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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的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十四五十四五””时期时期，，国家倡导深入实施健国家倡导深入实施健
康知识普及康知识普及、、合理膳食合理膳食、、全民健身等专项运动全民健身等专项运动，，引导人们养引导人们养
成良好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成良好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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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营造守纪律、有规矩、奋发有为
的企业氛围，打造“四有、四讲、四比、
四看”的企业团队，促进企业健康发
展。公司从2020年开始，开展“评优
选差”和“立典型树新风”工作，虽然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仍未达到公司预
期，在认识上、执行上还存在偏差，需
要进一步厘清思路，以利更好的贯彻
执行。

人都有“两面性”，积极-消级、主
动-被动、勤奋-懒惰、作为-不作为、
诚实-虚伪、诚信-奸诈、忠诚-叛逆、
清廉-贪婪等。故而就有了历朝历代
的“国法家规”和各式各样的“清规戒
律”，用以弘扬人之正气、用来约束人
的负能量；也相应就有了“奖功罚过、
奖勤罚懒、惩恶扬善”的机制手段。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
“可鉴成败”。用企业文化教育人，可让
员工有责任感；用公司制度规范人，可
让员工按规矩做事、按程序办事；以月
度计划考核人、年度《责任书》考评人、
再进行“评优选差”和“立典型树新风”，
可让公司风清气正，可让员工有成就
感、荣誉感、获得感；可让落后者羞愧耻
辱的同时，承受一定经济损失。奖罚机
制的作用就是让优者更优、让差者“含
泪奔跑”或是离职走人；因为公司“不养
懒人、闲人、庸人、无用之人”。

自古以来，英雄是民族的脊梁；人
民英雄永垂不朽。“树英雄、立榜样”，
可弘扬爱国精神、振奋民族士气，英雄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排头兵”。古
有“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近有“打得
一拳出，免得百拳来”“人不犯我我不

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今有“不
冲突不对抗，不惹事也不怕事”。

公司之所以“立典型树新风”，就是
在“呼唤英雄”；英雄是楷模、是工作标
杆。我们要在员工的勤奋敬业和奉献
精神中寻找英雄；要在团结协作和互相
补台中寻找英雄；要在攻关克难和奋力
拼搏中呼唤英雄；要在忠诚企业和务实
求效中呼唤英雄。同时，也要找出工作
中不负责任的“狗熊”来。“评优选差”必
须做到好坏“泾渭分明”；好的给予表
彰、奖励，披红戴花、及时宣传；差的批
评教育、检讨处罚，黑榜曝光、负面宣
传，促其“知耻而后勇”。

俱往矣，“评优选差”和“立典型树
新风”工作方法凸显“呆板”，创新不

足；评优者大多事迹平平、难以折服众
人，其次宣传形式单一没有深挖讲透，
很难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不能调动大
家“比学赶帮超”的工作热情。差者大
多检讨淡淡、讲课案例“雷声大雨点
小”，很难起到警示和警省作用；多数
听课者也是得过且过，没有自省“举一
反三”，故此同样的问题、类似的错误
还是时有发生。

因此，“评优选差”和“立典型树新
风”工作需在寻找素材上找原因，要找

“单项冠军”不是“全能冠军”，不问过
去是与非，只看今朝功与果；需在实用
性上下功夫，要紧贴工作实际、紧贴服
务特色、紧贴感人事迹；需在编导质量
上找原因，要有动人的标题和感人的

内容；需在文章水平上下功夫，要有打
动人心的语言和“吸人眼球”的文采；
需在奖罚力度上找原因，要进一步完
善相关制度，增加补充表现奖的内容；
需在改进方式上下功夫，既要看考核
成绩又要下基层了解民情，多听多问
基层者和服务对象的意见；树立“真英
雄”找出“黑狗熊”。

2021年是公司深化管理年，其中，
“评优选差”和“立典型树新风”工作正
是公司内化管理、端正作风的主要抓
手之一，公司各部门要居安思危，正确
运用其中所蕴含的管理思维，深挖细
究，从细微处着眼，从基层着手，把大
事做实,把小事做细,踏踏实实沉下
去,真真正正将各项工作做好做实。

提升公司软实力 增强企业硬实力

一盏盏灯照亮一个个忙碌的身影，
点亮五里水乡幼儿园的浩瀚夜空。当万
家灯火渐次暗淡，幼儿园却依旧灯火通
明，人来人往，构成了一幅壮观的“挑灯
夜战图”。为确保工程进度，在保质保量
的前提下，工程部工作人员每天加班加
点，抢抓装修进度，进行着与时间赛跑的
攻坚战。

