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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集团办公室 刘玮

刘涛)12月20日，全国工商联、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同

在京联合举行“全国就业与社会保

障先进民营企业暨关爱员工实现双

赢表彰大会”。会上，万达集团董事

局主席尚吉永荣获“全国关爱员工

优秀民营企业家”称号。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谢经荣代表

三方在会上讲话，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副部长张义珍宣读表彰决定，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蔡

振华主持会议。

据悉，此次活动的开展是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鼓励和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坚

定理想信念、积极参与全面深化

改革、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实现自

身科学发展，在扩大就业、关爱员

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方面发

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促进实现更

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大会表彰了 84 家“全国就业

与社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85

个“全国关爱员工实现双赢先进

集体和个人”，其中“全国双爱双

评先进企业工会”29 个，“全国关

爱员工优秀民营企业家”25 个，全

国热爱企业优秀员工”31 个。

又讯

12月28日，“山东省2018年度

两化融合深度行总结大会暨第二届

山东新动能·软件创新创业大赛颁

奖典礼”在济南举行，对获奖单位

（个人）进行表彰，万达集团董事局

主席尚吉永荣获“2018年度山东省

两化融合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据悉，东营市 5 家企业获 2018

年度山东省两化融合优秀企业荣誉

称号，4 位企业负责人获 2018 年度

山东省两化融合先进个人荣誉称

号。

会上，颁奖嘉宾为“2018 年度

山东省两化融合先进个人”、“2018

年度山东省两化融合优秀企业”、

“2018年度山东省两化融合推进工

作先进单位”、“2018年度山东省两

化融合优秀解决方案厂商”获奖个

人和单位颁发了荣誉证书。

万达集团董事局主席尚吉永荣获“全国关爱员工优秀民营企业家”
“2018年度山东省两化融合先进个人”称号

万达集团召开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项目启动大会

本报讯 （集团办公室

刘玮）12月18日，万达集团在

12 楼会议室组织召开财务共

享服务中心项目启动大会。

万达集团为提升公司信息化

建设水平，推动公司实现高质

量发展。经集团公司研究，决

定成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集团公司董事局成员、副

总裁，各下属集团、经营管理

单位、集团职能部室中层正职

及以上干部；财务公司、供应

公司、东营港供应公司全体人

员，各单位资产管理员以视频

会议形式观看本次会议。同

时，项目合作方德勤公司项目

合伙人金挺先生和项目组成

员参会。集团公司董事局董

事、轮值执行总裁巴洪社主持

会议。

会上，项目实施方德勤公

司咨询经理唐琳女士，介绍万

达集团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项

目规划实施方案，对公司财务

共享中心项目建设目标与思

路、预期收益等关键内容进行

了分享交流。集团公司流程

与信息化管理部总监、创恩公

司总经理吕英胜和财务公司

总经理谢秀娟做表态发言，信

心很足，干劲很大。

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尚

吉永作重要讲话，从集团公司

全局高度出发，就项目建设的

重要意义、工作重点和工作要

求进行了强调安排，对万达集

团实施好、建设好财务共享服

务中心项目，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尚主席强调，各责任单

位、部门要根据项目组制定的

实施方案，不折不扣的抓好跟

进落实，严格按计划推进项目

建设，尽早实现项目落地运

行。重点强调三点意见：一是

解放思想，充分认识财务共享

中心建设的重要意义。实施

财务共享中心建设是顺应新

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实施财

务共享中心建设是推动公司

经营管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举措。二是高度重视，深刻理

解财务共享中心建设的深刻

内涵。把握趋势，创新发展；

借鉴经验，做好对标；突出重

点，严格落实。三是突出重

点，合力打造财务共享中心标

杆项目。加强组织领导，落实

责任；抓好协调配合，形成合

力；严格质量管理，建立标准；

严格考核监督，狠抓落实；做

好持续改进，精益求精。

巴洪社董事就贯彻落实

好本次会议精神，讲四点意

见：一是要宣传引导，加强培

训；二是要狠抓落实，压实责

任；三是要持续优化，不断完

善；四是要形成合力、稳步推

进。

推进财务共享中心建设

是一个创新、变革的过程，万

达人要进一步更新观念、坚定

信心、扎实推进，充满激情地

投入到项目建设的各项工作

中去，切实打造标杆项目、示

范工程，为推动万达集团持续

稳健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岁月是一道光

穿透灵魂的呻吟

从远古到未来

岁月沉淀

人生之味

光的轨迹中

串起风雨雷霆

后面是追逐的浪花

前面是消逝的流云

《岁月》
□文/ 人力资源部 梁涛

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节奏

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才不会焦

