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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不应该是将就，而是讲究 隆光康养中心联合宁夏义工联合会开展志愿服务
●详见4版

隆光会

产业时讯
CHANYESHIXUN 2021年7月15日 星期四 责编/王斌和 赵晓 编辑/王晓丽 校对/丁倩 李博

银金审服内准字
2021362号

红色记忆·微党课
●详见2版

近日，经银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认定，隆光养老产业有限公司西萃芳庭
康养中心被确定为银川市青年就业见习
基地。

隆光养老公司自2019年成立以来，
积极响应社会号召，致力于“银发事业”的
同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长期坚持为青
年志愿者提供社会实践的平台与机会，也
让在住长者能更多的体会到社会及年轻
人对他们的关注与爱护。此外，接连与宁
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夏现代高级技工
学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积极创新校企合
作模式，为在校青年提供就业实习机会的

同时，深入培养定向人才，更好的促进广
大青年就业创业，为社会就业环境改善做
出应有的贡献，为医养居公司定向专业人
才引进提供优质引流渠道。

据悉，见习基地将统一由银川市人社
局、财政局、商务局、国资委、团市委、工商
联等六部门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青
年就业见习基地”牌匾。这对医养居公司
来说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它不仅
代表着医养居公司雄厚的实力与资源，更
能证明医养居公司已受到业界乃至社会
的普遍认可，已发挥出应有的品牌效应。

（医养居公司 邹慧）

银川隆光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被认定为银川市青年就业见习基地

“真是太贴心了，大热天的辛苦
你们了，为你们点赞！”隆光五里水
乡小区一位业主阿姨拉着物业工作
人员的手说。近日，隆光物业所管
辖五里水乡小区为业主免费赠送新
鲜萝卜。

时值爽脆萝卜丰收之际，农民伯
伯的萝卜却出现了滞销现象。隆光
物业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马安排工
作人员亲自去菜园拔萝卜，希望以绵
薄之力为农民伯伯解决燃眉之急。
伴着汗水渗透衣衫，万余斤高品质的
生态萝卜破土而出。隆光物业以爱
心传递的方式将萝卜免费赠予居民
品尝，原本安静的小区内立马沸腾起
来，每个业主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满
满的幸福感。

活动前期，工作人员通过微信业
主群及公众号通知业主参与此次领
取爱心萝卜活动，并提前将萝卜装

袋，便于业主领取。同时物业工作人
员耐心地为业主讲解萝卜的功效。

活动现场还为业主提供了展示
技能的机会，钟爱手艺活的业主，将
萝卜雕刻成了各种造型，爱心、小花、
小动物，栩栩如生。切萝卜大赛进入
高潮，各位“大师们”通过手中的萝卜
展现着自己独特的刀法，萝卜丝、萝
卜片、萝卜条，各式各样，各显风采。
当然，切的萝卜也不能浪费，工作人
员提前准备好了腌制器皿，将这些萝
卜腌制封存送给业主作为下饭菜，业
主们的脸上乐开了花。

点点爱心，汇聚成河，无私助人，
温暖人心。隆光物业本着“以人为
本”的服务宗旨，在给业主提供优质
物业服务的同时，在一件件“接地气”
的善行中悄然扎根、茁壮成长，体现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物业公司 马小娟）

有家有院有生活
家有小院好乘凉，拥有一个院

子，沏茶读书，卧听风雨，已经成为现
代生活的一种追求。在这一方院子
里可以感受到“春有百花秋有月，夏
有凉风冬有雪”的美妙；在这一方院
子里可以放松自我，闲时静听鸟喧，
喝茶、看书、赏花、种菜，惬意生活大
致如此；在这一方院子里，孩子嬉戏，
大人闲聊，有风景，也有温情。

隆光·金萃芳庭买一楼送庭院，
户型设计适用，得到广大业主及装修
公司的一致好评。时下，各类“皮包
家装公司”、装修“游击队”层出不
穷，让新交房业主虽花了时间和金
钱，但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小则
影响美观和心情，大则影响业主全家
的身体健康，选择一家靠谱的装修公
司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宁夏宜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
与隆光公司的长期合作中，展现出
的是靠谱的高性价比。这是一家集

设计、施工、主材、售后为一体的一
站式服务型装修公司，践行以“绿色
环保、价格合理、诚信服务”为宗旨，
信守终身保修的售后原则，致力于
为客户提供“省心、省力、省钱”的高
标准、高品质装修服务。宜宁装饰
有着一支优秀的设计师团队，确保
每个装修项目都具有品位、时尚、个
性、实用的设计内涵。同时，他们拥
有一支优良的施工队伍，施工和工
程监理人员全部来自于安徽，有着
多年丰富的徽派装饰装修经验和精
湛的施工技艺，确保每道施工工序
和细节做到极致完美。

