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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的初心是什么？

七十年砥砺前行，七十年沧桑巨变。
弹指一挥间，新中国已成立 70 周年，雄
鸡啼报晓，大国起东方，为庆祝新中国七
十华诞，中成集团党委于近期举办了系列
活动，成为中成集团全体员工对祖国最好
的献礼！

读书会
知识竞赛
主题教育
千人健身跑
感悟初心

中成线上马拉松收官跑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9 月底，中成集团上海、绍兴两地员工
开展了献礼新中国 70 华诞暨“线上马拉松”
收官跑步活动，六十余名参赛选手参加了本
次活动。
活动中，每位选手衣服脸颊都装点着国
旗，他们挥洒着汗水，迈着坚定的步伐，展
现出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并将这份
运动的活力与激情转换成对伟大祖国的热爱
与祝福！
在绍兴活动现场，随着清脆的发令枪
声，参赛运动员井然有序地冲出起跑线，比
赛正式开始。整个队伍浩浩荡荡，沿洋泾湖
公园跑道一路向前，最后折回原点，全长跑
程 5 公里，比赛分别对男女两组获得前三名
的参赛者进行了表彰。
在上海活动现场，参加活动的同事感慨
道：“只要我踏上赛道，迈出坚定有力的第
一步，我惊人的毅力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也
印证了那一句:“我的能力超乎你想象！
”。
拉松像是微缩版的人生，淡定从容地面
对所遇到的一切，不急功近利，不妄自菲
薄，用一颗平常心对待成与败，慢慢来反而
会比较快。这样的一场马拉松，足以让大家
感悟人生、释放苦闷，这是与自己独自对话
的一次难得的机会。

……

中成集团祝福祖国
七十华诞系列活动

提高的平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活动最
后，中成团委向部分会员赠与了《习近平关
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以
供大家学深悟透，融会贯通。

恒业成爱国主义主题教育

中成爱国爱企知识竞赛
中成集团迎国庆专题读书会

在祖国七十周年华诞前夕，中成集团团
委举办“迎国庆”专题读书会，各位会员汇
聚一堂，分享诵读经典的投入感情与生活情
结，表达出内心深处对祖国深深的深深的热
爱，以文采，以心声，献礼祖国母亲的生
日。让此刻的分享交流与伟大的时代交相辉
映！通过讲述分享，互动交流，丰富了员工
们的精神生活。
本来计划是 90 分钟的活动，活动一直
持续了 2 个多小时，本次读书会的举办在很
大程度上激发参与者阅读的愿望，提高阅读
的乐趣。企业组织读书会一方面是为了提升
员工的文化素养，另一方面也给了大家交流

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升全体员
工党性修养,9 月 28 日,以“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为主题的爱国爱企知识竞赛在中成大
厦党员活动中心举办,30 余名员工参与了比
赛。
此次活动旨在弘扬“兴企爱国、爱岗敬
业、乐于奉献”的企业精神，促进和谐的企
业文化，激发广大员工立足岗位做贡献的工
作热情和“爱国爱企”的责任感，引导员工
自觉把个人命运与企业发展融为一体，把
“爱企如家”的热情转化为爱岗敬业、踏实
工作、争做贡献的实际行动，切实增强企业
凝聚力和向心力。
本次知识竞赛的成功举办，使员工们通
过生动活泼的形式增强了对党团知识的了
解。同时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学习党的历
史、了解党的发展历程、坚定党的理想和信
念的良好平台。让我们尽展青春风采，做有
责任、有担当、有思想的中成员工。

