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居置业】

背景背景
故事故事

1957 年 8 月，在被授予少
将军衔后不到两年，甘祖昌主
动辞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职
务，带着妻子龚全珍，回到家乡

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沿背村务农。原因很
简单：为了带领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让老
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妻子龚全珍也

全力配合丈夫，到当地学校当老师，把自己
工资的大部分花在支援农村建设上。1986
年，甘祖昌因病去世，他留给妻子和儿女唯
一的遗产是一只铁盒子，里面用红布包着3
枚闪亮的勋章，那是 1955 年他荣获的二级
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与二级解放勋
章……

《平凡的世界》
作者：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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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典型 树新风

《小王子》
作者：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

总公司

祝福家人们生日快乐祝福家人们生日快乐！！
隆光工会

红色记忆红色记忆··微党课微党课

红榜（正面典型及新风）

黑榜（反面典型及问题）

部室（子公司）

工程部
预算部

姓 名

杨兴平
刘 剑
林国立

主要问题

工作一拖再拖，游走在责任的边缘。面对涉及到公司声誉和口碑的问题，即使有
公司领导的批示也未能积极的落实执行。
不担当，害怕被“湿鞋”。在子公司的招标工作中，找理由推卸责任，将自己置身
事外，险些酿成大错，让公司蒙受损失。

处罚形式

1.在月度员工评优选差中扣10分；
2.在公司宣传平台通报；
3.员工大会上通报批评。

部室（子公司）

市场部

医养居公司

物业公司

工程部
金萃芳庭物业项目部

代超、李忠荣

姓名

于 佳

陈 媛

马俊花

王星磊

典型或新风事迹
面对关乎客户权益、公司信誉、形象、经济利益及风险并存的困局，市场部经理
于佳并没有将自己沉沦在困顿中，协调拜访、寻找突破方向，主动接下“烫手的
山芋”，取得让公司满意的成绩。

在协助客户办证的过程中，始终做到控制自我，张弛有度，保持头脑的睿智和清
醒；“交好朋友铺好路”，陈媛懂得舍与得之间的有的放矢；将“脑勤、眼勤、嘴勤、
手勤、脚勤”真正的落在实处。

困则思变，主动出击。聘请已 80多岁高龄的老师“出山”，坐诊五里水乡诊所。
充分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成绩一路高歌。
以身作则，以情动人。工作中高标准严要求，生活中不论是员工还是病人有困
难，只要她知道就尽可能的帮上一把。

通过自身的努力使物业服务工作在品质督查体系的监督考核下，有了稳步提
升。截止7月，据不完全统计，由他主导的日常检查180余项，综合质检汇总复
查反馈350余项，夜查规范60余次。

帮忙抬桌子，搬柜子，卸西瓜。虽然是平凡的小事，因为有了急人之所急，想人
之所想的善意而变得让人暖心。在面对困难时，大家没有因为觉得麻烦而去找
理由推脱，事后也没有因为主动承担而索取回报。

奖励形式

宣传+奖励

1.在月度员工评优选差中加10分；
2.发放价值100元以内的纪念品；
3.在公司宣传平台宣传；
4.在员工大会上通报表扬。

党史党史
故事故事

自2021年3月起，隆光•五里水乡诊所以势不可挡的
气魄一路高歌猛进，月度任务完成、季度任务超额、半年度
收入指标提前达成……用实力证明了他们是一支敢打敢
拼的队伍，是一支能打胜仗的队伍，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
个关键人物——五里水乡诊所的“主心骨”马俊花主任。

困则思变，主动出击。2020年10月，马俊花入职五里
水乡诊所，刚来的时候诊所效益并不好，状态用“一盘散
沙”形容也不过分，业绩上不来，员工队伍涣散。这对于性
格直率，一路走来都是“业务尖子”的马俊花来说是不能忍
受的，要么不干，要干就必须干好。

盘清现状，理清思路，接下来就是行动。下班时间，亲
自带队在小区周边发单子，利用自己的关系找人牵线搭桥
和各大街道、社区熟起来，带上随手礼一次次“上门”找机
会，茶话会、联合义诊、社区活动，哪有活动就跟着搞起
来。工作“热火朝天”的步入正轨，可马俊花又陷入了思
考，不能只风风火火的埋头苦干，每个人都又忙又累，业绩
却还差着一截。服务提上来了，可对于诊所而言，来的患
者图什么？不就是为了治愈疾病吗，这是问题的关键，核
心还是在人，在大夫!

