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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 报 “鸡去瑶池传喜讯，犬来大

地报春意。”在这辞旧迎新、吉

祥喜庆的美好时刻，我谨代表

挪宝新能源集团向一直以来关

心支持挪宝事业拓展的各级领

导、各界人士、广大客户表示衷

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向多年以

来为公司建设发展奋力拼搏、

默默奉献的全体员工及其家人

致以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

“岁月不居，天道酬勤。”过去

的2017年，是挪宝新能源集团迎

接新挑战、抓住新机遇快速发展

之年，也是挪宝人团结一心、砥砺

前行的奋斗进取之年。公司各条

战线不仅项目运行良好、生产数

质量节节攀高，而且经营创收、技

术研发、产品创新都取得了新的

可喜成果。尤其是圆满完成北戴

河区400多万平方米供暖项目，

标志着挪宝成功开创了与政府签

署整座城市冬季供暖综合改造项

目，意义重大深远，广受关注好

评。新的一年，挪宝将以城市综

合改造项目为范本，面向其他北

方城市推广，其市场体量巨大，未

来发展前景广阔。

“旧岁已展千重锦，新年再

进百尺杆。”回顾2017，我们有

艰辛、有困难、也有收获；展望

2018，我们有期盼、有信心、更

要有行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要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国家《地热能开发利用“十三

五”规划》也要求在“十三五”

末，地热供暖面积累计要达到

16亿平方米。我们挪宝人一定

要响应党的号召和祖国的召

唤，乘势而上、奋发作为，汲大

地灵气、兴科技能源，以“高品

质的绿色旅程，永不止步的可

持续发展事业”为使命追求，同

心同德同力，向前向上向好，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

头”，为建设美丽中国，打赢蓝

天保卫战，做出挪宝人应有的

贡献。

最后，借《挪报》创刊之地，

恭祝大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

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2018年2月5日

2018 年 1 月 19 日，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区委

副书记、区长陈秋华一

行 6人到挪宝新能源集

团参观交流，与董事长

孙国平就进一步推进北

戴河区城市地热供暖项

目，以及相关产业合作

进行了深入交谈。

陈区长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挪宝集团在北戴

河区城市供暖综合改造项目中取得的可喜成绩，

高度赞赏挪宝集团多年来为绿色环保事业作出的

卓越贡献，并代表北戴河区委区政府和全区人民

向挪宝集团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

陈区长指出，地热供暖项目让北戴河人民在冬

季来临之际，及时享受到了融融暖意，也告别了传统

取暖方式带来的高能耗、高污染，切身体会到了节

能、环保、舒适、高效、便捷的高品质生活，必将在北

戴河城市建设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陈区长指出，此次项目时间紧、任务重、要求

高，挪宝集团呈现出了优秀龙头企业一流的技术

水平、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精准的工匠精神，受到区

委区政府和人民群众的

一致好评。希望挪宝集

团保持好的经验做法，

加大产品研发力度，持

续为人民群众提供美好

的宜居工程，为我国的

节能环保事业做出更大

贡献。

孙国平董事长代表

挪宝新能源集团感谢陈秋华区长对北戴河项目的

肯定，感谢北戴河区委区政府和人民群众在项目

建设中给予的帮助和支持。孙总表示，挪宝将再

接再厉，把每一个项目都当作义不容辞的使命任

务，永不满足、永不懈怠、永不停步。未来，挪宝将

一如既往地把“绿色、节能、高效”放在首位，坚持

服务人民、造福百姓的宗旨，用一流的品质践行挪

宝“绿色旅程，最佳伙伴”的不变誓言。

参加本次活动的还有：秦皇岛市第 32项目服

务组组长柳雪松、北戴河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

晓青、北戴河区国税局局长杨禹、北戴河开发区投

资促进局局长李学博、北戴河开发区投资促进局

科员刘靓，挪宝集团副总裁朱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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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北戴河区陈秋华区长
一行到挪宝新能源集团参观交流

