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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刊

梁法人长3月份讲话
YG-1的同事们：
大家好！
过去的2月份虽然有春
节，但因全世界流行的新冠
肺炎疫情，不能与远方的亲
戚和朋友相聚，大多只能在
受限的范围内部分移动，度
过了宁静的节日。感谢大家
春节休假后安全地返回到公
司工作。
过去的2月份，春节休假
和工作天数的不足，使生产
和出货减少。目前，虽然订
地区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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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不足，但所幸国外和国内
的订单逐渐走向正常，并一
点点地改善着。我们跨过了
去年的困难，看到了世界经
济和中国经济复苏的迹象；
中国工厂的生产和销售等方
面也有改善，这是好的征
兆。

经济也在不断地改善着，因
此中国工厂积极地录用新员
工、不断增加产量，必然会
实现销售的扩大和效益的改
善。
从3月份开始，我们要更
加主动地开展生产活动，不
断地增加产量、强化销售、
100%满足客户的需求。至
今，我们没有改善纳期问
题，要想成为世界第一的切
削工具企业，不能改善客户
的纳期是绝对不该有的。我
们必须要改善纳期、满足客
户。有了客户，才会有公
司，才会让我们所有员工生
活的更好。

3月，经过了漫长的冬
季，春天来了。3月开始，
我们全体员工要一同奋发向
上，勇往直前。

YG-1的同事们：
2020年是公司成立以来
最困难的一年，新冠肺炎疫
情使全世界经济低糜、国外
订单骤减，从而导致生产和
销售、导致中国工厂效益最
差的结果。今年，疫苗的开
发减少了疫情的扩散，世界

YG-1的同事们：
长时间的疫情，使我们
的生活有了很多变化，但通
过每个人的努力，我们渐渐
地看到了希望，黑暗的隧道
即将要通过。当前阶段还不
能疏忽，我们要集中防疫和
加强预防，要更加注意，以
防疫情反弹。
3月，迎接初春之际，祝
愿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充满
幸福。

◆疫情提示
3月，截至北京时间3月9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17715565例，累计死
亡2610864例。数据显示，美国、巴西、印度、意大利、土耳其是新增确诊病例数最
多的五个国家。广大员工提高防疫意识，做到勤通风、勤洗手、戴口罩、不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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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把
自己的钱转账到一个陌生平
台呢？其实，骗局的设计
者，就是精准地洞悉了人们
想赚快钱的心理，用高收
益、高回报作为诱饵，引人
入套。
这些被一点小甜头冲昏
头脑的人根本无暇思考，如

节日快乐
前段时间，湖南湘西的
张先生上网时看到彩票投资
的弹窗广告，便点了进去，
在客服指引下跟单买彩票，
一年时间内亏损了60万。
山东的刘女士，在朋友
推荐下下载了一个名叫“喵
喵”的软件，里面可以投资
“虚拟猫”，6天的收益率
高 达11.5%。 刘 女 士 前 后 共
投 入15万 元 ， 买 了40多
只“猫”，显示的收益额一直
在上涨，但根本就不能提

三八妇女节，公司为女职工发放一份礼品，
祝全体女职工节日快乐，健康美丽！

YG-1 i-ONE 钻头
YG-1 i-ONE 钻头，不仅仅性价比高，而且是一种
高性能的可换式钻头。通过增强型螺钉夹持稳定。
YG-1 i-ONE 钻头采用细微颗粒的硬质合金刀片
和高级钢制带内冷孔刀柄。
特性：
✅ 经济高效的高性能可换式钻头；
✅ 采用加强型内梅花螺钉夹持稳定；
✅ H复合涂层技术实现了抗氧化和耐热性；
✅ 改善自定心能力和最佳的钻顶角形状和横刃
修磨，实现平稳加工；
✅ 镀镍钢制刀柄具有耐腐蚀和耐磨损性能；
✅ 适合碳钢，合金钢，和铸铁加工。
（刀柄长度：3XD,5XD,8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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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直到有一天，刘女士发
现软件登不上去了，所有的
钱都被锁在了里面。
和刘女士一样受骗的有
6000多人，被骗金额少的有
两三千元，多的有十几万
元。与投资猫类似的，还有
投资老鼠、兔子、龙等骗
局，都是换汤不换药，用同
样的套路，来骗取投资者手
中的钱。
为什么这样拙劣的骗
局，能够骗到全国各地那么