想到这，马俊花开始琢磨起了“寻人之旅”。她用自己
多年从医经历，联系了多位自己能想到的大夫，可效果并
不理想；最后她想到了自己的恩师，已经退休的老专家石
举英副主任医师。瞄准目标，马俊花把这一想法告诉了诊
所的同事巩大夫，两人合力请他们曾经共同的老师“出
山”。已80多岁高龄的石老，最终被他们的真诚打动，答应
到五里水乡诊所坐诊。有名医坐阵，五里水乡诊所全员更

是像打了“鸡血”一
样，员工的工作主
动性被充分调动
了起来，成绩也是
一路高歌，有目
共睹。

以身作则，以
情动人。别看工作
中的马俊花像个严
肃爱唠叨的老妈妈，回
到生活中却“忍不住”流露
出真性情，不死板、不教条，爱说
笑、爱唠嗑，不变的还是那个爱操心的老母亲。诊所中谁
家有困难需要帮助，只要她知道就尽可能的帮上一把；哪
个病人有需要，哪怕不是诊所业务范围内的事，她也会尽
自己所知所能忙前忙后。

刀子嘴豆腐心的她，每次帮完患者，自己却像个没事
人一样，工作中依然该严厉的严厉，出了错还是该训人就
训人。只要回到工作中，她依然是那个高标准严要求的唠
叨妈妈，而这些要求她不仅仅会说到，更能做到。有苦活、
累活，自己冲在最前面；要求员工不迟到，自己就是来的最
早的那一个……

失败的理由有很多个，而成功的原因总是有迹可循，
走进五里水乡诊所，每一个忙碌又井然有序的身影，每一
处干净整洁的的角落，每一个熟稔放松的病人，都是他们
成绩最好的佐证。 （养老党支部）

■推荐理由：《小王子》是法国
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于
1942年写成的著名短篇小说。作者
以童话故事为媒介，用孩子的视角
寻找生命的“本真”。

书中的主人公是来自外星球的
小王子。讲述了小王子从自己星球
出发前往地球的过程中，所经历的
各种事和遇见各种不同的人。作者
以小王子的孩子式的眼光“对爱与
责任不断的领悟升华，表达了对人
生本真的坚守、对温情的向往乃至
对完美人生价值孜孜不倦追求的终
极理想”。它体现了人与人交往的
本质，需要我们用灵性去理解、感
悟、诠释。圣埃克絮佩里把生动的
形象与深邃的寓意相结合，将爱与
责任的主题直观的展现在读者面
前，透射出交往的真谛。是一本写
给成年人的关于生命与生活，爱与
责任的童话，愿大家一生温暖纯良，
不舍爱与自由。

（工会委员会）

人民的好干部孔繁森
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孔繁森，是一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好

干部。这位模范干部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由于生活拮据，
他到血库要求献血。在外人眼里，一个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
清贫真难以想像。1993年，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
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
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
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回到济南后，他妻子去看上大学的
女儿，女儿一见面就对妈妈说：“学校让交学杂费，我写信给爸爸，爸爸
让我跟您要。”他妻子一听，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自己身上剩下
的钱，连回家乡聊城的车票还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孔繁
森把工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帮忙有困难的群众，平时根本就没有
攒下几个钱。他给群众买药，扶贫济困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
则上千元。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
6角，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

甘祖昌与龚全珍的故事
我向大家介绍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同志，她是老将军甘祖昌同志的夫人。甘祖昌

同志是江西老红军、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但他坚持回农村当农民，龚全珍同志也随甘祖
昌同志一起回到农村艰苦奋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龚全珍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
神，并当选了全国道德模范，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感到很欣慰。

——2013年9月26日，习近平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指出

2021年的夏天比往年来的都
更“猛烈”，60多年来的罕见高温给
一线员工的工作和身体都带来了
挑战，为他们送去一股清凉，是隆
光置业党工组织一直的牵挂。

近日，公司党总支书记、工
会主席王淼，副总经理徐兴武带
队，分别到所管辖各项目现场，
看望慰问一线员工，送去防暑降
温慰问品（冰红茶、牛奶、八宝
茶、蜂蜜、红枣），把组织关怀送
到员工心坎上。每到一处，公司
领导都送上了“大家辛苦了”的
温馨提醒，在高温作业下要注意
身体，确保安全！一声问候和从

不缺席的关爱，沁润着员工们的
心田，也增强了员工的幸福感和
归属感。同时，也激发了员工们
的工作热情，大家表示“领导送
来的是清凉，我们感到的是温
暖”。一定坚守岗位、认真工作，
履行岗位职责，确保为业主提供
更加有品质的服务，不辜负公司
的期望。

一年四季，365天日日夜夜
不敢松懈；默默奉献，不辞劳苦，
放弃多少个与亲人团聚的日子，
只为业主心中的那份满意。最
美一线物业人，向你们致敬！

（物业公司 马永刚）

防暑降温送清凉
贴心慰问暖人心

在买房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建
筑面积、使用面积、套内面积、公摊面积”等
这些词汇，究竟它们各代表了什么，差别在
哪里？今天小隆带领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建筑面积，是建筑物各层水平面积
的总和，包括套内建筑面积和公摊，实际
上“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公摊”。

