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次 活
动以团建拓展游
戏为载体，充分的发挥
了全员的想象力、探索力、
协作力，鼓舞大家为达成目标
而努力。随着教练一声号令，活
动正式拉开帷幕，拓展活动以星
座为主题，将参训人员分为12个
队伍，融入企业文化“PK答题”、

“武林高手”、“电臀达人”等1 2个
小游戏，通过团队成员间的团结
协作、以“快”、“准”、“精”为目标
的有效配合，共同寻找答案闯关，
获取相应积分，最终神气的金牛
队（别名：小隆护卫队）以绝对优
势荣获第一名。

探索一座城市，领略一种文
化，欣赏一处风景，完成团队梦
想，“隆光人”在每一处细节中苛
求创新，携手共进。团结协作是
我们不变的初心，探索创新是我
们奋进的使命，“你和我”保持信
任，架起沟通的桥梁，共同铸造美
丽梦想。

（综合办公室 郑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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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

司在中秋节前组织员工前往银川郊外
进行企业文化培训，由董事长王继光
亲自撰稿。董事长结合经典的历史事
件和军事知识、公司实际和个人见解，
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分两个专题对企
业文化进行系统讲解。银川隆光置业
有限公司全体员工，子公司、宜宁装饰
公司部分员工120余人参加。

抢抓机遇
机会稍纵即逝，要及时掌握行业

相关政策和信息，善于发觉机会。善
谋善断，争抢先机。树立时不我待的
思想，保持紧迫感和忧患意识，抢抓机

遇，敢于争先，勇达目标。
化解风险

风险无处不在，涉及公司内部管
理、工程质量、对外公关、服务达标等
各个方面。要提高化解风险的能力，
必须“五勤”在心、心领神会，把控细
节、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执行落实
公司各相关部门和子公司要及时

掌握国家地方政策、行业内情、市场消
费等方面的信息。善于自查，通过市
场调研，根据公司的实际，准确研判，
把控风险，推进落实。工作中要“尽最
大的努力，做最精的计划”，高层需谨

慎决策，中层需狠
抓落实，基层需强
力执行。

产品质量、企
业品牌、经济效益
之间的关系

第一，产品质
量是企业的生命，
抓好工程建设、产
品服务、工作品
质，尤其是以工匠
精神深入挖掘细
节，精益求精推动质量服务走上更高
台阶。毫无疑问，坚持质量至上就是

企业生存的法宝、发展的根基、壮大的
源泉。

第二，企业品牌好比一个人的脸
面，人需要维护脸面的清洁优雅，企业
也要不遗余力维护企业的品牌形象。

第三，经济效益是企业的重要目
标，是生存之本。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
口碑最终都要体现在经济效益上，要降
低“费效比”。充分体现“岗位经济”责
任，确保公司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此次培训，是公司加强企业文化
建设的重要举措，更是丰富党史学习
教育形式的有效手段。在中秋来临之
际，为公司各部门与子公司之间搭建
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有助于进一步
加强企业内部文化学习，增进交流，强
化企业文化认同感，全体员工应坚持
与时俱进、抢抓机遇，坚持创新。以公
司深化“管理年”为抓手，推动各项工
作取得新成效。 （综合办 李博）

节日的意义就是让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在一
些重要的日子里自然的流动起来。中秋佳节前夕，隆
光·西萃芳庭康养中心就收到了这样一份温暖。

9月16日上午，中粮集团携宁夏顺牛酒业销售
有限公司共同走进隆光康养中心，为这里的长者送
来了价值万元的米、油、牛奶、洗手液、香皂、牙膏等
生活用品。

捐赠过程中，长者们纷纷自发的鼓起了掌，用
掌声体现他们的感谢和欣喜。陈奶奶激动地说：

“在这里感觉自己变得重要了，经常能感受到家人
外的关心，有康养中心的工作人员照顾我们，现在
也没那么依赖儿女了。我很高兴，也很知足，现在
的日子太好了”。

一份关心、一份温暖、一份问候。来到康养中
心的企业代表们在参观了康养中心后也十分感慨，
看到长者们活跃的身姿，饱满的精神状态，大家对
康养中心的工作也给予了高度的称赞和肯定，并表
示：看到这里的环境和长者的状态就知道工作人员
没少付出，养老工作真的是需要爱心、善心、孝心的

一份职业。
活动后，双方企业希望未来

能有更多的机会交流合作，在物
质和精神上给到长者支持，丰富
他们的晚年生活。为老人尽一
份绵薄之力，让他们度过一个温
馨、快乐的节日，不仅能让长者
感受到关心和温暖，也是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

隆光康养中心自开业以
来，备受社会各界爱心组织、爱
心人士的关注与支持，对此我们
深表感激也深受鼓舞。尊老敬
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让老
人安享晚年是全社会的责任，更
是康养中心一以贯之的职责，我
们必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同时也呼吁更多的团
体和个人能够继续关注养老、关心长者，让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落到实

