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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党政讯冤苑月 怨日袁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尧主任莫德旺同志给国资委全委干部职
工写了一封信袁信中主要谈了如何加强学习尧把国资委建设成学习型机关尧专业型机关的
问题遥 这对我公司广大干部职工的学习尧工作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袁公司党委于 愿月 愿日袁
通过网上协同办公系统袁将信全文予以转发袁并希望各支部尧各单位认真组织学习袁领会
其精神实质袁结合自身实际袁进一步加强学习尧转变作风尧创新工作袁使我们的工作更上一
层楼遥
莫德旺的信全文见第三版遥

两条途径 一个目的
人性化管与理系列征文宣传活动揭晓

本报讯 渊文全冤 公司经过长达 愿个月的征文尧讨
论尧宣传和实际运用袁将人性化管理按野管冶渊实践冤与
野理冶渊理论冤两条途径并行尧拓展袁在一定程度上使一
些企业在实施人性化管理时的野通病冶得以防治袁初
步实现了人性化管理理念在企业的全面整合袁 基本
达到了实践与理论有机结合的目的遥
公司二级单位及分离单位负责人和班组长及操

作工张亚红尧贺亚君尧刘武红尧贺高潮尧李兵华尧张志
红尧王亚非尧邓清平共 愿名文章主人公袁获得主办部
门首次授予的野人性化管之明星冶的称号曰汤德新尧向
春阳尧贺晴尧周民杰尧刘恩宇尧王艳尧熊达龙尧禹云清等
愿名作者获得主办部门首次授予的 野人性化理之明
星冶的称号遥
去年四季度袁 公司宣传部门在采访中了解到辅

业分离单位创益公司的编织工段在生产经营管理
中袁尝试人性化管理袁夺得生产创新高尧一举甩掉戴
了近 圆园年的亏损帽的历史纪录遥 不久袁一场以向创
益编织工段学习尧 推行人性化管理为主要内容的人
性化管与理系列征文宣传活动袁由此铺开遥活动不仅
在主体各单位及班组中引起较大反响袁 而且在分离
的辅业单位创益公司尧三力公司尧银鑫公司及划归地
方的子弟学校中引起较大震动遥
通过征文尧讨论尧学习和访谈等系列宣传活动袁

基本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袁 并经实际工作验证和
施用袁而且在有的方面还有所创新遥
淤人性化管理涉及现代行为科学尧心理学尧政治

学尧经济学尧管理学尧社会学等袁是一个综合型的科学
管理模式袁其精神实质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尧共
建和谐社会理论和企业文化体系及公开尧公平尧公正
原则相吻合尧相一致遥
创益公司着手创建以野员工的心在企业袁企业在

员工心中冶野人企合一冶理念为核心的企业文化野共同
体冶袁大胆提出了 员园年内打造一批百万富翁的口号袁
开始转向人性化管理的野升级换代冶遥
于人性化管理袁出发点是以人为本袁通过适应乃

至满足职工的全面需求尧 促进职工的全面发展来实
现企业的全面尧协调尧可持续发展遥 正所谓职工与企
业双赢遥
我公司健全了行政管理尧 专业技术两条通道晋

升的机制袁尽量为能尧才人创设一个创业环境与条件
相对宽松尧可自由舒展才能的个性化平台遥
盂人性化管理显示全员参与曰在企业中袁每一个

职工既是管理者袁又是被管理者遥因为袁人性化管理同
企业管理的其他模式一样袁都是全员参与尧贯穿企业
工作全过程尧全面的管理曰职工既受制于管理袁又共同
掌控和推进管理遥 职工参与尧交融其中袁难分彼此遥
质保部原料检查班副班长邓清平认为院 作为副

班长袁 我有责任协助班长展开班组管理和管理工友
的工作曰作为班里一员袁我同样要服从班长及部里的
管理袁还要经得起班里工友的监督遥 我总觉得袁作为
兵头将尾袁更要事事处处带头尧示范袁这才是最好的
人性化管理遥