套内建筑面积，是套内房屋使用空
间的面积，包括使用面积和套内墙体面
积，分析到这里你会发现，套内面积除包
括屋内墙体面积，还包括两家之间分隔
墙的面积一半。所以有的人测量套内面
积后发现比合同上套内面积还小，问题
就出在这里。

公摊面积，是分摊的共有面积，包括
公共门厅、过道、电梯井、设备间、变电
室、楼梯等。

使用面积，即生活中能实际使用的
净面积，你能利用的所有空间。实际上

“使用面积=套内面积-墙体所占面积”。
还有人会问“公摊面积有没有国家

标准是多少？”“为什么每个小区甚至一
个小区的每栋楼得房率都不一样？”

俗话说“户型选的好，住着没烦恼；户型选的对，越
住越富贵。”

买房时，什么样的户型是好户型？什么样的户型坚
决不能选？隆光君为大家科普一下。

首先，在买房置业时，房屋的建筑面积一定要和房间
的数量匹配，相同面积的房子，要选择房间数多的那一
套。比如90㎡的房子要选择紧凑三居而不是大两居的，
120㎡以上的房子要选择四居室而不是大三居。相同面积
下多出来一套房的户型，其功能强利用率高，居家生活更
方便，尤其是二孩成为标配的今天，这样的户型更抢手。

其次，选择户型时，一定要看清楚户型结构图，确保
房屋整体没有缺角。不但户型整体要方正，每个房间也
要方正，这样的房子更容易摆放家具不浪费空间。

第三，好的户型一定是进深短面宽大。选择进深短
面宽大的房子采光、通风效果好，屋内亮堂，即使阴雨天
也不会太昏暗。

第四，选户型一定要看朝向，紧盯一点——南北通

透。所谓南北通透是指户型方
正，客厅、餐厅在一条直线上，客
厅接南边的阳台，餐厅接北边的
阳台或者窗户，卧室要分列房子
南北两侧，而且卧室的门一定要
两两南北相对，这样也能保证明
厨明卫没有不带窗户的房间。

最后，选择户型一定要参
考整栋楼的电梯配比。一般
一梯两户的户型基本上都是
南北通透可作为首选，而两梯
三户、甚至两梯四户的房子尽
量选择边户不要中间户，因为
中间户，北面基本上要么没有
窗户，要么挨着连廊通风、采
光效果不是很好。

（市场部 马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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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识别户型缺陷

小隆为您解惑：
目前，国家没有明确的规定

公摊面积必须控制在哪个区间
范围内。但不同楼宇公摊比例
的大概范围：

●别 墅 类 的 公 摊 率 多 为
2%-8％（还要看是联排还是独
栋以及阳台设计）

●7层以下住宅公摊率多为
8%-15％（差别在于是不是带电梯）

●小高层住宅（11层以下单
电梯）公摊率多为15%-20％

●高层住宅（12-18层双电
梯）公摊率多为20%-25％

●高层住宅（高百米以内、33
层以下）公摊率多为25％以上。

所以说公摊率的大小有
多种因素，包括户型设计（阳
台大小）、建筑规模、层高不同
消防要求不同，所需的设备间
配置标准也不同，楼梯的设置
标准不同，以及底层有没有商
铺、有没有架空设备用房、避
难间等等。

小隆的分析有没有帮到大
家？欢迎随时找小隆答疑解惑。

（预算部 杨兴平）

爱心与仁心 马妈与马大夫

刘 剑 8.01
白小英 8.03
李 博 8.15
李忠荣 8.16
庞媛媛 8.22
王 淼 8.28

医养居公司

马飞儿 8.01
郭 惠 8.03
高巧会 8.15
马 璐 8.25

■推荐理由：《平凡的世界》
是 中 国 作 家 路 遥 所 作 的 长 篇 小
说，是“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

该书以中国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十年间为背景，通过复杂
的矛盾纠葛，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
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将劳动与爱
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
生活与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
起。把苦难转化为一种前行的精神
动力。在展示普通小人物艰难生存
境遇的同时，作者极力书写了他们
克服重重困难的美好心灵与坚韧不
拔的奋斗精神。作品中的主人公孙
少安、孙少平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
青年人，但他们自强不息，依靠自己
的顽强毅力与命运抗争，追求自我
的道德完善。其中，孙少安是立足
于乡土矢志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而
孙少平是拥有现代文明知识、渴望
融入城市的“出走者”。他们的故事
构成了中国社会普通人人生奋斗的
两极经验。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
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
折的道路。

物业公司

黎占红 8.08
李 杰 8.09
周永美 8.12

王静静 8.16
俞妍蓉 8.16
齐秀兰 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