莲子
莲子有很好的滋补
作用，古人认为它“享
清芳之气，得稼穑之
味，乃脾之果也”。秋
天食用有养心安神、健
脾补肾、止泻固精等功
效。不仅有助缓解失眠
等，对易患咳嗽、哮喘
等肺部疾病的人来说，
不忘创业初心
莲子还可以通过补肾增
稳健经营为中成人谋幸福
强免疫力，达到润肺的
时间追溯到 1976 年，董事长王永泉
效果。
先生带着 100 多名泥瓦匠远赴湖北开始了
市场上的莲子有红
创业之路。其初心就是通过一代中成人的
莲子和白莲子之分，红
辛勤劳动，带领大家共同富裕，让中成人
莲子口感较硬，但补
过上更好的生活。从支援湖北内三线建
肾、补血效果更好;白
设，到东三省闯荡学习先进企业经验，在
莲子口感香糯，健脾的
中苏边界建造“中苏友谊大楼”；从支援
功效更强。除了莲子
唐山大地震灾后重建，再到上海开放后深
粥、红枣银耳莲子汤、
耕上海滩，企业的足迹遍及全国很多地
方。1999 年，企业改制后坚持利益共享， 银耳莲子羹等传统食用
让两百多名老员工享受股权红利，对引进
方法，用莲子心泡茶去
的高级管理人员同样给予股权激励。到如
心火效果更佳，莲子泡
今，企业坚守高质量发展，创造新的利润
酒则固肾效果更为显
增长点，“稳健经营为中成人谋幸福”成
著。
为了企业的“基因”，职工对美好生活的
芡 实
向往成为企业不变的奋斗目标。
芡实是睡莲科植物
牢记中成使命
芡的干燥成熟种仁，又
为公众的利益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和产品
称“鸡头米”
、“鸡头”
等，在南方较常见。中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医认为，芡实性味甘、
对中成而言，加快发展，造福公众，就是
涩、平，入脾肾二经，
践行企业初心的最好行动。在中成创立
能健脾祛湿、固肾止
30 周年的时候，企业确定了中成的使命： 泻，且有“补而不峻”、
为公众的利益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和产品。
“ 防燥 不 腻” 的 优 势 。
同时，为实现“为公众的利益提供有价值
其补肾效果强于山药，
的服务和产品”的企业初心和使命，中成
祛湿效果优于红小豆，
坚守核心价值观，以诚实与正直努力贴近
镇静效果强过莲子，可
顾客；以稳健经营持续创造利润；以不断
以说是一种被埋没的补
自我提高促进永续发展基业常青！43 年
益佳品。
来，中成一直以实业为主，今后中成的发
展方向是回归主导产业，做专做精，多元
鲜芡实或干芡实泡
化投资减少，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公
水后可直接嚼服，也可
众的利益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和产品。
熬粥、煲汤或与莲子、
守初心，履责任，担使命，把使命放
山药、白扁豆等食物一
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能负重、敢担
同食用。芡实搭配燕窝
当，我们的事业才能一往无前。下一步，
蒸食，有很好的美容效
中成集团党委将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
果，可使人们气色更
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知行
好。此外，把鲜芡实去
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全力推进各项事业
皮后冻在冰箱里，还可
发展！
较长时间保存食用，补
肾效果更好。
栗子
栗子含有糖类、蛋
白质、脂肪、多种维生
素和矿物质等丰富的营
养成分。中医认为，栗
子性味甘温，有养胃健
脾、补肾强筋等功效。
栗子可生食、炒
食、加水煮食等，在众
多的食用方法中，生吃
9 月 29 日 ， 永 和 高 级 中 学 组 织 全 校
栗子，且缓慢咀嚼、徐
1600 余人举行千米健身跑，以昂扬的斗志、
饱满的热情、强健的体魄向新中国成立 70 徐咽下时的补肾效果最
佳。
周年献礼。
花生
上午 9 点，庄严的授旗仪式后，在“祖
国，生日快乐”的高呼声中，全校师生沿着
花生是一种高蛋白
学校外场为祖国奔跑。国旗、校旗护旗手们 的油料作物，自古享有
精神饱满，踏着轻快的节奏，在前领跑，全 “ 长 生 果 ” 的 美 誉 。
校各师生以班级为单位，穿着整齐的校服、
《本 草 纲 目》 记 载 ，
挥舞着五星红旗、喊着激昂的口号紧紧跟
“花生悦脾和胃、润肺
随。校园外的马路上，不少市民被师生们的
化痰、滋养补气、清咽
热情所感染，纷纷鼓掌拍照。
，适合脾虚消瘦、
校党支部副书记陈肖蕾在采访中说，从 止痒”
昨天、前天一直有活动，有书画比赛，有喊 食少乏力、干咳少痰等
楼活动，班班有歌声比赛，我们更多的希望 人。值得注意的是，花
学生能深深的明白，祖国是我们的，我们要 生红衣(即花生皮)补气
用一己之力去报效祖国，要立德、树人，要 止 血 的 作 用 更 强 ， 因
强国兴邦，我们要有强健的体质。
此，需要补血的人可挑
选红衣更多的小粒花
生，而煮粥、打花生浆
则可以挑选大粒的花
生 。 此 外 ，醋 泡 花 生
仁、用生花生壳煮水
喝，还有一定的降压效
果。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
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
力。在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之际，作为一家创办了 43
年的老企业，中成人也在回顾总结，什么
是我们的创业初心和企业使命？

线上马拉松

永和中学千人健身跑

为传承红色教育，牢记初心使命，内蒙
古恒业成党委组织开展了“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暨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内蒙古恒业成以此次主题党日活动，进
一步激发全体党员的爱国热情，把爱党、爱
国、爱岗结合起来。
在教官的带领下，全体党员换上整齐的
八路军服装，采取情景模拟、现场讲解、拓
展训练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开始了队伍整
编、选连长和指导员、建立连队文化、连队
文化展示环节、抢渡大渡河等游戏，整个过
程所有队员积极参与，密切配合，每一位队
员都能感受到来自同伴的鼓舞和团队的巨大
力量，激发了自身的潜能，展现了党员干部
职工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青春
活力。
全员参与亲自下厨制作红军餐，忆苦思
甜感悟红军生活。各连队根据游戏胜负，选
取了任务搭灶生火煮玉米、磨豆浆、磨玉米
面分工之后，便立即投入到各自任务当中。
整个过程中分工明确、相互协作，很快就制
作完成了一顿颇有意义的饭。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勤奋扎实工作，
以优异的成绩向祖国母亲献礼。本次活动的
举办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的理想信念
和奋斗目标，从党的初心和使命中汲取奋力
前行的不竭动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秋季养生
“四大名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