榆人性化管理要走出只注重野人性冶而放松管理
的误区遥 要知道袁人性化管理是利用人性的特点袁既
要开发人的善的本性袁 又要限制乃至遏制人的恶的
本性遥人性化管理显示着在管理过程中是人性化的袁
但其目的还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尧 主动性袁 以加强管
理袁为企业多创效益袁最终为职工多创利益遥试想袁如
果企业管理松弛尧薪酬难保袁绝不符合人性化正当要
求袁不符合职工的基本愿景和根本利益遥
我公司在规划今年下半年企业工作时袁 严格规

定院对上班炒股者袁调离管理岗位袁并追究单位领导
的连带责任遥
虞人性化管理要走出只注重管理而轻视野人性冶

的误区遥要知道袁尽管管理是科学的尧规范的袁但有时
难免机械和呆板曰管理主要围绕降低成本尧为企业增
效去展开袁依靠不折不扣地执行制度去展开遥而制度
本身首先要符合野人性化冶要求袁使职工容易接受袁愿
意接受袁使管理深入人心遥
三力公司在管理工作中袁 借鉴并发展人性化管

理的现有成果袁即情感管理尧民主管理尧自主管理尧文
化管理袁推行野微笑服务冶和野立即服务冶遥
愚人性化管理贯彻在安全生产中便是院 结合从

设备设施上袁从监控尧检查技术上预防事故袁竭力制
止和避免作业与管理上的违章袁亦即职工野严防冶事
故尧野坚守冶安全操作和管理的规章遥
储运公司仓储工段在今年 远月安全生产月里袁

开展野今天我当安全员冶活动袁全工段 猿园多人轮流当
一天的班组安全员袁 及时发现和整改了一批安全隐
患遥
舆在规范尧明确人性化销售概念的基础上袁全面

实施人性化销售遥人性化销售就是在开拓市场尧销售
产品的过程中袁 遵循用户或客商的心理需求和传统
观念袁以自己善良尧诚恳乃至憨厚的心态袁设心处地
地尊重和善待对方袁 满足对方对优质产品和优质服
务的要求和追求袁并努力实现供求双方愉快合作尧互
动双赢遥
进出口公司要求职工实施人性化销售理念尧原

则袁做到有情尧灵活尧细化操作遥 经大家共同努力袁今
年上半年出口创汇又创历史新高遥
余人性化管理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改革实践遥 职

工投身改革袁要珍惜并正确行使 猿个方面的权力院其
一知情权袁其二建议权尧监督权和审议权袁其三利益
共享权遥但绝不意味着改革的成果尧改革带来的实惠
按人头平分袁平分既无必要袁也不现实遥
俞人性化管理可扩展到用人性尧 用爱构建师

生尧医患尧产供销尧同事之间等多方面的和谐关系袁
人人和谐共处袁共建厂区垣社区垣家庭野三合一冶和谐
体系遥
本次活动本身也符合

人性化的要求袁其一袁鼓励
职工及读者自由写稿袁写
稿尧 用稿情况不再列入考
核范畴曰其二袁尊重作者个
人见解及个性化原创风
格袁 不再限制观点的左右
及文章的篇幅曰其三袁充分
发挥先进模范人物的精神
感染力和正面引导作用袁
共进行了对芙蓉百岗明
星尧杰出青年岗位能手尧模
范工会工作者尧模范党员尧
劳动模范的专题随机访谈
猿园余人次遥
由于大家积极应征赐

稿袁踊跃立言袁原定 源月结
束的活动袁 不得不延期 猿
个月遥 公司报纸设置专栏
共刊登应征稿件 苑园多篇袁
容量约 员园万字遥
本次征文尧讨论尧宣传

活动虽已结束袁 但人性化
管理仍在继续展开袁 本报
社仍将对 野人性化的管与
理冶予以关注袁将其纳入重
点宣传范围袁 还望广大职
工及读者继续予以热心支
持尧赐稿遥

莫德旺写信告诫省国资委干部尧职工要要要

勤奋好学 学以致用

本报讯渊马凌冤愿月 怨 日袁公司在第
四会议室召开安全环保专题工作会
议袁生产安全部领导尧各二级单位主管
安全工作的领导和安全员参加了会
议遥银鑫公司尧创益公司领导和安全员
受邀到会遥 公司副总经理刘龙平主持
会议并传达了省有色控股集团安全工
作会议精神遥
生产安全部部长陈建武在工作总结

