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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宁 9.04
安 鑫 9.29

物业公司

医养居公司
何小荣 9.01
王 琦 9.04
苏玲玲 9.05

马学峰 9.07
郗益民 9.09
郝永存 9.15

杨小静 9.17
尹惠娟 9.20

祝福家人们生日快乐！隆光工会

员工天地
YUANGONGTIANDI2020年9月15日 星期二责编/黄廷丁 编辑/校对/王晓丽倪文娟（实习）

红榜（正面典型及新风）

黑榜（反面典型及问题）

部室(子公司)

物业公司

医养居公司

物业公司

姓 名

刘 娜

任连吉

薛金山 李 杰 绍越竑

典型或新风事迹
她爱岗敬业、争创一流，勤于奉献；面对困难，她
主动请缨，高标准要求自己，用热情的工作态度
和专业的服务赢得客户的满意。

心中有爱，眼中有活；对长者周到服务，赢得大
家拥戴。

用勤奋和付出赢得业主托付

奖励形式
1.发放100元红包予以奖励；
2.福利积分加10分；
3.在公司各宣传平台宣传，在员工大会上通报表扬。

1.当月福利积分加 10分或按照子公司相关
规定执行；
2.在员工大会上通报表扬；
3.在公司宣传平台宣传。

部室(子公司)

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医养居公司
物业公司

姓 名
李少波 杨兴平

武德生 张 谦 林国立

兰维宁
冯小兵
虎世升
何彦孝

主要问题

重点工作效果未能够达到公司的预期目标

重点工作效果未能够达到公司的预期目标
重点工作连续数月效果未能够达到预期目标
居家养老工作推进不力
重点工作连续数月效果未能够达到预期目标

处罚形式

提出严厉批评，予以通报警告。

提出严厉批评
调整岗级
调整岗级及岗位
予以通报警告

卢江革 9.06
周学智 9.10
庞 娟 9.10

那 峰 9.11
邵越竑 9.12
卜彩虹 9.13

何彦孝 9.19
李建国 9.25
祖 林 9.30

刘娜,一
个 90 后的小
姑娘，来公司
两年半时间，
从管理员晋升
为项目经理，

没有任何捷径，有的只是
她对生活的态度，对工作
的热爱和对自己的高标
准、严要求。当同龄人在
父母臂膀下安逸生活的时
候，刘娜不断选择挑战自
我。她认真面对每一天的
工作，通过各种方式给自
己加压、充电！

7月底，物业公司入驻
新项目——浦发银行，面对
客户的严苛要求，刘娜放弃
熟悉的环境，主动请缨迎接
新任务。每天早上她都要
打扫四个行长室、三个会议

室、一个大的培训室，还有
十几场的会议服务，小姑娘
一干就是一个月，中间没有
休息一天。与此同时，4个
支行的人员调配及报修工
作也是她负责，有时一天忙
下来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
有！不仅要面对如此高强
度的工作，她还要承受来自
客户苛责，所有的压力和委
屈让她在一段时间内几乎
不能承受。但是她很快用
自己的信念调整好心态。
最终，她赢得了客户的刮目
相看。大局意识、责任意
识、敬业精神，在刘娜身上
淋漓尽致的体现着。

典型精神：面对困难，
主动请缨；没有最好，只有
更好。

（物业党支部）

平凡而伟大，用微光照亮微光

《中国制度面对面》
作者：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大
考，中国用 1 个多月时间遏制疫
情蔓延势头，用 2 个月时间将本
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
内，用 3 个月时间取得武汉保卫
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
中国通过“压力测试”、交出合格
答卷的根本原因，源自独具优势
的中国制度为战胜疫情提供的坚
实保障。可以说，历经疫情考验，
人们对中国制度有了更深的理
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关于
中国制度的一些问题：中国制度
的优势究竟在哪里？中国制度是
怎样形成的？中国制度未来将如
何演进？在《中国制度面对面》一
书中找到了答案。

书中直截了当地谈到中国制
度优势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更能
满足越来越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
对制度的要求，代表了当今世界
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该
书还从理论层面对现实问题进行
了分析解读。比如，书中明确指
出：“香港的这场斗争，其本质就
是一场破坏‘一国两制’和维护

‘一国两制’的殊死较量，没有中
间地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这既是理论上的阐释，也是对涉
港问题的正面回应。