躁不安，逡巡不前。

且不说鸡汤让人吃不消，就连朋

友圈都会让人羡慕红了眼。看着别

人生活得很幸福，事业很成功，可以

甩出自己一个世纪，即使是昔日不如

自己的小明，也混得风生水起，于是

一度怀疑自己，顶着一张弱智脸开始

怀疑人生。

羡慕别人没错，这样能反思自己

是否太过安于现状，停下了学习的脚

步，停止了对工作学习的思考。所以

即使开始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落后

于自己的人也能弯道超车实现逆

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这并不是说让你看到罗振宇说年轻

就该辞职就该创业，甚至卖掉北京的

房子去折腾。只不过他并没有告诉

你，他卖了北京的房子去香港买腾讯

的股票，在赚了一笔前后，赶在北京

房价新一轮上涨之前再次入手一

套。正如高晓松卖掉北京的房子去

返璞归真，生活在乡下，他却没告诉

你他是在美国加州的农村买了一套

别墅。而是要结自己的网，并非随大

流，被别人裹挟着，让自己腾空，不能

脚踏实，自由自主的前进。

大多数人的焦虑，源自于本领恐

慌。因为担心自己没有核心竞争力，

不知道工作会不会朝不保夕。在企

业工作，担心竞争力不够，会被裁员，

比如华为裁掉35岁以上员工的消息

一出引起人们对于工作的思考，大龄

白领是不是失去了自身的竞争力，未

来将何去何从？即使现在看上去是

铁饭碗的事业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

人员也将会不断地变革，谁知道未来

十年二十年会不会如同90年代的国

企下岗职工一般面临失业？倘若真

的失业，这一批人将如何维持生计？

是否有一门技能，让自己不管是在体

制内还是体制外都能捧得住饭碗，让

自己的车贷房贷继续还款，孩子的教

育基金不断流？居安思危，有压力才

有动力。

一切想法不落地，终究是空想。

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

性。若你是在企业，除了出色的完成

本职工作之外，还要打造自己相关的

业务技能，比如 PPT，PS，EXCEL，更

要结交同一个工作圈子里的小伙伴，

拓展自己的朋友圈，这样遇到合适的

机会就可以跳槽，升职加薪。正如我

的大学同学D，一直从事本专业的培

训工作，毕业后办培训辅导班，白手

起家，现在有车有房老婆孩子齐全，

甚至还帮自己家人买了房。这不就

是一个赤手空拳，稳扎稳打，利用现

有资源打造自己小宇宙的很好例子

吗？

专注于当下工作，并且提升自己

是比较迅速和稳妥的方法。倘若想

要跨领域跳槽，则要默默积累经验，

证明自己可以为之，并且有靠谱的推

荐人或者师傅，这样能够比较容易的

步入正轨。Never say never，很多

跨界的人都会做得很好，但是这背后

的付出和机缘巧合，定是你想不到

的。巴菲特也说，投资只投自己了解

的领域。贸贸然进入一个陌生的领

域，当然会一头雾水，在自己主场作

战，一切意外都能很快解决掉。

如何找到自己的节奏？就像跑

马拉松，需要自己日复一日的锻炼，

备战一样。一艘航船迷失在雾气笼

罩的大海，需要找到自己的灯塔，知

道目标在何处，就朝着这个方向一海

里一海里的行进，终能冲破雾障。

有目标。设置一个自己能完成

的目标，不会让你在追逐的过程中承

受太大的挫败感而失去信心轻言放

弃。

适度危机感。如履薄冰才能让

人有不断保持前进的力量，古人云，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且说以色列这

个国家，一个人口800万的小国家，在

过去 20 年里，10 位公民获得诺贝尔

奖，工程师数量占据总人口的高比例

世界第一，专利申请数量也是独占鳌

头，这个国家不论是在教育还是在创

业以及军事上，都保持着危机感，生

存安全第一，是这个国家的信条，独

特的文化和历史造就了这个民族的

基因，也正是这种危机感，使得以色

列在很多方面都遥遥领先。人也是

如此，适度的危机感，是促使一个人

从普通到优秀，到卓越的催化剂。慵

懒散，只会让一个人失去发掘自我的

机会。

要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就像是

一个孩子在牙牙学语的时候，自己母

亲不厌其烦的教他说话，不停重复。

这样在前进路上不会孤单，感受到别

人的肯定和鼓励，才能越挫越勇。这

个人可以是自己的父母，老师，兄弟

姐妹，朋友，爱人。在你痛苦迷茫的

时候，安抚你的伤口，给你建设性的

意见，在你飘飘然的时候让你看到现

实的另一面而落地。这个人能让你

感受到不是在孤军奋战，你永远有一

个大后方。

永远不要投机取巧。一万小时

定律，颠扑不破的道理。心急吃不了

热豆腐，越速则不达，罗马不是一天

建成的。每一个有所成绩的人的背

后，都有无数小时的钻研和付出，虽

然成功后都是一副云淡风轻，不过尔

尔的表情。那是因为没有人想让大

家看到自己曾经的灰头土脸，抑或是

人本身就是健忘的，痛苦的部分很容

易被大脑过滤掉，留下那些欢乐愉悦

的部分说与后人听。要相信只要方

向不错，结局肯定是好的。虽然偶尔

会走弯路，但是也不见得所有的弯路

都是错的。以为有实验表明，弯路之

后的加速度，是完全可以超越两点之

间直线的速度的。功到自然成。

要有自信，相信自己是最好的那

一个。每个人都是造物主的恩宠，能

够生而为人，已是万幸。健康的体

魄，健全的人格，可以用双手双脚去

创造一切的精力。有句俗话说，人比

人该死，货比货该扔，总是用短处跟

别人长处比，又有什么可比性，而且

本身人与人之间就是存在差异的。

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虽然不完美，

但是相对昨天的自己，仍然在进步，

这就是完美。会当击水三千里，自信

人生二百年。积极乐观，这个特质，

在任何有所建树的人身上都体现的

淋漓尽致。

找到自己的节奏，才能在自己的

人生征程中奋力前行，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每个人都在完成自己的使

命，即使努力之后仍泯然于众人。不

留有遗憾，尽情恣意地生活，就是对

生活最好的回应。

□文□文// 炭黑公司炭黑公司 王鲁琪

寒冷的季节里

更能看得出风骨与坚强

调皮的麻雀

如春天一般愉悦

梅花迎着北风傲放

封冻的河水

仍在冰下欢唱

白雪中的足迹

伸向前方

是谁正从远方步步走来

背着重重的行囊

那光秃的树木

更加挺拔和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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