隆光置业开发的项目从设计、建
造到设备安装，始终把建造一所“安
全、舒适、老百姓满意的好房子”作为
开发的初心，宜宁装饰亦将秉承隆光
的工匠精神，为每位业主装修出满意
的新家，兑现美好承诺。

（工程部 安新华）

随着人们生活幸福指数提高，汽
车普遍成为代步工具，城市机动车保
有量连年快速增长。据统计，2018年
银川机动车保有量85.02万辆，2019
年5月银川机动车保有量91万辆，而
截止到2020年7月银川机动车保有
量已达99.97万辆。短短两年时间，
银川机动车保有量增长近20万辆，车
多位少的矛盾日益凸显。城市土地

“寸土寸金”，注定车位不可再生，更
属紧缺资源，停车难日益严重，车位
越来越贵也
成为共识。
车会贬值，
但车位的保
值率、升值
率 却 稳 健
上升。

相比于
传统获取收
益的方式，
车位投资无
疑拥有更高
的价值。首

先，投资车位后解决了自己停车的问
题。其次，可以通过租赁的方式来收
取租金。最后，当车位增值后，还可
将车位转让获得更高的收益。投资
车位无疑是一举三得的最佳方式。
隆光·金萃芳庭稀贵地下车位，一经
推出获得业主争相抢购。地下车库
环环氧地坪漆，干净环保无尘；24小
时监控系统、光导照明系统让业主放
心泊车。

为进一步方便业主泊车，隆光·
金萃芳庭地下车位采用不同色彩分
区，清晰的楼栋指示牌、交通标识牌、
电梯导引标识等，让业主轻松实现停
车入库直接回家！隆光·金萃芳庭地
下车位最后席位，错过再无！

（市场部 马文杰）

要“置”富
须上“位”

对于许多人来说，父亲一直以特有的方式影响着我
们。他羞于表达，疏于张扬，却巍峨而又持重。对于他们
而言，一句被惦念的父亲节祝福，就可以让他们默默开心
很久。

父亲节这天，在隆光西萃芳庭康养中心处处洋溢着温
馨与欢乐的感觉。中心所有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默默为爷
爷奶奶们准备着一份惊喜与礼物。

“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常在心底……”在一阵美妙
的歌舞表演及童声演唱中，父亲节活动拉开了帷幕。银川
蒲公英老年大学及宁夏义工联合会的志愿者带来了他们精
心编排的节目，舞蹈、歌曲、话剧、合唱……或欢乐、或感人，
精彩纷呈，掌声不断。他们中有六七十岁的术后康复人员，
有朝气蓬勃的小学生，有带着幼童的三口之家，却都因为爱
心共聚于此。当文艺演出进入尾声，熟悉的生日歌响起，生
日蛋糕呈上时，在场的所有人被浓浓的节日气氛感动着、幸
福着。

随后，宁夏义工联合会的志愿者为每位老人送上了夏
日T恤，并与医养居公司志愿者共同为老人修剪指甲、理发、
按摩、打扫卫生，爷爷奶奶们拉着孩子们的手，开心的合不
拢嘴，脸上的笑容久久没有散开。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
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借父亲节之名，
祝福天下每一位老人，都能拥有精彩幸福的晚年生活，内心
平安，慈目堆笑。

（医养居公司 邹慧）

爱
心
助
农

传
递
爱
心

隆
光
康
养
中
心

隆
光
康
养
中
心

联
合
宁
夏
义
工
联
合
会
开
展
志
愿
服
务

联
合
宁
夏
义
工
联
合
会
开
展
志
愿
服
务

一百年栉风沐雨，一百年砥砺奋
进。在举国同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之际，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举行系
列庆祝活动，营造浓厚氛围，激励全体
员工在新征程上凝心聚力、奋勇争先，
为公司的发展汇聚起更强大的力量。

100个春秋的洗礼，磨砺出一个坚
毅又勇敢的党；300多天的摸索与探
求，整合出一支新鲜又敢拼的队伍。1
年前，正是在您和祖国母亲的号召与
鼓励下，我们满怀信心，踏入了一个全
新的领域——为“银发事业”贡献一份
力量。

6月30日，隆光公司建党100周
年及隆光康养中心一周年庆典如期在
隆光康养中心举行，为党的百年华诞
献礼，也为我们自己的一周岁庆生。
庆祝活动以“栉风沐雨迎百年，隆光助
您享人生”为主题，约200人参加。

活动在康养中心姑娘们表演的
民族舞中展开，轻快的乐曲，婀娜的
舞姿很快将喜庆的氛围散溢到整个
现场，引燃了在场人快乐的情绪。隆
光党总支部书记王淼、医养居公司总
经理王子靖分别致辞，为党的百岁生
日送上祝福。他们表示，全体隆光人
将传承红色精神，赓续红色基因，立
足岗位，做出更大成绩。公司将积极
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将养老事业做
好做强，为政府解忧，为社会发展做
出应有的贡献。