中指出袁今年以来袁安全生产形势越来
越严峻袁 尤其是 苑尧愿月份以来安全事
故有抬头的趋势遥 他对今年发生的 远
起典型事故案例进行了分析遥
陈建武指出了目前公司安全工作存

在的问题院 部分单位安全组织工作有
所放松曰 安全检查考核与其它专业线
考核不平衡袁职工有抵触情绪曰部分职
工安全意识不强袁安全技能不过硬曰一
些职工劳保用品穿戴不规范鸦改制单位
对民工尧外请人员缺乏安全教育遥 问题
的根源在于有些领导安全意识淡薄袁
重生产袁轻安全袁职工安全意识差曰公
司改革改制时期袁 人心浮躁袁 心不在
焉曰安全管理存在检查尧督查尧考核不
力遥
陈建武要求各级领导真正重视安

全袁并把安全工作落到实处袁从源头遏
制事故的发生遥 要扎实搞好基层安全
员的管理工作遥 着力抓好现场安全检
查遥 强化考核袁 提高安全工作的执行
力遥 加强对外来施工人员和民工的安
全检查遥 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信息报
告制度遥 陈建武还通报了公司当前的
环保情况遥
刘龙平当场答复了有关单位所提出

的问题遥 他在总结中指出袁这次会议是针对公司不容乐观的
安全现状而召开的遥 今年以来之所以发生多起安全事故袁跟
部分干部职工思想波动不无关系袁实际上袁在公司改革改制
的形势下袁我们不要背过重的思想包袱袁只要认真工作袁总会
有用武之地遥 与会人员要传达好本次会议精神袁各二级单位
要结合会议精神袁 制定好扭转安全生产不利局面的措施袁使
公司安全形势得到根本好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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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荀向春阳 徐昌荣

安全生产对企业有着巨大影响遥 面对目前的高温天气袁安全工作更需要加强落实遥
加强安全生产工作袁关键是要全面落实安全第一尧预防为主尧综合治理的方针袁做

到思想认识上要警钟长鸣袁制度保证上要严密有效尧技术支撑上要坚强有力袁监督检查
上要严格细致袁事故处理上要严格认真遥只有总结经验袁吸取教训袁及时整改隐患袁才能
惩前毖后遥
从近期公司发生的安全问题看袁其实袁关键还是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安全生产袁要

狠抓制度的落实袁做到有章必循袁执法必严袁违法必究遥严格穿戴劳保用品和防护用品遥
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遥 要牢固树立野以人为本冶的安全生产理念袁真正把安全生产提
高到野第一冶的位置上来遥其次袁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袁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遥企业要建
立和完善自我约束机制遥经营管理者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遥只有层层加强责任管
理袁严格规章制度袁杜绝违章操作袁才能把安全生产落实到每个环节和岗位中遥
搞好安全生产袁领导重视少不了遥 各级主管安全生产的领导要充分认识加强安全

的长期性尧艰巨性尧复杂性遥加强领导袁就要改进作风袁狠抓各项制度的落实遥要经常分
析安全生产的形势袁要把安全生产的规律和特点深入把握袁要抓紧解决安全生产中突
出的矛盾和问题袁要有针对性的提出加强安全生产的举措遥要抓好阶段性尧特殊情况下
的安全生产工作的宣传工作袁为生产安全作舆论引导和鼓劲加油遥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遥搞好安全生产袁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袁是建

设和谐社会的需要遥所以袁必须推进科学长效机制建设袁夯实生产安全的基础工作遥建
立安全生产责任区袁建立安全监督责任制袁把安全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落实到人曰还要
落实宣传教育工作袁增强生产工人的安全操作意识袁努力提高预防事故的能力遥还要依
靠科学技术进步袁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遥 这也是安全生存的治本之策遥
安全生产袁面对的是高温尧酷暑袁需要的是认真负责袁落实责任和制度遥只要我们大

家携手努力袁绷紧的弦会弹出和谐美妙的音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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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笔者受创益公
司委派袁 应邀参加了由
湘潭市工商联尧 市国资
委尧 中国银监会湘潭监
管分局等 远 单位联合举
办的湘潭市第二届诚信

