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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 报

初夏五月，挪宝新

能源集团首届“宝&
家”杯羽毛球比赛成

功举办。本届杯赛由

集团统一策划，全国

各分公司自行组织。

作为挪宝新能源

集团“宝&家”系列文

化工作的第一场大型

活动，本届杯赛得到

了集团领导的大力支

持，孙国平董事长在

百忙之中亲自过问活

动的每一个细节，审

定比赛方案，提出具

体要求。姬国卿副总

裁对比赛进行周密筹

划，带领工作小组现

场指导比赛的组织与

实施。

各分公司也对本次杯赛投入了极大的

热情，积极参与、认真组织。北京冠航公司

领导亲自参与比赛，与大家乐在一起；北戴

河挪宝能源公司在奥林匹克大道公园体育

场举行了比赛，北戴河分公司常务副总滕

凌江亲自担任此次比

赛的裁判长；挪宝天

津公司注重在比赛中

培养员工的奋斗精

神，为在工作中更好

地攻坚克难打下坚实

的思想基础；挪宝能

源技术宁夏公司的比

赛引来了当地群众的

驻足观看，既营造了

内部团结和谐的良好

氛围，又展现了挪宝

员工积极向上的精神

面貌。

本 次 羽 毛 球 比

赛，全体员工都能够

踊跃报名、全力参赛，

发扬了“有第一就争，

见红旗就扛”的进取

精神，体现了挪宝新能源集团精诚团结、斗

志昂扬的精神风貌。较好地提升了公司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丰富了员工的业余生活。

下一步，集团还将推出更多健康向上的文

体活动，提升企业文化建设水平，打造亮丽

企业文化品牌，促进挪宝事业全面发展。

5月19日下午18时，挪宝新能源集团孙国平董事长陪同北戴河区委副书记、区长陈

秋华，莅临挪宝勘察公司5711地源热泵供热项目改造工程施工现场视察指导工作。

孙国平董事长视察地源热泵供热项目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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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8日，石家庄市灵

寿县地源热泵考察团一行5
人，由县政协主席白东风带

队，到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实

地考察地源热泵集中供热

项目。北戴河区政府副区

长张敏、挪宝能源(控股)集
团副总裁董彩萍陪同考察。

考察团一行先后察看

了北戴河区北房、医院和滨

海供热站，对机器设备的性

能、技术参数以及供热站日

常运行、维护、检修等进行

了询问了解。随后，考察团

一行、北戴河区政府有关领

导和挪宝集团有关人员在

北戴河区政府会议室召开

座谈会。

会上，北戴河区住建

局局长黄建勇对北戴河区

供暖的基本情况作了说明，

对挪宝地源热泵集中供暖

项目运行后群众一致好评、

环境明显改善、能耗显著减

少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北

戴河区副区长张敏对挪宝

集团过去一年来在当地冬

季供暖做的重大贡献给予

了高度评价和肯定，并对将

来政企之间进一步加强合

作提出了希望。

挪宝集团邢广忠顾问

从地源热泵的生产、设计、

安装、服务一体化，八大专业特

点与管理优势，先进的供暖技

术和灵活的商业合作模式等方

面，对地源热泵集中供热项目

进行了详细阐述，对考察团一

行的现场提问一一作了解答。

座谈会气氛热烈，研讨深入。

会议最后，石家庄市灵寿

县政协主席白东风作了讲话，

对此次考察感到非常满意，收

获很大。对北戴河区利用地源

热泵集中供暖的成功经验给予

充分肯定。并表示，会后将就

有关项目的具体细节问题与各

方进行深入交流，期待早日合

作成功。

挪宝新能源集团成功举办
首届“宝&家”杯羽毛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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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宝新能源集团挪宝新能源集团““宝宝&&家家””杯羽毛球比赛获奖名单杯羽毛球比赛获奖名单
★上海赛区★
女子单打冠军：封 瑾