随后，精心编排的庆典节目陆续
登台，有社区居民表演的舞蹈《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灯火里的中国》，
有公司员工祖秀智的深情朗诵《百年
奋斗，砥砺前行》，有康养中心老人的

现场感悟之言，有主持人穿插进行的
党史竞猜，有老党员的现场挥毫，有康
养中心老人幸福生活的VR展示等等，
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在场人员
的爱党之情充分演绎出来。特别是党
史竞猜，将党的百年发展中关键历史
事件展现出来，让大家在短短几分钟
之内回顾了党的历史，感慨当年革命
先辈的不易。庆典尾声，大家分享了
甜蜜的生日蛋糕，共同度过了别有意
义的温馨时光。 最后,庆典活动在大
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
落下帷幕。

据悉，在七一前夕，隆光公司党总
支分别对公司退休党员及社区老党员
进行慰问，对他们在过往岁月中给予
公司的支持和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康养中心，为在院老党员献上鲜花，
与党共庆生日，让他们感受到家人之
外的另一份关怀。他们大部分已近耄
耋之年，最长者的党龄已有60年之久，
他们或行动不便，或语言不清，但和他
们聊起当年参加革命的往事时，却表

现出极高的热情，那些岁月，那些经
历，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里显现。他
们已不能给我们完整的解答和讲述，
但从他们只言片语及闪光的眼神中告
诉我们，那一定是一个值得奋斗、值得
回忆的过往，是印在脑海里的，不被岁
月时光所磨蚀，真的令人敬重，愿他们
健康长寿。

公司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活
动的顺利开展，使全体员工深受教
育、深有体会，纷纷表示要立足本职，
深入践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的基本要求，以信仰之光照
亮前行之路，以如磐初心凝聚奋斗伟
力，在继续谱写新的历史篇章中贡献
隆光力量！

火 红 的 党 旗 火 红 的 心
隆光公司建党10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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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前夕，在银川市住建系统庆祝建党100周年总结
表彰会上，我公司党总支被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于佳被
表彰为住建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王晓丽、马艳芳被表彰为
住建系统非公行业优秀党务工作者，王维财被表彰为住建
系统非公行业优秀共产党员。

7月11日正式进入三伏天，
这一阶段，气温正值一年最高，
在入伏后适当给自己来一副三
伏贴，也成为健康养生的新举
措。为了关爱员工的身体健康，
营造一个“精气神”俱佳的工作
状态，今夏，公司工会再次为全
体员工带来了养生三伏贴福利。

7月12日上午，隆光五里水
乡诊所的工作人员带着专业的
检验仪器和各类珍贵的中药膏
方，走进隆光公司的办公区，为
大家奉上了一组贴心的夏日养
生盛宴。测量血压、骨密度测
试、中医医师望闻问切检查身体

状况，工作人员按处方对症下药
现场进行敷贴，还更有资深按摩
保健师为大家现场按摩舒缓肩
颈。耐心的指导、细致的讲解、
真诚的叮嘱，为全体员工上了一
堂养生保健课……其乐融融的
画面让忙碌的工作日多了一分
从容与温暖。

健康是生命得以拓展的资
本，保持身体健康，才能更好地
照顾家庭，更好地胜任工作，愿
每一位隆光的小伙伴，都能拥有
一个健康的身体，开心工作、快
乐生活。

（工会委员会 丁倩）

健康养生 皆为你来
——公司工会再次为全体员工带来养生三伏贴福利

“您好，喝一杯绿豆汤消消暑吧”，五里水乡
管理员暖心的话语让喝着绿豆汤解暑的业主们
倍感幸福。为了给战斗在酷暑一线的员工带来
丝丝清凉，极大的鼓舞物业人员的工作动力，激
发他们的工作热情，隆光物业所管辖各项目开展
了“高温送清凉，关爱暖人心”活动。

从6月27日开始，每天下午四、五点左右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就将煮好的绿豆汤分发到小区各个
门口，供广大业主、环卫工人、执勤交警、路人等免
费饮用、解暑。绿豆汤清香扑鼻，引来很多业主及
小朋友争先品尝，大家接过绿豆汤并对辛勤劳动
的客服人员表达了谢意。业主王叔说：“绿豆汤虽

然制作起来简单，但物业的这份心意，挺让人感动
的，住在这儿，挺好的”。工作人员还“走动式”的
将绿豆汤送到在坚守岗位的秩序维护员、保洁员、
维修人员等一线人员手中。大家纷纷表示，简单
的一个举动正是体现了公司的人文关怀，让人感
到温暖，在这样的工作氛围里，大家一定会用心尽
心为业主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一杯绿豆汤、一个笑容、一句感谢……在这
个炎炎的夏天，隆光物业员工们不惧炙烤，坚守
岗位，为广大业主居民提供安全、放心、贴心的物
业服务。“有我们在，您尽管放心。”

（物业公司 尹红霞）

浓 浓 绿 豆 汤 清 凉 夏 日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