与发展大会遥 在本次会议上袁创益公司总经理贺
亚君同志被授予野湘潭市诚信企业家冶称号遥 与
会后袁我感触颇深袁对企业诚信文化有较新的认
识袁也许这种认识尚属肤浅遥 现略加整理袁权作
抛砖引玉遥
企业诚信指的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具

有的诚实尧信守诺言的一种伦理道德遥 其表现方
式为对内部员工的诚信和对外部顾客和社会的
诚信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袁企业之间的竞争越
来越激烈袁 而现代企业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上
的竞争袁更是文化上的竞争遥 当前袁企业文化已
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袁 是企业的灵魂和企业管
理的精髓袁 是企业更高层次管理的体现以及企
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根本保证袁 而诚信是企业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企业文化的精髓尧坐标
和灵魂袁故有称之为诚信文化遥
一尧 企业领导者对诚信的认识和理解是企业

推进诚信的基础遥
企业领导者作为企业的决策者尧管理者袁他们

的一言一行尧 思想观念以及自身素质都将对他
的下属和企业产生深远影响遥 企业文化袁有时也
可以说是野领袖文化冶袁因为作为主要的决策制
定者尧 领导者比其他人有更多机会为公司建立
形象袁为他人树立榜样袁因此推行诚信文化袁企
业领导人责无旁贷遥 企业有了诚信袁对内袁树立
了其威信袁对外袁建立了其信誉袁才能更顺利地
实施战略袁推行管理袁整合资源袁推动企业的长

久发展遥
二尧企业诚信不仅是一种资产袁更是企业经营

中的利润来源遥
企业为什么要追求诚信呢芽 企业的诚信是一

种无形资产袁列入资产负债表的左边袁它反映了
企业的信用尧实力和形象袁良好的信誉可以给企
业带来实际的经济收益遥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袁
诚信的价值袁 在于它可以极大地降低企业与其
它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遥 诚信文化理念是
企业兴旺发达的基础袁 只有在经营活动中遵守
诚信理念袁企业才能拥有比较广泛的客户袁才能
做到既保持老客户袁又建立新客户袁从而拥有原
有的市场和开辟新的市场袁 最终才能使企业高
效益地可持续发展遥 如果一个企业缺乏诚信理
念袁在经营活动中损害了客户的利益袁那么虽然
可能在短时期内获得一定的利益袁 但是从长期
利益角度来看袁它则是一种自我毁灭遥
三尧诚信文化来源于企业生活袁是靠日积月累

的遥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说过院野诚信是在于量

的袁每个人都从自己开始改善信誉袁形成量的积
累袁就能形成一个诚信的社会遥 冶一个企业要长
期保持诚信记录袁不能只靠订多少条制度袁也不
能只靠企业领导人重视袁 关键是要培育出诚实
守信的企业文化袁 而这种文化建设不是速成项
目袁要靠养成文化自觉意识尧树立诚信营销理念
和确立以人为本观念袁靠精心铸造和长期积累遥
野巧诈不如拙诚冶袁树立诚信企业理念袁塑造企

业良好的信用形象袁建设企业诚信文化袁把诚信
做到点点滴滴袁 这是我们增创企业新优势和面
对国内外激烈竞争态势的必然选择袁 更是我们
成功实现企业战略和建立企业品牌的唯一方
法遥

南昌城头枪声响袁
弹穿史页五千年遥
红星播种长征路袁
北上打开新纪元遥
八载剿歼平海寇袁
三年决战夺江山遥
军民共谱连心曲袁
和谐神州铁壁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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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平平淡淡的生活遥
每逢节假日袁我不喜欢和

朋友去逛街遥而喜欢在明媚的
阳光下袁独自坐在楼下葱茏的
樟树下袁静静的感受空气的清
新尧小草的可爱袁独享清风与
绿叶的合奏袁让它拂去我在工
作中的辛劳遥
我很喜欢打乒乓球袁球技

虽不高遥 纯属于锻炼身体尧个
人爱好和打发生活中业余的
时间遥我也喜欢与高水平的球
友交锋袁每次对垒大多以我失
败告终袁所以球友们也总称我
喜欢打野平淡球冶袁说我的球艺