女子单打亚军：张向红

女子单打季军：孙云兰

男子单打冠军：周志明

男子单打亚军：胡永康

男子单打季军：范键兵

混合双打冠军：封 瑾、周志明

★天津赛区★
女子单打冠军：郭丽莉

女子单打亚军：陈 娟

女子单打季军：梁士金

男子单打冠军：程明利

男子单打亚军：邓 磊

男子单打季军：周 海

混合双打冠军：程明利、郭丽莉

★北戴河赛区★
女子单打冠军：李佳雨

女子单打亚军：苏敏敬

女子单打季军：边一凡

男子单打冠军：范龙东

男子单打亚军：王 亮

男子单打季军：关永召

★宁夏赛区★
男子单打冠军：韩光超

★北京赛区★
女子单打冠军：蒋喜娟

女子单打亚军：边 鑫

女子单打季军：汲利咚

挪波（上海）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是挪宝新能源集团旗下从

事海外进口贸易、在华渠道分

销、跟踪售后的多元化项目服

务分支，运用跨境贸易资源，丰

富在华市场需求，使消费者享

受到国际商品采购的渠道便捷

和服务实现。

目前主要经营北欧五国

（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冰岛）

的各类商品，包括来自挪威的

伊丝贝尔千年冰川水；丹麦格

陵兰岛的北极甜虾及长脚雪

蟹；还有来自北大西洋鲜嫩鳕

鱼。作为挪丹瑞芬首批上线商

品中的“明星产品”，挪丹瑞芬

更是将产品质量放首位，从北

欧供应商的选择到产品运输，

其过程都秉承着绿色环保、维

持生态系统的捕捞原则，落实

国家可持续发展生态理念，来

制成品质卓越的产品，并层层

把控确保产品安全，让每个选

择挪丹瑞芬的客户吃的安心、

喝的放心。

就目前挪丹瑞芬商城上新

的几款产品，给大家简单介绍

一下：

一、挪威伊丝贝尔千年冰

川水——源自于挪威哈当厄尔

古兰冰川之下，其不同于普通

矿泉水是直接取自天然或人工

钻孔而得的地下含水层的水，

冰川水则是由冰川融化后渗入

地下，经地岩、地磁、地热、高压

等作用，渗透、过滤、矿化，并由

沿断裂上升渗出而最终形成的

高品质冰川矿泉水。没有化学

净化、没有人工过滤、与空气没

有任何接触，只是单纯运用大

自然的力量来提炼最纯净的水

源。不仅完全符合人体用水需

求及营养，在成分上更是远超

于一般饮用水，加上不同水中

不同的微量元素，会给予味蕾

予不同的软硬、甜苦、滑涩、凉

暖之感。而且不用担心任何水

质问题，是实实在在健康饮用

水的首选。

二、皇家格陵兰北极甜虾

——源自于格陵兰岛西部的原

生态海域，寒冷的环境提供了

理想的生长条件，使这种野生

虾缓慢生长，充分形成细腻的

口味和质感。全年均可捕捞，

但会受到冰况的限制，人们只

可在海水结冰期间于近海或远

洋捕捞这种虾，带壳虾在打捞

上来之后，会第一时间在我们

现代化的拖网渔船上直接完成

加工、包装和冷冻等工序；而北

极虾仁的加工则是在陆地工厂

完成，煮熟、剥壳然后包装、冷

冻。无论使用哪种工序，皇家

格陵兰北极虾始终保持海洋的

原汁新鲜，如果你喜欢味道清

甜、肉质多汁紧实、富有高蛋白

营养的甜虾，皇家格陵兰绝对

是你的不二选择。

三、皇家格陵兰长脚雪蟹

——雪蟹又名皇后蟹，生长于

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最寒冷的

地方，那里的水温常年低于 4°
C。这种野生雪蟹体型娇小，

有着细长的蟹腿和淡橙棕色或

红色的壳，约可生长 6 年，通常

生活于泥泞或多沙的近海或峡

湾海床。同样打捞上来的雪蟹

和甜虾一样，会在第一时间送

至加工厂，盐水烹熟并立即冷

冻，以保证客户享受到最新鲜

原汁的雪蟹。为了贯彻格陵兰

对于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当捕捞到雌蟹或体型较小的雄

蟹时，会被立即放生回海洋，这

种行为不仅让雪蟹的捕捞得以

持续，让客户能够持续不断地

享用这种美味，也确保客户能

获得最优品质的长脚雪蟹。

四、北大西洋鲜嫩鳕鱼

——常见于北大西洋和巴伦支

海，是世界上最出名、最受青睐

的鱼种之一。和其它地区的同

类相比，北极地区冰冷的海水

使得这里的鳕鱼生长缓慢、发

育充分，所以其口感紧实、味道

鲜美。而捕捞鳕鱼始终以最鲜

活的状态送进加工厂，从活鱼

出水到切片进冷库，整个过程

最多只花 2小时。鱼在僵硬前

就被快速放血、切片。和用传

统方法加工的鳕鱼相比，更好

地保留了鱼肉中的水分，确保

了其杰出的食用品质，给客户

最高品质的鲜美。

挪丹瑞芬作为线上商超

“后起之秀”，始终以“客户至

上、品质为先”的经营理念；“尊

重产品，维持产品本色、本味”

