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2020年2月15日 星期六 责编/黄廷丁 编校/王晓丽徐萍

群防群治，联防联控，群策群力，严防严控，主体力量！

1月23日，隆光物业迅速召开防
控疫情专题会，成立领导小组，制定
应急预案，采取多项防控措施，全力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守护业主的健康
与安全，出色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隆光物业通过在小区楼道张贴
温馨提示，在公告栏、LED大屏等发
布防疫资讯，让广大业主第一时间
了解疫情发展情况，认识到疫情防
控的严重形势，掌握自我防护知识，
提高自我防护能力；同时加强保洁
力度, 加大消毒频次,对电梯轿厢、
单元门把手、小区门禁、车场道闸、
垃圾箱进行消毒、擦拭；严控外来车
辆进入小区，建立专门的疫情防护
登记台账，对外来车辆、人员进行严

格的盘查登记，并做好体温检测及
记录。

为了保障防疫一线的物资供
应，隆光物业员工跑遍银川各大药
店，通过各种渠道购买口罩、消毒
液、喷壶等防控物资，用心为业主守
护着家门口的最后一道关卡。

隆光物业作为业主的后盾，面
对疫情，凝聚力量，坚守岗位，守土
尽责，只为给业主一个安全、稳定、
安心的社区居住环境。温情守护，
科学防范，每一个角落，都有隆光物
业人坚定的背影和默默的奉献，我
们坚信，这一场疫情保卫战，我们一
定能赢！

（物业公司 马艳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隆光物
业党支部何彦孝书记把疫情防控
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主战场，带头
冲在一线，在物业公司发挥着“强
心剂”和“定心丸”的作用。

他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
制，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召开专题会，制定方案，采取
多项防控措施。针对疫情的严
峻传播形势，何书记多次召开经
理办公会，进一步细化防控疫情
方案，压实责任，认真安排每一
处细节。

在疫情防控期间，最大的困难
就是物资短缺，他通过自己的人脉
资源，想方设法筹到部分口罩、手
套、消毒液，分发到各项目。他每天
奔波于各项目进行督导、检查，很多
事情都亲力亲为，每天中午和一线
员工一起吃泡面，累了就趴在桌上
打个盹，回到家还要通过微信群内
各项目的日报告掌握防控情况，安
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何
书记用他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
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隆光物业面对突如其来的疫
情，主动放弃了春节假期，奋勇向
前，安全巡逻、外来人员管控、卫生
清洁、环境消毒……每一项工作都
严谨细致，坚持把业主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隆光人所做的所有努力与付
出，业主看在眼里，暖在心里。五

里水
乡 、丽 子
园多名业主自
发送来口罩、消毒
水以及酒精等急需和紧
缺的防护品，他们甚至没有
留下姓名。

2月11日上午，五里水乡小区
79岁的老党员尹昌武为物业公司防
疫工作捐款1000元。此外，多名业
主和公司员工自发捐款捐物慰问一
线的防疫人员。

业主与隆光人的彼此关爱，成
为这场“战役”中最温暖的力量！业
主的关心、理解和支持，坚定了隆光
人战胜疫情的信心。（物业公司）

隆光物业多措并举
确保业主安全

光 荣 榜（截止2月12日，捐赠还在继续中……）
序号

1

2

3

4

5

项目

五里水乡

西萃芳庭

丽子园

兴逸园

横城项目

日期

2月1日

2月2日
2月3日
2月3日
2月4日

2月7日

2月8日

2月8日

2月9日
2月10日
2月10日
2月11日
2月11日
2月11日
2月12日

2月2日

2月6日

2月9日
2月10日

2月6日

1月30日

2月9日

2月9日

2月11日

捐赠物资
消毒液
消毒液
手套
喷壶
酒精
口罩
白酒
防护手套
方便面
暖 宝
方便面
牛 奶
方便面
农夫山泉
花生牛奶
消毒液
消毒液
浴 帽
过氧乙酸（消毒剂）
现金
爱心午餐
雨衣

喷雾器

方便面
农夫山泉
花生牛奶
消毒液
橡胶手套
84消毒液
酒 精
口 罩
医用帽子
医用手套
消毒液

食品及日用品

数量
100斤
100斤
200双
2只
100斤
200个
10斤
200双
2箱
2个
2箱
2箱
3箱
3件
2盒
2桶（100斤）
100斤
14个
10斤
1000元
5份
23件

