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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全体员工： 

大家好！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值此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我谨代表集团董事会

向全体员工致以新春的祝福，也向所有支持和关心集团发展的员工家人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2018 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也经历了很多困难，更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可以说 2018 年是变革图强

的一年，是危机重重的一年，更是我们乘风破浪、奋勇前行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完成了集团组织架构的调整，打破了原有的各分公司“单打独斗”的局面，

有效的形成了组织内部合力，强化了核心意识。我们开展了深淘滩工作，不断深挖自身潜力、降低运

营成本，各级管理者和员工开始注重实效性工作，集团整体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同时，通过调整销售政策，我们实现了望美实业（原河北中玻）的良性发展；通过推进生产部门

标准化工作，保障了生产部门的产质量走向稳定；通过转变采购工作思路，拓宽采购渠道，夺回了我

们的采购主动权；通过实现资金的集中管理、合理使用，降低了企业资金和担保风险；通过深化人力

资源改革和企业文化建设，进一步推进了绩效考核调整和企业核心意识提升；通过加快信息化建设，

简化了工作流程，降低了生产经营过程中人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改进制度文件模式和增强监督检查力

度，保证了各项工作的执行和落实。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我们全体管理者和员工孜孜不倦的努力

和点点滴滴的付出。

2019 年，我们正式更名为了“望美实业集团”。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变化，这标志着我们的工作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将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高端品牌化的发展道路。

在新的一年，我们有了新的名称，新的目标，也就对我们的工作有了新的要求。首先，我们要转

变自己的工作思路和方式方法，坚持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摆脱传统“人治”思想，学会

利用科学的机制办法去开展工作，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的系统性思维和大局意识。只有在思想上进行转

变，才能带动我们工作结果的提升。

同时，随着外部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我们的生存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如何在变幻莫测的经

济大潮下求得生存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紧紧抓住“深淘滩”工作不放松。深淘滩就意味着我们要

更多地关注实效工作，通过不断优化工作效率、简化工作流程、降低工作成本，来提升我们的核心竞

争力。我们要有过苦日子时的精打细算，该花钱的地方，十万百万也要花；该省钱的时候，一分一厘

也要省。精细化管理工作往往就体现在点点滴滴的小事上，也只有多关注细节方面的工作，把工作结

果做精做细，才能为实现我们企业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同志们，18 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路一直都走得很辛苦、很坎坷，但没有任何一条成功之路是一

帆风顺的，我们曾经的困苦都将是我们未来成功的宝贵经验！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希

望我们在 2019 年还能够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断深挖自身潜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实现

集团现代化企业建设和每个人的幸福生活而奋勇前行！

                                                                                       董事长：姚建龙

新年寄语

2018 年 就 这 么 悄 悄 的 溜 走，
感觉今年的时光比每年过得都快。
可是我要说的是新年新气象，我们
有必要回顾 2018 年的风雨同舟，
展望 2019 年的前程似锦。

如今，我为什么说过得快呢？
第一，与工作有直接关系，新的工
作、新的环境，有压力，在压力中
更加的努力学习。不仅在工作中学
习，而且下班的时间也在不断的学
习。但我想对自己说，你从一张白
纸到独立工作是值得的，2019 年我
将掌握更多的机电专业技能，将标
准化流程全部运用到工作中，尽自
己最大努力，为公司奉献一份力！

第二，就是我有个高考的儿
子。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每天接送
儿子是必须的。如果不上中班的话，
做晚餐也是必须的，高考的一些书
籍采购也是要做的。在这里我要谢
谢我儿子，因为你让爸爸感受到
了高考的感觉，爸爸为你而自豪！
2019 年爸爸将做到更好。

父母的年龄都大了。他们也需
要我们的照顾，我在望美实业集团
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公司的四班
三运转，我们有时间休班去看望家
里的爸爸妈妈，陪他们聊聊天。

2019 年是我们望美实业集团
飞黄腾达的一年，我已经做好准备
投入到工作岗位上，创造更多的价
值，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祝集团
的销售业绩红红火火，扬帆起航，
携手共创美好的未来 !