惊 蛰
2021年3月5日 ， 我 们 迎
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
气，惊蛰。
春雷轰隆隆始鸣，惊醒蛰
伏于地下冬眠的昆虫。天气渐
暖，杏花绽蕾，仲春既至，处
处生机勃勃。
惊蛰是一个热闹的时节。
春雷响，万物长。油菜花热烈
绽放，流金溢彩，蜜蜂穿梭其
间，蝴蝶自在起舞。
惊蛰还是一个忙碌的时

果一个东西真的那么赚钱，
别人早就闷声发财了，为什
么要分你一杯羹呢？
最容易受骗的人，就是
那些妄想一夜暴富的人，投
资、加盟等各种骗局。
生活需要踏踏实实的态
度，警惕身边那些暴富陷
阱。

节。燕子忙着衔泥筑巢，松鼠
忙着觅食补充体力，草长莺
飞，农忙季节就要到来了。
“东园垂柳径，西堰落花
津。物色连三月，风光绝四
邻。”王勃笔下，春满人间、
春光无限，行走陌上，心情也
变得舒畅起来。
春雷响起，好似催促的鼓
点。一年之计在于春，愿你不
负春光、不负自己，为了梦
想，努力奋斗。

三、设置一般要求
1、灭火器应设置在明显的地点。所谓明显地点是指
正常的通道：
包括房间出入口、走廊、门厅及楼梯等地点。因为
设置在这些位，置灭火器材较明显，又很容易被沿着安
全路线撤退的人看到和使用。
2、灭火器应设置在便于人们取
用的地点。灭火器设置点附近不得
堆放物 品，以免影响取用。灭火 器
固定件或灭火器箱箱体均不得造成
取用灭火器困难。

消
防
安全
3、灭火器的设置不得影响安全
疏 散。灭火 器设置，特别是停放 推
知
车式灭火器的位置，不得占用或阻
塞疏散通道，不得影响人员安全疏
识
散。墙式灭 火器箱门打开 时，也 不
（34）
得阻挡人员安全疏散。
4、对有视线障碍的灭火器设置
点，应设置指示其位置的发光标志。
5、灭火器设置稳固。手提式灭火器要防止发生跌落
等现象，推车式灭火器不要设置在斜坡和地基不结实的
地点，不得出现滑动情况。
6、设置灭火器应显示主要性能指标、适用扑救火灾
的种类和用法，使人们在拿到符合配置要求的灭火器后
能正确使用，充分发挥灭火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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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费：中小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
再降10%
消费：稳定增加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
★创新：以“十年磨一剑”精神在关键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
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人均预期寿命再提高1岁
★乡村振兴：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到95%
★开放：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尽早生效实施、中欧投资协定签署
★环保：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达到70%
三、今年主要目标
★教育：在教育公平上迈出更大步伐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
★医保：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
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再增加30元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
和5元
★住房：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
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税
★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费负担
★文体：精心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四、今年部分重点工作
会
★财政：今年赤字率拟按3.2%左右安排 ★港澳台：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
★减税：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 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

政府工作报告极简版
3月5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
告，要点如下：

一、去年工作回顾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
增长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3%
★为市场主体减负超过2.6万亿元
★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
★年初剩余的551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5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国内疫情防控仍有薄弱环节，经济恢
复基础尚不牢固

二、“十四五”主要目标
★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欣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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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时候，eBay
用15亿美元收购了PayPal。
卖了PayPal的马斯克，又开

在研发猎鹰火箭的同

于是2004年，他创办了

发的猎鹰9号火箭，成功将

时，马斯克想到了另一个问

特斯拉。现在特斯拉市值

“龙飞船”发射到预定轨

题：“如果汽车一直消耗石

1800多亿美元，已经成为全

道。马斯克启动了他的火星

油，石油迟早有一天会耗

球第一大车企。
2016年12月17日，洛杉

有一天地球毁灭了，那人类

矶出现严重交通拥堵，堵在

将往何处去？只有去外太空

路上的马斯克，连发了几条

才能生存。”