1个

4箱
2件
4箱
30斤
25双
150斤
5斤
10个
1包10个
1包100个
30斤
毛巾5条
洗手液2瓶
抽纸2提
面包4袋

捐赠人
业主
宁夏绿野鲜踪公司郝润杰

物业公司经理何彦孝

业主
业主
物业员工马金
总公司机关党支部书记黄廷丁

总公司综合办副主任王晓丽

总公司总经理徐兴武

总公司工程部副经理刘剑、
张小龙、王江等

宁夏景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物业员工何永霞
物业员工夏永红
30#-2-701业主
18#-3-102业主尹昌武（老党员）
总公司党总支书记王淼
总公司党总支书记王淼
西夏区北京西路街道
机床厂社区居民委员会

总公司工程部副经理刘剑、
张小龙、王江等

养生大药房
物业员工张本亮

B13-2-2-1002业主亲嘉雯

4-2-101业主张利东

6-2-201业主侯圣桢

4-1-401业主张涛

总公司副总经济师李少波

疫情面前
党员冲在前

隆光医养居四道防线
让老者放心

防疫战斗中最温暖的一幕

众多业主、员工
为物业防疫工作捐款捐物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让
原本喜庆祥和的春节假期蒙上了
恐慌的色调；原本计划3月份正式
开门营业的隆光西萃芳庭康养中
心和诊所也延迟了开业时间。

疫情就是命令。虽然推迟了
开业时间，但疫情防控工作不能
等。康养中心的120床位，未来要
迎接120位老者入住，要切实做好
防疫工作，筑好安全防线，确保老
者拥有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

第一道防线，内管外控宣传
疫情防范措施。全体员工统一佩
戴口罩坚守岗位，以高度的责任
感和紧迫感，精心组织，层层落
实。在中心入口设立检测站点，
安保严格管控进出人员，一起守

护康养中心。
第二道防线，加强

通风、消杀。对公共区
域及所有房间进

行清洁和消
杀，对重

点区

域进行高频次消毒，严格把控中心
卫生安全情况。中心地面、门把
手、电梯按钮、电梯厢内、卫生间、
下水道等，每一个角落都以科学手
段进行防御，为中心的卫生环境筑
牢每一道安全防线。

第三道防线，口罩集中统一收
集处理。为了防止使用过的口罩
造成二次污染，康养中心物业站在
出入口处显眼位置放置废弃口罩
收集桶，定点布置、专人收集、统一
无害化处理。

第四道防线，服务随时在线。
为了打消已经认筹和登记试住老
者的顾虑，康养中心工作人员从春
节假期就开始 7*24 在线提供服
务，为老者答疑解惑，向老者推送
防护知识，让老者放心、安心。

疫情无情，人有情。在不能与
老者相见的日子里，医养居公司员工
一方面要严格科学地抗击疫情，一方
面精心地筹备开业。相信祖国，相信
我们自己，一定会战胜疫情。

（医养居公司 徐萍）

春节前夕，柴兴忠回老家探望
了生病的母亲，虽然休假在家，但
他心里始终挂念着他所服务的业
主们,只在老家停留了一天便连夜
启程返回岗位。

返银后他便立刻投身到疫情
防控工作中。每天从早上6点到
晚上11点，他始终坚守在园区，为
业主提供力所能及的便利，发挥着
一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由于
项目的工作人员少，几乎所有的工
作他都亲力亲为，张贴通知、消杀
作业、登记记录、体温检查等等，每

项工作都有他的身影，每项记录都
严格规范。

他一边做好防控工作，一边安
抚业主，有时忙的中午都顾不上吃
饭，每天晚上还要配合秩序维护员
到小区封门才回家。他用一个口
罩、一把体温枪、一双手套、一瓶消
毒水守护着业主家门口的最后一
道关卡，他做的是普普通通的事，
但是带给业主的却是十分的安
心。兴逸园项目疫情防控工作也
得到总公司及社区的充分肯定。

（物业党支部 马艳芳）

舍小家为大家的柴兴忠

疫情防控第一线的何书记

我们的家园
共同来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