——曹凤强

回 首 2018， 我 的 心 中 有 着 太
多的欢乐和感慨。为自己学习的点
滴进步而快乐，为光阴稍纵即逝而
感慨。2018 也是快乐的一年，因为
我收获了知识，收获了太多的美好。
回首这一年，点点滴滴的印迹仿佛
就在昨日。

对我来说学到的东西有很多，
专业技能和理论知识的提高，集体
主义荣誉感的培养，安全知识的学
习，个人综合素质的提高，这些东
西都在一点一滴的积累。我也一直
将执着和努力挥洒在平凡的岗位
上，奉献所有的热情，见证、记录
自己的蜕变，和企业共同成长。

一年多来，我一直坚守在生产
岗位，自从工作的那天起，我就告
诉自己“在岗一天，就要对得起自
己的职责”，勤奋好学、刻苦钻研，
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在自己
的岗位我学到了很多有关安全的专
业知识，这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
有利。一年多来，时刻将“公司的
发展、企业的效益”作为座右铭规
范自己的行为。在工作上，自己脚
踏实地、求真务实，对自身的工作
时刻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
业心。

公司一直在倡导标准化，自各
部门的岗位标准化梳理以来，各项
工作流程日渐清晰。标准化为我们
工作带来了稳定、高效，使得员工
从繁忙、慌乱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使各项工作井井有条，这些标准也
正在无声的渗入我们生活的点点滴
滴，让我们的生活有原则、有规律、
有标准。

这一年实现了我的大学梦，
去浙大学习，开拓了我的眼界，个

人 综 合
素 质 得
到 了 提
高。 这
一 年 实
行 了 四
班 三 运
转 工 作
制， 让
我 有 更
多 的 时
间 去 学

习，去陪伴家人，有更充沛的精力
和热情投入到工作中。这一年，兼
职宣传员工作锻炼了我的写作能
力，陶冶了我的情操，充实了我的
生活。通过不断的写作也给我的工
作提供了许多思路，这些经历都是
我成长最好的见证。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不断学
习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跟上集团
发展需要，就像董事长所说：“要
保持谦卑的心态和开放的胸怀，要
学会增加自己的学习力，学习一切
值得学习的东西，俯下身子踏实地
去开展工作。”我们在工作中将标
准化成为习惯，将习惯符合标准化，
将结果达到标准化。

我们在回首与展望中发现，那
些梦想、目标、成就、收获和改变，
已经发生并将继续，成长与收获也
将永不停息。我们要自觉地把个人
的命运与公司的发展融为一体，公
司才能取得长远的发展，个人也会
因此有表现的空间和丰厚的回报。
在 2019 年，让我们与集团一起，
披荆斩棘，共望美好生活。

——程欣欣

2017 年 上 半 年 时， 我 还 是 一
名学生，在我的意识里，在父母的
眼中，我还是一个孩子，还有大把
的时间享受一切来自大人的给予；
2017 年下半年我刚刚毕业，开始迷
茫找工作，我可以找什么工作，去
哪工作？浑浑噩噩间，一年的时间
不知不觉就这么从指缝间溜走。

2018 年，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我开始规划自己的生活，确定自己
的工作方向。

我们慢慢长大，父母渐渐变
老，在一个不经意间，会发现父母
日益霜白的鬓发，矫健的脚步变得
蹒跚，坚挺的脊背变得佝偻。在那
一瞬间，我多么迫切希望自己可以
快速强大起来，为父母承担一切。

2018 年对我来说是平淡而幸
福的一年，在望美实业集团，我有
了稳定的工作，在周末或者节假日
的时候可以陪着家人走走看看；或
者在家研究一道美食；或者跟家人
一起打牌、聊天。

