率客户团
队参观煤焦化公司

11 月 13 日，洗煤公

司总经理杨才率客户团

一行，在焦化公司总经理

张继光、生产副总姚舂

喜、总经理助理王文斌及

相关领导陪同下，深入焦

化公司生产一线进行了实地观摩，了解生产工艺流程及项目

建设情况。生产副总姚舂喜对客户提出的问题做了细致的解

答。参观结束后，客户纷纷表示，感受到百强企业干部职工良

好的精神风貌及务实的工作精神。

（焦化综合部 王春芝 范玉环 摄影报道）

我与德晟同发展情系德晟

集团党委参加自治区2018年
百强民营企业党务培训班

11 月 19-23 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自治区党委组织

部、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工委

联合举办的2018全区民营百强企业党务工作者专

题培训班在呼和浩特市开班。德晟集团党委应邀

参加了此次培训。

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工委

副书记屈晨然作了动员讲话，自治区社科院院长

李春林教授为大家作了专题辅导。自治区党委组

织部组织一处、三处的业务负责同志专题讲解了

基层党建工作实务。现场教学安排学员参观学习

了呼和浩特裕隆工业园党群服务中心、草原红太

阳集团、蒙牛集团、蒙草集团、蒙树集团党建工作，

使大家拓宽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增强了抓好党建

工作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提升了对党建引领和服

务功能的认识。

学员们还利用晚上时间进行了分组交流讨

论，大家踊跃发言，畅谈心得体会和工作启示。这

次培训课程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既有理论高度，

又有实践操作性，学员们受益匪浅。

德晟集团党委作为基层党组织，今后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理想

信念，认真履职尽责，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切实发

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不断促进企业发展壮大。 （集团办 邱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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