为了保障5月25日幼儿园装修顺
利完工，工程部精心策划、科学组织、合
理调配，抓重点、克难点、保节点、争时
间、抢速度，在保障工程质量安全优质
的前提下，只为给每个孩子营造一个健
康的乐园，给每位父母营造一个舒心、
安心、放心的场所。从室外活动场地布

局施工、外立面翻新，到室内优化改造、
房间结构调整，项目部全体人员充分发
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匠心标准把控每
一处细节。

在兼顾金萃芳庭项目、固废项目、失
地农民再就业中心项目的同时，生产副
总林国立亲自带队、工程部全体员工参
与，仔细巡查，穿梭在幼儿园的每一个角
落，现场落实当日工作情况，并安排次日
工作任务，明确时间节点，责任落实到
人，确保各项工作的畅通、安全进行。功
夫不负有心人，在工程部全体人员及宜
宁装饰公司的全力配合下，幼儿园装修
工程顺利完工。

（工程部 赵廷佐）

习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隆光物业
管辖的隆光·西萃芳庭小区在
2019年就开始积极响应号召，率
先在园区内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在
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为了能让垃圾分类工作有新
意，贴近生活，让业主广泛参与，
近日，隆光物业西萃芳庭项目部
收集园区内废弃的旧轮胎，将轮
胎做成形态不一的动物摆件、桌
椅等，在变废为宝展示区进行展
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称赞。

不仅如此，隆光物业西萃芳庭项
目在废旧物品的利用上也别出心
裁，设置装修材料共享站，将业主
闲置的装修材料集中存放在共享
站供业主免费使用，实现资源的
合理、充分利用。

隆光物业始终秉承“以人为
本”的服务宗旨，从满足居民各类
需求为出发点，通过资源的合理
利用，变废为宝，引导广大业主朋
友们提高环保意识，积极参与到
垃圾分类工作中去。

（物业公司 赵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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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工会关爱每一位员工的
身体健康，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与
部分员工签订《员工健康管理协
议》，以鼓励为主、奖惩为辅，提醒
大家“迈开步子管住嘴”，科学饮
食、合理运动，以良好的状态迎接
更多的挑战。

诚然，“强制”胖员工减肥，似
乎不可思议，但员工的健康却关
乎着企业的发展。如果员工身体

状况不佳，必然会影响公司的正
常运作，也会影响自己的成绩。
高度关注员工健康，更能体现企
业的人性化，这不仅仅是对员工
的关爱，更是对员工身体健康的
负责。只有员工拥有了健康的身
体，才能积极为企业服务。对于
企业来说，员工的认同感、归属
感、使命感，就是企业前进的最大
动力。 （财务部 朱雪娜）

俗话说：有房子是标配，有车位才幸
福。随着城市人口暴涨，在城市资源有限
的情况下，面对日益增长的车辆，城市停
车位严重紧缺、供不应求。据统计，2020
年银川家用汽车保有量达到51.6万辆，比
上年增长2.5%。一“位”难求已成为很多
银川有车业主面临的困境，回家抢不到停
车位揪心，车位租金上涨闹心，车停路边
被刮擦心疼......对于有车一族而言，如果有
一个车位可以安全停靠，也是一大幸事。

隆光君深知有车业主对
车位的渴求，六月盛夏特推
出“抢专属车位送装修大礼
包”限时限量限价活动。礼
包1：送地砖、壁布、木门、洁
具、窗帘5大品牌装修主材，
蒙娜丽莎瓷砖、顺辉瓷砖、
TATA木门、欧派木门、华艺
卫浴、九牧卫浴等品牌可供
选择；礼包2：豪赠4万元装
修费！以上礼包金萃芳庭业
主可任选其一，宜宁装饰将

秉承徽派工匠精神，为每位业主装修出满
意的居住港湾。

隆光·金萃芳庭稀贵地下车位分秒
递减中，地下车位环氧地坪漆、光导照明
系统、24h监控系统、电梯直接入户等为
业主打造尊崇泊车体验。地下车位不同
色彩分区，清晰的车位编号、指示牌、交通
标识，让业主快速找到车位，停车入库直
接回家！

（市场部 马文杰）

福 利“ 驾 ”到
抢好位送品牌装修

让奋斗成为一种享受

“强制减肥”是关爱，更是责任

为进一步美化小区环境，建设低碳、
生态家园，提升小区居民生活品质，更好
的保证秋季绿化苗木、花卉的养护，隆光
物业提早安排，全面行动，按照预先制定
好的绿化补栽补种方案，结合每个小区