处，把“尊老、爱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一代代传
承下去。 (医养居 马学峰）

爱心企业情牵长者 公益捐赠月圆中秋

为民办实事，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切
入点和落脚点。党史教育工作开展以
来，隆光物业党支部切实把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转化成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在
创城期间，隆光物业所管辖老旧小区多
方联动对园区楼道、公共区域乱堆放及
破坏绿地的现象进行了集中整治，通过
树思想、下基层、亲实践，把实事好事办
进群众的心坎里。

五里水乡、兴逸园作为老旧小区，老
年人占比高，出租户及流动人口多，楼道
内堆放杂物的现象屡见不鲜，部分楼道
和地下室还成为了废品的仓库，既造成
严重的安全隐患，也给小区居民的生活

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在集中整治前，隆光物业工作人员

对乱堆乱放进行摸底排查，对位置、数
量，以及物品的归属进行了详细登记，并
积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对没有归属人、
归属人不明晰或归属人不愿自行清理的
物品，与社区街道多方联动进行统一的
处置，解决了小区乱堆放及私占绿地的
突出问题，得到业主的一致好评。

在此次整治行动中，小区业主给予
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业主纷纷表示：
这是一项还业主一抹绿色、一片宁静的
大好事，不但改善了小区环境，还调动
了业主自我约束意识，同时彰显了物

业、社区与业主之间的
团队合作精神！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我们有
信心也有责任管好门
前的“自留地”，同时也
争取能影响更多的人，
让“延伸地”也变得更
加干净整洁。
（五里水乡 马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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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2日，隆光医疗旗下
西萃芳庭门诊部在西萃芳庭小
区开展爱心义诊活动，特邀请
宁夏医科大学附院心脑血管医
院心内科李溪博士，神经内科
副主任医师史丽娜现场坐诊。

闻讯赶来的社区业主和周
边居民到义诊现场咨询问诊，
附院专家结合丰富的临床经
验，耐心细致的为社区居民进
行了“一对一”答疑解惑，并给
出诊疗建议及用药指导。西萃
芳庭门诊部各科室医务人员也
积极为问诊居民免费测血糖、
血压，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
给予膳食、运动、生活习惯等方
面的指导。义诊现场还有隆光
养老专业康复理疗师提供免费
按摩体验。

此次隆光医疗义诊活动在
为社区居民提供方便问诊的同
时，更是在传递一份关注全民
健康，特别是关注居家长者日
常保健及健康意识的号召。为
此，隆光医疗及隆光养老团队
一直在努力着。

隆光医疗专家团队长期聚
焦长者关注的健康热点、难点
问题，围绕老年人多发病、常见
病、慢性病不定期进行科普宣
传，多次通过“健康大讲堂”及
社区义诊等方式向社区居民普
及健康知识，提高健康意识和
健康素养，帮助更多社区居家
长者了解日常养生及常见疾病
预防的知识。

此外，隆光医养居公司一
站式定制“养老、医疗、旅居”三
位一体的新型养老模式，依托
康养中心及医院、门诊，满足长
者全生命周期的生活照护、康
复护理、慢性病调理、营养膳
食、心理慰藉、文化娱乐需求；
并为长者提供专业的“候鸟式
旅居旅游”服务，为实现更多的
长者“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
有所乐”而不懈努力。

（医养居 邹慧）

为民办实事：

多方联动助小区净化环境

2021年9月19日，银川隆光置业组织公司、子
公司、宜宁装饰近120名员工在银川郊外开展团

队拓展活动。活动以“凝铸团队”为主
题，结合历史典故、企业文化、趣味
游戏等元素，旨在通过员工间
的相互配合，锻炼全员
创新探索能力，提
高团队综合协
作水平。

关注居家长者健康
隆光医疗在行动

2021年9月22日，根据银川市民政局《关
于银川市养老机构星级认定的通知》（银民发
〔2021〕93号），隆光·西萃芳庭康养中心正式
获批银川市“三星级养老机构”荣誉等级认证。

据了解，此次银川市共有14家养老服务
机构自愿申请参与星级养老机构评定。隆光·
西萃芳庭康养中心自今年5月中旬开始就积
极、认真筹备，期间经过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委
员会层层把关，严格审核。凭扎实的基础工作
和经得住考验的硬件设施顺利通过初评、复评
等各环节审核，最终被评定为银川市“三星级
养老机构”。

20212021年度银年度银川川市养老机构星级认定名单市养老机构星级认定名单

三星级（8 家）（排名不分先后）：

银川市宜居康养中心

银川市兴庆区中心敬老院

银川市西夏区中心敬老院（银川市西夏区幸福颐养院）

银川隆光养老产业有限公司西萃芳庭康养中心

灵武市民族综合福利院

贺兰县中心敬老院

贺兰县星光老年公寓

贺兰县幸福里阳光康养中心

（医养居 邹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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