2017 年 11 月初，北戴河区 400 余万平方米的

城市供暖综合改造项目建成并交付使用。项目从

2017年8月始建，经过挪宝新能源集团上下日以继

夜的艰苦努力，以绝对的环保、显著的节能、舒适

的体验、一流的品质赢得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

的一致好评。

北戴河区的供暖改造，是挪宝集团第一次与

政府签署的整座城市冬季供暖综合改造项目，开

创了挪宝与政府合作模式的先河，意味着挪宝在

业务能力上由单一项目管理向整体复合项目管理

的飞跃，对于未来的发展有着重大深远的意义。

项目建成后，挪宝将以此为范本，面向市场体量巨

大的中国北方各城市推广产品和服务，发展前景

广阔。

挪宝集团开创了与政府签署整座城市冬季供暖项目的新模式

2017 年 6 月，挪宝新能源集团与北戴河区政

府签署了城市冬季供暖综合改造项目协议。江

西挪宝电器有限公司作为集团唯一的设备生产

基地，承接了本项目所需的地源热泵机组生产

任务。

接到任务后，公司第一时间召开会议，统一思

想、部署工作、分解任务、压实责任，全力以赴确保

生产任务完成。针对工期短、任务重、材料到货周

期长等实际，公司采取“五加二、白加黑”的连续作

战模式，无论是高温炎热的暑期，还是中秋国庆等

假期，敬业的员工们始终坚守在一线岗位上，不辞

辛劳、忘我工作，用短短4个月的时间，保质保量完

成了项目所需机器设备的生产任务。同时，公司

还采取多种措施，夏季做好防暑降温，冬季抓好防

寒保暖，事事强调安全第一，时时加强安全监督，

实现了生产任务和安全稳定的双丰收。

江西挪宝电器有限公司全力保障集团战略项目顺利完成



2 行业政策
员工风采

2017年 12月 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国家能源局联合

发布《关于加快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促进北方采暖地区

燃煤减量替代的通知》。

《通知》强调，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等北方采暖地区

为重点，到2020年，浅层地热能在供热（冷）领域得到有

效应用，应用水平得到较大提升，在替代民用散煤供热

（冷）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区域供热（冷）用能结构得到优

化，相关政策机制和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浅层地热能

利用技术开发、咨询评价、关键设备制造、工程建设、运

营服务等产业体系进一步健全。

《通知》提出，要统筹推进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一

是科学规划开发布局。要摸清地质条件，合理划定地热

矿业权设置区块。二是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对现有非

清洁燃煤供暖适宜用浅层地热能替代的，应尽快完成替

代；在适宜发展浅层地热能供暖的城乡结合部等区域，

积极发展浅层地热能供暖。三是提升运行管理水平。

项目建设和运营应严格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规范进行。四是创新开发利用模式。在浅层地热能开

发利用领域大力推广采取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通知》指出，鼓励相关地区创新投融资模式、供热

体制和供热运营模式，进一步放开城镇供暖行业的市场

准入，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积极

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浅层地热能开发。

挪 报
三部委印发
《地热能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

2017年1月23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印发了《地热能开

发利用“十三五”规划》。

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地热能开发将拉动总计2600亿元投资。其中，新增浅

层地热能供暖（制冷）面积7亿平方米，可拉动投资约1400亿元。地热能开发利用还

可带动地热资源勘查评价、钻井、热泵、换热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和设备制造产业的发

展。

针对长江经济带地区城镇居民供暖的迫切需求，以重庆、上海、苏南地区城市

群、武汉及周边城市群、贵阳、银川等地为重点，整体推进浅层地热能供暖（制冷）项

目建设。

预计到2020年，地热能年利用总量相当于替代化石能源7000万吨标准煤，相应

减排二氧化碳1.7亿吨。

2017年 12月 5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等十部委共同发布《北方地区冬季清洁

取暖规划（2017-2021）》，对北方地热供暖、生物质供暖、太阳能供暖、天然气供暖、

电供暖、工业余热供暖、清洁燃煤集中供暖、北方重点地区冬季清洁供暖“煤改气”气

源保障总体方案做出了具体安排。

到2021年，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达到70%，地热供暖面积达到 10 亿平方米，其

中浅层地热供暖5亿平方米。力争5年时间左右，基本实现雾霾严重化城市地区的

散煤供暖清洁化。

到 2021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2+26”重点城市，城区全部实现清洁取暖，县