推特：“堵车快把我逼疯
了，我要解决城市堵车问

“我想在火星上建立实

题。”大家以为他只是抱

验温室，将地球上的种子带

怨，没想到两个月后，他真

到火星种植，为以后人类登

的创办了隧道挖掘公司，

陆火星作准备。”马斯克奔

“我想建立地下高速隧道系

赴俄罗斯，商讨洲际导弹发

统，能容一辆小汽车通过，

射实验室方案，俄罗斯要价

汽车只要停在电动滑板上，

奇高，马斯克三顾茅庐，依
然压不下价格，于是他诞生
了一个想法：“我要自己建

就可以高速前进，时速可达

马斯克这个“疯子”（中）

240公里/小时。”
2018年11月18日，第一

造火箭。”

家，创建了太空探索公司

3月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美国知名传染
病学专家福奇日前通过视频国际研讨会连线对话，探
讨全球抗疫合作等话题。
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陈希对记者
说，“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加强全球抗疫合作
有助于在全球范围遏制疫情。推动新冠疫苗在全球同
步、公平地分配，对减少病毒跨国传播、快速变异的
风险有很大帮助”。
另据中国外交部消息，中国已经向全球53个国家
提供了疫苗援助，成为了真正的“全球公共产品”。
中国疫苗的成功研发和批量生产，对于中国和世
界各国来说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新冠肺炎疫情在
全球的蔓延使得不少发展中国家饱受其害，他们的经
济发展停滞，国家陷入困境。而中国在成功研发疫苗
后积极帮助中低收入国家，为他们提供疫苗，协助他
们抗击疫情。

2010年12月8日，SpaceX研

始琢磨另一个难题：“如果

他重金招揽了一批科学

全球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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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计划，“2050年我要把

尽，那到时我们该怎么办

条示范隧道在洛杉矶惊艳亮

100万人带到火星。”

呢？只有制造纯电动汽

相。

5

SpaceX。经过多次失败后，

目标意识
要有目标。
通常说，两点之间直线
最短。如果有目标，那就是
明确了方向，可以朝着目标
而去。最好的办法是直线距
离，但如果不能，虽然走的
过程中会弯弯曲曲，但大方
向不会变，就不会迷失方
向。
细分目标。
日本的马拉松选手山本
田一，在连续两次获得世界
冠军后，有记者问及他成功
的 原 因 ， 他 只 淡 淡地
说：“靠智慧”。
众人皆不解，直到10年
后在他的自传中说到了他获
胜的原因，他在自传中是这

么说的：每次比赛之前，我
都要乘车把比赛的线路仔细
地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
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第一
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
是一棵大树；第三个标志是
一座红房子……这样一直画
到赛程的终点。40多公里的
赛程，就被我分解成这么几
个小目标，完成每一个小目
标，就轻松地跑完了。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
目标对我们完成一件事情的
重要性，所以你需要的就是
找到你的目标，然后将目标
细分到每一个小目标。这样
一步一步坚持下去，最终的
目标就能达成。

车。”

荣 格 跟 学 生 说 ：“你 连 想 改 变 别 人 的 念 头 都 不 要
有！”
我们往往有一种执念，就是当看到别人有缺点的时
候，或者在走弯路的时候，总是试图纠正别人，企图让他
们改变自己，少走弯路，很多人都做过这种事。实际上，
改变别人的念头和想法，都在消耗你和对方的心力，都会
彼此折磨。

改变自己
凡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种人将一天比一天强大。
凡事先找别人的问题，这种人永远不能进步，永远都
在抱怨别人。
当我们学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意味着我们的思维是
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别人。我们总是对别人的缺点洞察
入微，对自己的不足视而不见，于是产生不断的妄念，跟
人不断起争执、生是非，这也是痛苦的根本。
我们真正要做的，其实是改变自己。有句俗语说，改
变自己是神，改变别人是神经病。