《活出生命的意义》
作者：维克多·弗兰克

推荐理由：一本让你重新正视
自己生命的书。人生苦短，要在有
限的生命里寻找到那无限的价
值。他的作品《活出生命的意义》

“美国影响力的十大图书”之一。
精彩文摘：悲观主义者好比

一个恐惧而悲伤地看着墙上的挂
历每天都被撕掉一张，挂历越变
越薄的人;而积极地应对生活问
题的人好比一个每撕掉一张就把
它整整齐齐地摞在一起，还要在
背面记几行日记的人。他可以自
豪而快乐地回忆日记中所记下的
所有充实的日子，那些他曾经有
过的全部生活。即便他意识到自
己老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没
有必要嫉妒年轻人，更没有必要
为虚度的青春懊悔。他为什么要
嫉妒年轻人呢?嫉妒年轻人所拥
有的可能性和潜在的远大前程
吗?“不，谢谢你”，他会这么想，

“我拥有的不仅仅是可能性，而是
现实性，我做过了，爱过了，也勇
敢地承受过痛苦。这些痛苦甚至
是我最珍视的，尽管它们不会引
起别人的嫉妒”。

（工会委员会）

《减少瞎忙，高效精进》大课心得体会

生活从来都不会辜负每一个人的努力，遇到困难，大部分人会选择退缩，那么我们如何憧憬诗和
远方，如何安放我们曾经的梦想，下面的事迹有没有让你有一丝的触动和改变呢？

隆光·西
萃芳庭康养中
心的任连吉在
同 事 眼 里 人
好、热心肠，看
到谁忙不过来

就会主动帮忙，任劳任
怨。下班时间或者休息
日，他会像往常一样，主动
帮忙为每个房间打水、送
饭，看到哪的卫生不干净，
他也会主动去清理。对于
工作，他说：“哪有什么天
生热爱，只是选择了，就要
认真投入，把它做好，要对
得起拿的那份工资，对得
起别人的信任。”

在这里工作，每天都要
和老人打交道，吃喝拉撒都
要照顾，看到发脾气、闹别
扭的老人，他常会去换位思

考“他为什么会发脾气，他
想要做什么”，并主动充当

“调解员”，像哄小孩一样开
导老人。和任连吉聊天，你
会很容易被他坚定温和的
眼神感染，也会理解为什么
他能获得大家的一致好
评。他不争什么，就只是默
默的去做，眼中有活，心中
有爱，知足、感恩、上进、真
诚。他不刻意措辞，可对于
工作的理解，待人的方式都
让人感觉很舒服，带给人思
考。平凡而伟大，用微光照
亮微光，他做到了，并还在
努力着。

新风风采：立足平凡岗
位，心中有爱，眼中有活；换
位思考，周到服务；同事拥
戴，长者信赖。

（工会委员会）

没有梦想 何必远方 没有天生热爱，选择就有责任

8月15日，市场部于佳经
理进行反省式授课，对市场部
的资产管理及盘点等问题敲
响了警钟；对资产租赁及处理
流程敲响了警钟。我作为当
事人之一，反思如下：

一、作为公司经营性固定
资产的管理部门，没有行使手
中的权利，更没有承担其中的
责任。

二、按照公司制度规定“与
受托方签订《合同》，明确委托
范围、租赁/委托期限、租金标
准，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
任”，但实际情况却是租赁合同
交给医养居公司签订，租赁合
同的受托方以个人名义签订，
且租赁合同的金额为0元。

三、按照公司制度规定，应
综合合同会签意见后将最终修
改完善后的清洁版合同递交董
事长签发，但并未做到。

四、对所管理的资产不清
晰，对各个项目及各类经营性
资产的深入了解还不够。

改进措施
一、建立固定资产台账，

并负责监管委托经营的固定
资产，履行好合同签订、租赁
期限、租金标准、收费标准及
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
等职责。

二、对每个项目的经营性
固定资产应了如指掌，不定期
查看各个项目的经营性固定
资产。

三、对每一份签订的经营
性固定资产租赁合同中时间
节点、租金、双方权利及义务
等内容应该有所学习。

四、对各类经营性资产到
期提出预警，如相关费用的收
缴、合同的续签及解除、资产
的验收及回收工作。

五、树立“岗位经济”与“岗
位责任”意识，并且时刻提醒自
己，加强企业文化的学习。

“学习制度，敬畏制度”不
是一句口号，只有将所学的制
度应用于实际工作中，才能叫
学懂、学透。通过此事件，时
刻提醒和告诫自己，一定要按
照公司规章制度办事、工作。

（市场部 施建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