平淡得如我自
己遥
我喜欢音

乐袁 但我不太
想去听那些刺
激的音乐遥 平
缓的曲调袁柔
美的歌声袁这
样的抒情乐曲

才是我的最爱遥 窗外月明星疏袁静静地躺在笼着夜
色的木椅上袁看音响上轻轻闪动的灯光袁听似流水
的音乐袁于是袁一颗平常的心就陶醉在这美妙的乐
曲中遥
我的文友很多袁但我从不去记住他们的出生年

月日遥 好在哪一天拉着友人袁再拥着兄弟们热闹一
番袁无需太多的生日祝福袁只是偶尔的片刻团聚的
一瞬间包含在笑中的真情遥
现在不少人在追求名牌穿戴袁好像恨不得要把

牌子挂在自己的脸上袁觉得如此才有身份遥 而我却
觉得那样不对味袁只要穿着合体袁干干净净袁也就足
够了遥生活本无界限袁何况这个多彩的世界袁一身朴
素其实也就是美曰穿着太讲究袁
我却认为倒不轻松遥
曾记得美术大师毕加索说

过院野色彩太重 袁 画就显得压
抑遥 冶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在紧张
的生活节奏中袁 为自己寻觅一
份清淡悠闲袁 这自然也是一种
美遥 至少我就是这种人遥

炎炎夏日袁一池碧水袁满
眼莲荷袁那景致是如此的清
新尧自然尧美丽遥 火红的花袁
碧玉似的叶袁在骄阳下表露
无遗遥 古人对莲情有独钟袁
吟出无垠的情愫来遥

南朝诗人沈约在叶咏芙
蓉曳 一诗中是这样吟莲的院
野微风摇紫叶 辕轻露拂朱房 辕
中池所以绿 辕待我泛红光冶遥
把莲叶荷花表露得如此含
羞遥 隋朝诗人杜公瞻在叶咏
同心芙蓉诗曳 里有两句绝
句院野一茎孤引绿 辕双影共分
红冶遥 野一茎冶与野双影冶尧野引
绿冶与野分红冶袁对仗工整尧巧
妙袁可谓绝句遥 唐朝诗人顾
况在叶临平湖曳中是如此采
撷莲的诗意的院野采藕平湖
上 辕藕泥封藕节 辕船影入荷
香 辕莫冲莲柄折冶遥淡淡的意
境钩勒出来袁宛如一幅意境深远的文人画遥

唐朝诗人王昌龄与白居易可谓心有灵犀袁 均有一
首叶采莲曲曳袁王昌龄在诗中咏道院野荷叶罗裙一色裁 辕芙
蓉白脸两边开 辕乱入池中看不见 辕闻歌始觉有人来冶遥白
居易则这样吟唱采莲曲的院野菱叶萦波荷飐风 辕荷花深
处水船通 辕逢郎欲语低头笑 辕碧玉搔头落水中冶遥让人窥
见出几许爱意来遥 唐朝诗人郭震与温庭筠亦有同题诗
叶莲花曳院野脸腻香薰似有情 辕世间何物比轻盈 辕湘妃雨后
来池看 辕碧玉盘中弄水晶冶遥 郭震将雨后莲的轻盈清姿
描绘得栩栩如生袁而温庭筠则别具一格袁写道院野绿塘摇
滟接星津 辕轧轧兰桡入白蘋 辕应为洛神波上袜 辕至今莲
蕊有香尘冶遥 至今让我们闻到莲的清香袁缕缕余香不绝
如缕遥

宋朝诗人钱惟演在叶荷花曳一诗中袁如此描摹道院
野水阔雨萧萧 辕风微影自摇 辕徐娘羞半面 辕楚女妒纤腰冶遥
好一个野羞冶与野妒冶袁将花的艳丽与枝的娇美写得如此
千娇百媚袁让我们如睹丽人遥
野湖里荷花百顷田 辕温香如雾绿如天 辕会须尽剪青

芦叶 辕顿放花光到客船冶遥 清朝诗人阮元毫迈地吟出了
他雨后泛舟游湖后的感慨袁 火红的莲如霞光万道萦绕
在他脑际遥 同为清朝诗人的周济在叶蝶恋花曳中道院野万
柄摇不定 辕照灼红装 辕面面凌波靓冶袁亦可照见莲的靓影
几许遥
莲在古诗里生机盎然袁燃烧着诗人的激情袁让我们