绘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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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梵高 作品
鸢尾花，是荷兰画家文森特·梵高的一幅作品，创
作于去世的前一年——1889年5月。作品现收藏在美国
加州保罗盖兹美术馆。
这幅《鸢尾花》被称为梵高在“圣雷米时期最伟大
的作品之一”，它远远地就能吸引住人们的目光，色彩
丰富，线条细致而多变，整个画面充满律动及和谐之
美，洋溢着清新的气氛和活力。鸢尾和向日葵一样，原
本都是很平凡的植物，但梵高赋予它们精彩的形象与色
彩以及永恒的生命力，是这位一生都在痛苦与挣扎中度
过的画家对大自然的赞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画的
鸢尾花鲜丽可爱，但又有点忧伤，有点孤独和不安，甚
至有一种近乎挣扎的姿态。画家梵高也在油画中表达出
清新的洋溢与活力的气氛。

鸢尾花

2021年03月10日

越自律，越自由。
自律的人，看似辛苦，却因为这
种“辛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所
谓自由，不是放纵自己，而是主宰自
我。只有懂得自律的人，才能拥有自
由的人生。

坚持做不喜欢
但应该做的事情。
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人容易变
得十分懒散，做事拖拖拉拉，得过且
过。所以，每天要逼着自己去做一点

人生感悟
少，他就不断反省并激励自己。渐渐
黄豆和黑豆数量持平，他更加严格要
求自己。久而久之，瓶中黄豆越积越
多，黑豆越来越显得微不足道。
凭着这种持久的约束和激励，他
不断修炼自己、完善自我，终成德高
望重的一代名臣。

职场上，哪有那么多
做起来心情愉悦的事！
哪怕是自己喜欢的事，枯燥的重
复和乏味的过程，有时候也会让人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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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自律意味着，你必须有所放弃，
放弃自己的偏好，放弃自己的惰性。
你想要保持完美的体型，健康的身
体，就必须和垃圾食品说再见；你想
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就必须在业余时
间，付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拒绝无
益的社交、拒绝没有节制地玩游戏等
浪费时间的行为……
王阳明说：人须有为己之心，方
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人需要
有一颗检讨自己的心，才能克制约束
自己的欲望；能够克制约束自己的欲
望，才能成就自己。

鸢尾花为草本植物，五月开花，法国人视它为国
花，认定它是光明和自由的象征。 1988年，这幅画拍卖
时卖出了5390万美元的高价 ，被视为全世界最昂贵的十
幅画之一，作者文森特·梵高是继伦勃朗之后荷兰最伟
大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画家。

One could not count the moons that shimmer on her roofs
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
And the thousand splendid suns that hide behind her walls
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
——胡塞尼《灿烂千阳》

《灿烂千阳》是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赛
尼创作的长篇小说，2007年5月22日在美国首发。
胡塞尼将关注焦点放在阿富汗妇女身上，小说讲
述了两个阿富汗妇女的不幸故事，个人要忍耐饥饿、
病痛的约束。家庭要承受战争的创伤、难民的流离失
所……这是一部阿富汗忍耐的历史。
千千万万的阿富汗妇女蒙在面纱后的面孔是笑着还
是哭着，没人知道，但她们唯一呈现给这个世界的双眼
却充满着希望。

《灿烂千阳》是通俗小说的精品，是一部有关勇
敢、荣誉与宽容的书。——《华盛顿邮报》

不愿意做但有益的事情，如此，人的
潜力才能得到激发，心性才能得以磨
砺。
明代大学士徐溥曾效仿古人，在
书桌上放了两个瓶子，分别装黑豆和
黄豆。每当心中产生一个善念、说出
一句善言、做了一件善事，便往瓶子
中投一粒黄豆。相反，若是内心有什
么不好的念头，言行有什么过失，便
投一粒黑豆。开始时，黑豆多黄豆

烦。对此王阳明和曾国藩都主张是：
咬牙做去！世上的许多事情，都是被
逼出来的。多做不喜欢但应该做的事
情，能获得意想不到的修为。

拒绝做喜欢
但不应该做的事情。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自律的重要
性，但现实中，却很少有人做得到？

能够把那些琳琅满目的诱惑，毫
不犹豫地拿开，并按照对自我的高要
求严格去做，这是自律。
自律从来就不是虚于表面的东
西，它能够带给我们的，是内在的深
层的改变，带领我们往更好的方向发
展。通过自律实现的更多的选择，更
广阔的人生，那样的自由才值得珍
视，才有价值。
从今天起，开始自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