城和城乡结合部清洁取暖率达到80%以上，农村地区清洁取暖率60%以上。

十部委共同发布
《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

2017年11月，挪宝新能源集团北戴河项

目施工现场，一位赤膊的小伙子，正在对一台

水泵过滤器进行清理。此时的北戴河温度接

近零下，寒风如一把把小刀透过设备大棚的

缝隙割在施工人员的脸上和身上，每个人都

不由的打着哆嗦。只有他将裸露的身体半探

进冰冷的机器，忍耐着寒冷和恶臭，将过滤器

内一滩滩的污秽物用双手捞出。半小时、一

小时、一个半小时，大家都在为他担心着。当

两个小时悄然滑过，他终于排除了设备的故

障，钻出设备向大家露出他一贯朴实的微笑。

他就是赵旺，共青挪宝电器有限公司的

一名普通员工，一位 21岁的江西小伙。上述

的场景，只是他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他每

天奔波在北戴河项目的各个站点之间，和所

有挪宝同仁一起，为项目的推进和公司的发

展日以继夜地忙碌着。

小赵裸身清理水泵过滤器的视频在公司

内广为流传，感动着每位员工。笔者也带着

这份感动与小赵作了一次交流。小赵是一个

直爽的人，笔者问他来挪宝后的感受，他只是

简单地说：“我喜欢这里的氛围，喜欢这里的

人。”小赵说，在挪宝他认识了很多好老师、好

兄弟，他们不仅在工作上给予帮助和指导，在

生活中也给予了很多如家人般的关心关爱。

由于天冷，事发当天，小赵所在班组的好

几位同事都不同程度的患了感冒。那天恰逢

小赵轮休，但是当维修任务到来的时候，看着

患病的同事，小赵果断放弃了休息，从而有了

文章开头的那一幕画面。“都是兄弟嘛，我不

忍心让我的兄弟们带着病去工作，那天只有

我没生病，我又年轻，这种时候我不上谁上！”

聊到这里时小赵坚定的说。

“赵旺这个孩子特别努力，自尊心很强，

什么事都抢着做，而且都要做第一。”赵旺的

组长这样描述他所认识的小赵，“他刚进厂的

时候跟着一位同事学装配，同事们工作效率

很高，但赵旺是新手，总显得笨手笨脚，于是

他就天天跟着这个同事，边看边学。同事休

息了，他就跑到机器上去实践，同事来上班

了，他就问东问西，很快他就熟练的掌握了装

配工艺，没过多久就成了这个班组技术最好

的工人。”组长说，小赵是个实心眼，对事很认

真，对人很真诚，同时还是一个富有责任心的

小伙子。有一次他安装的管路出了问题，为

此组长和他都被扣了奖金，但他并没有因为

这次失败而气馁，相反他更加坚定的说：“组

长让我再试一次！”最终，小赵找出了原因解

决了问题。

这就是赵旺，那个在寒冬中裸身工作的赵

旺，那个勤恳踏实积极进取的赵旺，那个简单直

率，视公司如家、视同事如亲人的赵旺。当我们

在各自岗位上盘点着一年来的业绩时，我们都

不应忘记，在挪宝有

着无数个这样的赵

旺，为公司的建设发

展默默地贡献着力

量。

最后，笔者想

引用赵旺组长的一

句 话 ，挪 宝 的“ 赵

旺”们加油，挪宝的

明天会因为你们而

更加精彩！

员工风采——记共青挪宝电器员工赵旺

六部门联合发文
加快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

www.nobaogroup.com
yangxi@nobao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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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驿站
励志故事挪 报