至今读来还感动不已遥
渊压题照院建武 辕摄冤

我的老公不太爱说话袁也没有其它特别的爱好袁平
时业余时间只喜欢看看电视袁聊聊天而已袁他虽然言
语不多袁可有句口头禅却常挂在嘴边袁那就是野乡里
人噎噎冶遥
刚开始听这称呼时袁我很不习惯袁为此事还发生

了不少争吵袁野乡里人怎么了钥 冶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
一个地地道道的乡里人袁 只是参加了工作变为了城
里人而已遥 可他还是屡教不改袁
后来我听得多了袁 知道他叫这
称呼时并没有恶意袁 也就改变
了方法袁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之身袁 我有时也跟着回敬他两
句袁他就咧着嘴直笑遥 慢慢地我
用心体会他叫这称呼时其实充
满了爱意遥 每当我工作较辛苦袁
回家不愿做家务时袁 他会说院
野乡里人袁 你煮饭菜的水平差袁
让我来吧浴 冶每当炎炎夏夜袁卧
室里有蚊子唱歌时袁 他会从睡
梦中爬起来追赶尧拍打蚊子袁还
会说上两句院野乡里人袁 蚊子吃
饱了你的血吧浴 冶每当晚上看电
视抢频道时袁 他会轻轻地说院
野乡里人袁你看去吧浴 冶有时候朋
友在一起娱乐尧打打牌袁他在旁
边看时袁 会因为我出错一张牌
而全盘皆输时袁 他会笑着说院
野乡里人袁就那水平噎噎冶
就这样袁 老公的口头禅陪

伴了我十几年遥 我从当初的不
习惯听变成了爱听袁 一天不听
还真有点不舒服袁 可我还是悄
悄地对他说院野你的口头禅只能
留在家里说说袁 在外面可得注
意点文明哦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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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月 员苑日渊周五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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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蟑螂
蟑螂是昼伏夜出的家

庭害虫遥 白天蟑螂大多
隐藏在厨房的角落袁碗
橱的缝隙中袁 夜间四出
活动找食物遥
蟑螂几乎什么都

吃袁香的尧臭的尧硬的尧软
的遥 它是粘带病菌袁污染
食物袁 传播各种疾病的
罪魁祸首遥
现在袁 蟑螂的足迹

几乎遍布家家户户遥 怎
样对付蟑螂呢钥 除了使
用蟑螂灭烟片外袁 介绍
几种诱捕蟑螂的方法院
淤利用蟑螂喜爱吃

甜食的习性袁 用一只小
口径长颈玻璃瓶遥 瓶内
放些香甜食物袁 瓶口涂
上芝麻油袁 蟑螂进入瓶
内袁爬出来就困难了遥于利用蟑螂喜欢钻
缝的习性袁用一个纸盒袁
盖上开一些缝隙袁 盒内
涂上粘胶袁 撒些鲜面包
屑袁 让蟑螂钻进去吃而
被粘住遥盂利用蟑螂喜欢在
硬物上刮去背部污垢的
习性袁 在房间角落撒些
硬而带锐棱的硅藻土袁
蟑螂到那里去擦拭身体
的时候袁 表面的那层蜡
油会擦掉过多袁结果袁蟑
螂体内的水分大量散
失袁脱水而死遥

渊朱亮 供稿冤

炒股的野六个一工程冶
第一袁 工薪族上班一

定不能炒股袁 业余时间
尽量不用公用办公设施
炒股遥
第二袁 投资股票一

定要做到独立思考袁要
正确地思考袁 不要听信
小道信息袁 因为天上不
会掉馅饼遥
第三袁 一定要用闲

钱投资遥 所谓闲钱是指
你 缘 年至 员园 年都不用
的钱袁 这样即使亏损也
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
活遥
第四袁 一定不让本

金亏损袁 投资股票一定
首先考虑风险袁 然后才
是收益遥 投资股票最重
要原则是不要亏损遥
第五袁 恪守一种赢

利模式遥 只要能持续赚
钱就要坚持遥 没有一种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
法袁 你要不断总结自己
的方法并不断完善它遥
第六袁 保持一个良

好心态遥 做股票就是做
心态袁 因为 怨园豫的行情
都在你心里遥

渊勤岭 摘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