为原则，经口感品鉴、踏遍世界

数十个特色产区，精选近百种

生鲜及天然水，甄选出最佳批

次，生鲜全程冷链运输搭配产

品级高档干冰保鲜，保证送达

的生鲜安全美味。选择的所有

产品都提供都市人群日常健康

饮食所需，更以出色品质满足

资深老饕的美食诉求，挪丹瑞

芬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线上商

超，没有之一。

为打开挪丹瑞芬市场知名

度，能更大力度的宣传品牌，目

前每周将会以微信推文的形式

进行推广，每月也将不定期举

行“放价”活动，扫描挪丹瑞芬

二维码了解商城第一手资讯！

线上商超新秀崛起之——挪丹瑞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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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坐不动危害很多，你知道吗？

首先，久坐不动，气血不畅，会使

肌肉松弛，弹性降低，出现下肢浮肿，

倦怠乏力，重则会引起肌肉僵硬，感到

疼痛麻木，引发肌肉萎缩；

其次，久坐不动，血液循环减缓，

则会导致大脑供血不足，伤神损脑，产

生精神压抑，老年人记忆力下降，注意

力不集中；患有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

久坐血液循环迟缓最容易诱发心肌梗

塞和脑血栓的形成。

第三则是久坐会引起胃肠的蠕动

减弱，消化液分泌减少，会出现食欲不

振、消化不良以及腹部饱胀的症状，

最后，久坐肩背腰部持续保持固定

姿势，椎间盘和棘间韧带长时间处于一

种紧张僵持的状态，就会导致颈肩腰背

僵硬酸胀疼痛，或者俯仰转身困难；

推荐4个小动作对抗久坐危害

1、敲敲大腿

一天到晚在办公室久坐，时间一

长，肥胖不请自来。不仅如此，还容易

引发痛经、内分泌失调、尾骨痛、便秘

等疾病。该怎样保健呢?没事多敲大腿

两侧是个不错的办法。方法很简单，

伸直双腿，用拳头去捶大腿外侧。从

大腿外侧根部(站起来屁股有个窝的地

方)开始一直敲到膝盖。

2、盘曲双腿

班族久坐电脑桌前，腿部静脉受

到压迫，会影响血液流通。要想避免

这种情况，除了每隔一段时间起身活

动活动之外，不妨练一练盘腿坐。两

腿分别弯曲交叉，把左腿踝关节架在

右腿膝关节处，上身保持笔直，略微向

前俯身，双手交叉虚放在肚脐处，保持

这个姿势，坐20~30分钟即可。

3、贴墙站立

背贴着墙，后脚跟离墙壁一拳远，

挺胸，收下巴，肩胛骨往后夹，腹肌用

力往墙贴，尽量使腰部与墙壁间没有

空隙。此动作一来可伸展躯干，放松

紧绷的肩膀，二来可训练核心肌群。

如果感觉做起来轻松，还可收缩小腹，

弯曲膝盖，屁股往下坐，缓慢沿墙壁上

下摩擦，可锻炼股四头肌。

4、坚持抬腿

抬头挺胸坐直，收紧小腹，慢慢抬

起一条腿，使之与端坐着的身体尽可

能地保持直角，坚持 5~10 秒后换另一

条腿;或者双脚脚跟同时抬起，坚持一

会儿再放下。每天坚持做一会儿抬腿

动作，可缓解久坐的肌肉松弛和酸软

症状，还能促进下肢气血运行，改善血

液循环，预防血栓等疾病。

健康
小贴士小贴士

3www.nobaogroup.com
yangxi@nobaogroup.com

久坐不动危害多
四个小动作让你对抗久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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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高考很公平，它

给了莘莘学子一个公平竞争

的机会，不问出身出处，自有

成绩说话；有人说，高考很残

酷，一次小小的失误，让十余

年的努力付诸东流……其

实，高考只不过是一次考试，

它既不能完全概括你之前的努力，也不能

决定你的未来。因为，人生的高度，从来

都不取决于高考。

余华（著名作家）：读卫校做牙医写小

说

余华参加了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

次高考，不过他落榜了。

余华在《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一文

中写道：“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

了横幅，上面写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写着这八个字，两种准

备就是录取和落榜，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

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我们那

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

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

种准备，我们都落榜了。”