1、雾霾的概念及成因

雾霾是雾和霾的结合体。雾主要是由水

汽形成，对能见度造成影响；霾通常是指空气

中的微小颗粒，直径 1到 2.5微米之间。雾是

液态水，霾是固体灰尘。

雾霾主要是环境污染造成的：一是汽车

尾气；二是北方到了冬季烧煤供暖所产生的

废气；三是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

近年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北方地

区在冬季经常会遇到长时间的雾霾过程，主

要是因为北方地区采暖期猛增的能源消耗排

放造成的。

2、雾霾对人体的危害

雾霾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有六个方面：一

是引发鼻炎、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还会

诱发肺癌；二是引发高血压、脑溢血等心血管

疾病；三是传染病发病几率增大；四是日照减

少，不利儿童成长；五是会刺激或加剧心理抑

郁状态；六是长期在高浓度污染的空气中会

影响生育。

3、个人防护措施

雾霾天，我们应结合工作生活实际，采取

一些必要的防护措施。一是尽量少外出；二

是外出戴口（鼻）罩；三是尽量少开窗；四是饮

食清淡多喝水；五是适量补充维生素D；六是

深层清洁皮肤。

4、国家治理情况

2013 年 9 月国家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经过几年努力，总体情况有所改

善，但污染状况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局部地区

污染依然严重，形势不容乐观。

今后一段时期，国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一是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二是调

整能源结构，更多使用可再生能源。三是要

加大节能力度和考核。四是调整运输结构，

减少公路和货运比重。

冬季治霾仍是重中之重，国家继续推进

冬季清洁取暖。利用地热供暖是治理雾霾的

重要手段之一，将被大力推广和运用。

人的一生往往会发生很

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有时候，我

们帮助别人或感恩别人，却可

能冥冥之中有轮回。今天，我

们就来给大家分享一则小故事。

100多年前的某天下午，在英国一个乡村

的田野里，一位贫困的农民正在劳作。忽然，

他听到远处传来了呼救的声音，原来，一名少

年不幸落水了。农民不假思索，奋不顾身地

跳入水中救人。孩子得救了。后来，大家才

知道，这个获救的孩子是一个贵族公子。

几天后，老贵族亲自带着礼物登门感谢，

农民却拒绝了这份厚礼。

在他看来，当时救人只是出于自己的良

心，自己并不能因为对方出身高贵就贪恋别

人的财物。

故事到这儿并没有结束。老贵族因为敬

佩农民的善良与高尚，感念他的恩德，决定资

助农民的儿子到伦敦去接受高等教育。

农民接受了这份馈赠，能让自己的孩子

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他多年来的梦想。农民很

快乐，因为他的儿子终于有了走进外面世界、

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老贵族也很快乐，因为

他终于为自己的恩人完成了梦想。

多年后，农民的儿子从伦敦圣玛丽医学

院毕业了，他品学兼优，后来被英国皇家授勋

封爵，并获得 194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他就

是亚历山大•弗莱明，青霉素的发明者。

那名贵族公子也长大了，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患上了严重的肺炎，但幸运的是，依

靠青霉素，他很快就痊愈了。这名贵族公子

就是英国首相丘吉尔。

农民与贵族，都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伸出了援手，却为他们自己的后代甚至国家

播下了善种。

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只有因果，没

有偶然，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人与人之间，

人与集体之间都是如此，成就别人，成就集

体，最终将成就自己。

健康
小贴士小贴士

成就别人成就别人成就别人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就是成就自己就是成就自己就是成就自己

雾霾的危害与防护

www.nobaogroup.com
yangxi@nobao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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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奋斗、共甘苦，这就是挪宝，一个

团结心齐的团队，一个的敬

业实干的团队，一个

创新拼搏的

团队！

1、影视

2、展览及演出

春节临近，大家即将迎来假期，我们在这里为大家推荐一些的优秀文艺作
品和活动，供大家参考欣赏！

◆典雅与狂欢：来自雅典卫城博物馆的珍宝

时间：2018.01.11-2018.04.18
每天09:00-17:00（周一闭馆）

地点：上海黄浦区人民大道201号 上海博物馆大堂

票价：免费

◆蝶梦百年——影后胡蝶私人珍藏照片展

时间：2018.01.21-2018.03.18
每天 10:30 - 17:30（每周一闭馆）

地点：上海徐汇区龙腾大道2555号

上海摄影艺术中心

票价：免费

◆音乐剧《坠入爱河》冬季版

时间：2018.01.25-02.14
每天19:30（周六14:00加场）

地点：上海乌鲁木齐北路459
号静安区文化馆3号1楼

光影车间•静剧场

票价：80-280元

◆明星版人气话剧《守岁》

时间：2018.02.09-02.10
每天19:15

地点：上海浦东新区丁香路

425号东方艺术中心

票价：80-880元

www.nobaogroup.com
yangxi@nobaogroup.com

4 文艺纵览
随手影像

文娱之窗

挪 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