2018 年是我开始学会替父母
分担家庭重担的一年，是真正承担
责任的开始。

只有断过翅膀的鹰，才会飞得
更高；只有不断扎根的仙人掌，才
会存活于沙漠；只有经得住严寒的
梅花，才会最香最艳。2018 年 3 月
13 日在望美实业集团（河北中玻）
入职，当我知道被公司录取的那一
刻，我心里是激动的。入职以后，
我才发现我一直在坐井观天，我以
为自己很优秀，可以轻轻松松的胜
任这份工作，原来是我孤陋寡闻了，
在 入 职 之 前， 我 只 知 道 Word、

Excel 这 些 办 公 软 件， 像 U9、OA
这些系统对于我来说就是陌生的，
优胜劣汰，我必须要努力学习，必
须要有匹配这个公司这个岗位的能
力才能留下。2018 年，因为有了领
导的关心，同事的帮助，我在公司
成长了很多，这段时间既锻炼了我
的意志，同时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的
知识，提高了自己的能力，可以更
好的适应公司的发展趋势。

2018 年是我迅速成长的一年，
也是我最难忘的一年。我会永远铭
记 2018 每一个感动的瞬间，用这
些温暖陪伴我开启 2019 的旅途。

2019 年，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业务技能可以继续得以提升，不断
突破自我，助力团队工作的更好开
展。2019 年，我希望父母肩上的担
子因为有了我的努力，可以再减轻
一些。2019 年，希望新年新气象，
一切都能朝好的方向发展着。

——元丹丹

恍 然 间，2018 年 马 上 就 要 过
去了，回首这一年的经历，突然觉
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年初时为了找到一份可以锻
炼自己的工作，我选择从相对稳定
的诊所里辞职，来到中玻朝阳面试。
面试那天下着大雪，路上还摔了两
个跟头。幸运的是，因为当天的大
雪，预约好来面试的人都没有到。
在面试之后我便来到了中玻朝阳上
班。

上班后，因为没有办公室工作
的经验，所以总会在小事情上犯错
误，但是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肯耐
心教我、肯包容我的不足、肯倾听
我的内心的领导，也遇到了一群给
予我热情帮助、待我如亲妹妹的同
事们，是她们让我觉得在这里上班
的每一天都很快乐，我也渐渐的跟
她们融入到了一起，成功掌握了办
公室的岗位技能。

后来，集团组织架构调整，我
的岗位由办公室文员转到企业文化
专员，这对我来说又迎来了新的挑
战，组织活动、写作、剪辑视频、

微信排版等等技能从不会到初步掌
握，再到熟练应用。幸运的我，在
中玻又再一次得到了成长的机会。

总结起来，我的 2018 年是充
满变化的一年、是飞速成长的一年、
也是格外幸运的一年。在 2019 年，
我希望我仍能和办公室的家人们在
一起，和公司在一起，继续迎接新
的挑战、新的成长、新的舞台！

——刘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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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来到了，新的一年，我有很多的期待，希望可以更有机会，更有挑战，更有信心，
更有未来，愿集团在新的一年里转型、变革和创新都可以更上一层楼，依靠我们优秀的企业文化，
发扬我们吃苦耐劳的品质，使我们的企业更加充满活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郭向东

带着收获的喜悦，我告别了深刻变革的 2018 年，满怀着
更加美好憧憬，跨入了充满挑战和机遇的 2019 年，在新的一
年里，我祝愿望美实业集团如虎添翼，蒸蒸日上，望美人齐心
协力，继续奋斗，再创辉煌！

常立民

新的一年带来新的希望，新的希望加上我的祝福， 祝愿
集团大家庭的每个人开开心心每一天，日子红红火火过好年。
家庭幸福美满，工作顺利，集团大展宏图，财源广进，生意兴隆。