绿化养护实际情况，及时开展了补栽补
种工作。

园区绿化工作季节性极强，公司抓住
这一大好时机集中采买苗木、花卉和草
籽，组织全员集体劳动，各项目按要求重
点对苗木稀疏、长势不良、绿化斑秃、踩踏
严重的区域进行了补种，种植月季花、水
蜡、刺玫等绿植。大家分工合作，干劲十
足，挥锄挖土、栽苗培土，虽然过程艰辛，
但是看到小区的绿植茁壮成长，心里的满
足感和成就感油然而生。

俗话说“三分种树七分养，种树容易
养树难”，各项目在补栽补种后也不忘养
护，绿化人员每天巡查补种区域，发现干
枯区域立即浇水，确保补种成活率。夏季
防治病虫害工作也不能疏忽，绿化人员对
园区树木集中打药，有效防止病虫害的发
生和蔓延，保护树木生长环境，也保障业
主出行的方便与舒适。

不负春光，不负暖阳，虽身上的汗是
咸的，但脸上的笑是甜的。我们为园区填
一片绿色，也让居民在这个夏日得一处乐
土，收获一份大好心情。

（物业公司 马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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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风，吹
来了艳阳,也吹来
了离别。十年磨
一剑，莘莘学子挥
洒汗水，奋笔疾书
的日日夜夜，终于
迎来了最重要的
一笔。

学子全力以
赴，我们用心守
护。6月 7日,隆
光·西萃芳庭小区
北门的“爱心驿
站”迎来了第一位
赶去考场的学生，
她接过项目部准
备的“助力高考爱
心礼包”时，激动
的说：“感谢物业
的暖心服务！谢
谢叔叔、阿姨”。

“无声”的保障

在高考前夕，隆光物业所管辖的各
项目提前为莘莘学子营造良好的备考环
境，提前在业主群内反复发放告知书，提
醒业主实施静音装修、减少娱乐活动，同
时在各单元门口张贴“高考期间静音模
式”倡议书及各类横幅，为莘莘学子加油
助威。“静音”是隆光公司对高考学子默
默的关爱，此时无声胜有声！

为考生送祝福

6月7日7∶00，项目工作人员便开
始准备，设立决战高考“爱心驿站”！为
高考学子准备爱心礼包，礼包内贴心的
放着文具、湿巾、矿泉水、创可贴、风油精
等。项目管理员贴心的为每一位即将参
加高考的考生送去礼包和祝福，祝福他
们：金榜题名！

青春无畏看今朝，乘风破浪好少
年。我们用自己的行动助力考生，希望
小小的祝福能让他们感受隆光物业的关
心不论结果如何，人生才刚刚开始。

(物业公司 赵洁)

五月仲夏，阳光灿烂、暖风拂面，
在这亲情融融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

“母亲节”。母亲，多么神圣而纯洁的
字眼，一声妈妈，便是最纯真、最动人
的原始蕴藏。5月9日我们在隆光康
养中心三楼多功能厅举办了母亲节
暨生日宴活动，看似平凡又普通的一
天却是最难忘的。我们给康养中心
的每一位长者“母亲”赠送了一束康
乃馨，这代表着我们对所有长者温馨
的祝福和浓郁的亲情，同时也祝愿所
有的“母亲”健康、快乐。

隆光康养中心每个月我们都会
举办一场生日宴，与中心的爷爷奶奶
们一起庆祝。因为“母亲节”的到来，
这次的生日宴别开生面。伴着舒缓
的生日歌，围绕着蛋糕许下自己虔诚
的心愿、吹灭蜡烛、一起切蛋糕。这
么温馨的场景当然不能缺少精彩节
目的助兴，大家自告奋勇一起参加

“你来投、我来接”和“撞瓶子”游戏。
在欢声笑语中本次的活动也接

近尾声，虽然活动结束了但大家的欢
乐并没有结束，就像我们倡导的“欢
乐生日会、开心每一刻”。

五月份既是“劳动月”，又是“亲
情月”，同时也是“青年月”，作为公司
年轻一代，积极发扬“青春·爱与奉
献”的主题，组织团员们时常萦绕在
爷爷奶奶的房间，为他们做一些打扫
卫生、洗衣叠被、端茶倒水等力所能
及的事情。虽是举手之劳的小事却
感动着每位爷爷奶奶，爷爷、奶奶每
日开心的样子，我们也是看在眼里乐
在心里，衷心希望康养中心的每一位
爷爷奶奶都可以精神饱满的度过每
一天，没有忧愁也没有烦恼，在这里
享受有质感、有尊严、有温暖、有爱
心、有欢声笑语的安心舒适的晚年生
活。（医养居公司 贾蕊）

“五月”浓情 与爱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