后来，余华在卫生学校读了一年，被

分配到小镇上的卫生院，当了一名牙医。

空闲的时候，余华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大

街，突然不知前途在何处。就在那一刻，

他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开始写小

说，终于写出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以及后来的《兄弟》。

李彦宏（百度公司创始人）：从戏曲少

年到高考状元

生于山西阳泉的李彦宏并不觉得自己

小时候有多么大志向，像所有心都玩野了

的孩子一样，每天看上去也都是忙忙碌碌

的，但都不过是在“随大流”罢了。

父亲常带李彦宏去看戏曲电影，为此

他还一度迷上了戏曲。他的舞台很小，只

是家里的那张床。他常常把床单围在腰里

做战裙，拿一根棍子当枪耍，一个人不断亮

相。山西阳泉晋剧团招收学员时，他去了，

剧院老师从一招一式中看到了一种灵气，

决定录取他。但李彦宏对戏曲的兴趣很快

就淡了。李彦宏的大姐在刚刚恢复高考的

那年就考上了大学，引得四邻艳羡。相比

于学戏，上学因为正统而更具有吸引力。

19岁的李彦宏考取了山西阳泉市的

高考状元。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高中时参

加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大赛的他，毫无疑

问地喜爱计算机，但是第一志愿却不是北

大计算机系，而是信息管理系，因为他考

虑到：将来，计算机肯定应用广泛，单纯

地学计算机恐怕不如把计算机和某项应

用结合起来有前途。

白岩松（著名主持人、记者）：从全班

倒数第二到高考第八

整个高一高二，白岩松在老师眼中

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差学生，用他自己的

话说，“我最惨的时候，混到全班倒数第

二。”直到高三，到了“之前陪你玩的同学

都跑去复习”的时候，白岩松才意识到

“是该冲刺了”。接着，他用了一年的时

间，从倒数的位置追到了全班前10。
白岩松有着独特的学习方式和规

划，他把需要复习的书全都钉在一起，

然后计算着日子，每天需要看多少页，

到高考前，白岩松把复习资料从头到尾

看了 4遍。后来，他以全班第 8名的成

绩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

白岩松曾对母校的师弟师妹说：

“为了让别人看到你卓越的才能，你必

须先拥有优秀的成绩。如果你说，我现

在有很多卓越的才能，只有学习成绩不

好，那么，在目前这个年龄段，你就拥有

不了让别人接受你的机会。所以，我们

要清醒意识到，在我们读初中、高中、大

学时，我们的才能要通过我们的学习成

绩去展现出来，尤其在高中阶段。”

我们的高考：

高考这个词对我来说已经好似缥

缈的晨雾，对于那时的记忆也只是在脑

海里朦胧般的闪现，仅剩的印象就是一

种多年的苦读有了终点的感觉，可是后

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人生的每

一天都是高考，所谓的终点远远没到。

——航顺新能源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田雨曦

高考对我来说真的没什么大不了，

别人可以的我也可以，别人都不可以的

我也不可以又有何妨？所以，高考对我

来说就是一段虽然很累但却无比美好

的回忆，他对我的意义就是教会我未来

的每一天都要保持这种拼搏和平淡的

状态，积极的面对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北戴河挪宝能源公司李佳雨

我明白，作为曾经经历过的一个阶

段，高考已经离我远去很久了。但是，

我觉得，其实人生的每一次重大选择都

是一次高考，就看你能不能做对题目，

选择正确答案，能否走正确的路。所

以，我们的高考还没有结束!
——挪信新能源科技（南通）有限

公司赵敏妤

高考对我来说是一部“惊悚片”，虽

然结局还算完美，但片中那些惊悚的桥

段恐怕这一生都不会忘记，我直到现

在，都还会在梦中看见做高数题的自

己。高考改变了我，托高考的福，现在

的我，坚强、自信、向上、乐观，因为对我

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是比高考更让我惊

恐万分的事情。高考，怕并感谢你。

——挪信能源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孙晓琼

我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

孩子正在高考的考场里，场内的他专注

勇敢，场外的我胆战心惊。回到家里，

还要给他鼓励，给他信心，生怕影响了

他的心情。其实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无

所谓了，孩子身心健康就好，至于结果，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会告诉他，

人生中决定一切的不是高考，而是面对

生活的态度。

——挪信能源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谢惠钧

关于高考，我的记忆就像电视回放

一样清晰，至今我还保留着那时候的笔

记本，翻开第一页就能看到那时我对自

己激励的话语：“芒种的初夏时刻，生活

里只有书籍和放空的恬静；以“长风破浪

会有时，直挂运帆济沧海”鼓舞士气酣畅

淋漓地享受一次厚积薄发的高考体验”

——挪波（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王亚妮

一直很怀念那段时光，寒窗苦读

十余载，只为高考梦想成。那年的我们

年轻狂傲，那年的理想，那年的努力，那

年的懵懂，那年的我们彼此珍重。勿忘

初心，为梦前行。

——天津挪宝西岸能源有限公司

芮萌萌

未来很美好未来很美好未来很美好未来很美好，，，，值得你全力以赴值得你全力以赴值得你全力以赴值得你全力以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