吕小红

对于我们每一位员工来说，2018 是个福利年；四班三运转制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自己
支配：陪伴家人、辅导孩子、出门旅行、朋友聚会……总之，让我们有时间享受生活的美！ 
在此祝愿我们的望美集团在新的一年里踏上新征程、迎接新辉煌！

武建勇

 望美集团新征程，齐心协力实干中。
 奋斗创新争朝夕，百花齐放迎春风。
祝愿望美实业集团在新的一年广交五湖四海新朋友，创造新奇迹。

姚燕辉

新的一年撸起袖子加油干，我要更努力，更加劲的做好每一项工作，学
会更多的技能，努力提升自己技术，要更加坚定坚强的走下去，努力实现自
己的梦想。祝愿望美实业集团越来越好！

郭  源

又一年匆匆忙忙的要结束了，在过去的一年里，

面对企业转型，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沿着

集团公司发展的方向，朝着共同的目标一同奋进，标

准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时刻在我耳边响起，新的一年，

我们继续发扬诚信务实、爱岗敬业的企业精神，为实现集

团精细化目标而努力！风雨过后将是彩虹，希望属于望美的蓝天依然

会高耸人间……

路孟芳

年末岁尾，让我们共同盘点收获，守护变革转型期

间辛苦努力过后 的业绩。

新的一年， 让我们开启创新的

思维意识，开拓 广阔的眼界，续写

望美之奋斗，再 创望美之辉煌，成

就望美集团望得 见的美好与明天。

赛丽娜

祝福加祝福是很多个祝福，祝福减祝福是祝福的起点，

祝福乘祝福是无限个祝福，祝福除祝福是唯一的祝福，祝

福望美实业集团再创辉煌，前景无限。

钱  爽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2018 年的脚步已渐行渐远，

2019 的曙光就在眼前。过去的一年，望美集团在行业同

质化恶性竞争和严峻环保形势的双重压力下，迎来了新

生。真正走出了一条具有集团自身特色的变革图强之路。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新的一年，新的开

始。2019 年祝愿望美集团能够继往开来，继续自己的传奇，成为行业

的翘楚，走在时代的前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望美集团！加油！

张  旭

朱小秋

经过了 2018 年的努力奋斗，在过去的一年里望美实业集团让

我们留住了快乐，记住 了经验，带上了福气，

拼出了积极，博出了努 力，愿你总结 18，奔向

19，在新的一年我们从望 美实业集团出发，愿我

们加油鼓劲，再接再厉， 收获明年的成果，握手

明年的成功，“望美”我 们一起加油！
刘自娟

告别2018的辛劳， 吹响 2019 的号角，到处

都是快乐的味道，脸上 都是幸福的微笑，新的

一年成绩还要更高，我 们要坚信：只要努力什

么都能办到，付出就一 定会有回报，让我们一

起拼搏、坚强、齐心、 携手迎接 2019 ！

石芳艳

上联：板子、钳子、黄油枪，样样齐全
下联：改锥、卡表、万能表，应有尽有
横批：保障生产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新的征程，新的希冀，2019 我

们续航远行。新的一年我们将以更专业的姿态、更饱满的
热情、以董事长工作指导为方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助力集团变革图强而努力奋进！

史国谱

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新的希望承载新的
梦想，愿望美集团今年比去年更辉煌，猪年好运，
大展宏图！愿集团全体员工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苏  燕

路  宁

新的一年到来，企长一周年我长一周岁，
我愿与集团共同成长，祝愿集团业绩年年长。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2019 即将拉开序幕。过去
的一年我们风雨同舟，换来业绩攀高；新的一年我们
要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宗宝莎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集团乘风破浪，与
时俱进，蓬勃发展，争做最棒的企业！

闻  宇

2019 年望美实业 集团掀开了崭新的一

页，律回春晖渐，万象 始更新。

祝愿望美实业集 团在向上突破的前进道

路上一帆风顺、吉星高 照，基业长青、再创辉

煌！身后的我们是你的 坚强后盾，加油，望美！

望 美
祝 墙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