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味儿，在不同人记忆中是不同的色彩和味道，
红红的对联，彩色的风车，噼里啪啦的鞭炮，热气腾腾
的菜肴，温暖火光的灯笼……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年
是团圆、相聚、幸福、喜悦的时刻，但是对于隆光物业
人而言，年则是思念、牵挂、坚守、奉献。为了保障业
主的生活，“春节在岗”已成为我们的常态与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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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发布《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中央文明办秘
书局关于公布“加强物业管理 共建美
好家园”典型案例的通知》，此项殊荣
在全国范围内仅100个小区获评，宁
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五里水乡
荣耀上榜。

“美好家园”- 隆光·五里水乡小
区。五里水乡小区于2005年交付，属
于银川市较早交付的保障房项目，总
建筑面积191068平方米，居民近2000
户，小区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功
能完善。隆光物业投资近80万元，增

设停车棚、休闲设施，设置电动车充电
设施，植树增绿，举办各类文娱活动增
进与业主之间的关系。项目先后荣获
自治区物业服务示范项目、银川市物
业管理示范项目、银川市四星级平安
小区、园林式居住区、卫生先进单位、
银川市红色物业试点项目等荣誉。

体现品牌温度，提升客户口碑。
隆光·五里水乡小区坚持以“体现品牌
温度，提升客户口碑”为初心，积极配
合行业主管部门完善行业服务标准，
规范行业服务流程，持续关注社区面
貌与业主的生活需求，与业主共建美
丽家园,促进物业管理与基层社区治
理深度融合，构建物业管理新格局。
同时，始终坚持客户服务无小事，既要
立足眼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
体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完善解决民生
问题的体制机制，有效解决客户的“操
心事、烦心事和揪心事”，有效推动物
业服务上台阶，提升业主满意度。

客户服务无小事，打造“四位一
体”服务阵地。实现服务星级化，近几

年，隆光物业在各级主管部门的领导
和相关单位的协作下，以“规范管理、
服务达标”为目标，积极打造以“智慧
社区服务中心”“红色物业服务中心”

“垃圾分类服务中心”“悦邻里暨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为内容的“四位一体”
的服务阵地，通过“前台受理、后台办
理、全程跟踪”的服务管理模式为社区
居民提供开放式服务，真正实现业主
全覆盖、服务星级化，使公司服务品质
和知名度进一步得到了居民和社会的
认可。

四位一体、用心用情，构建和谐
邻里关系。打造具有隆光特色的物业
服务品牌。如婚庆引导、代收快递、自
助洗车、家政服务及悦邻里居家养老
服务等，尤其在围绕助餐、助医、助娱、
助洁等方面开展居家养老服务，让业
主足不出户便可以享受到温馨、便捷
的个性化、多样化、全方位、多功能服
务。“红色物业”的专职管家及志愿者
服务团队为业主做了很多“贴心”事：
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上门洗头、理

发、引导回家购买物品，开展家政服务
和各类活动、深夜护送业主回家、拉近
与业主的关系，促进邻里关系的和谐
发展。

和谐家园，感动瞬间，温暖你我
他。新年伊始，开工在即，为客户们送
上一张新年贺卡，一句温馨的祝福，一
份精美的小礼品，收获的不仅是感动，
更是服务品质和居住感的提升。

-20℃，地下车库阴冷潮湿，维修
工作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他们没有在
意全身已被水淋湿，肚子饿的在自我
疗愈，他们只关注业主能否正常生活。

寒风凛冽，清理积雪的隆光物业
人却热情满满。手和脸都冻得通红，
但是挥舞起铁锹、扫帚时依然干劲十
足，此情此景，吸引部分业主一同加
入，欢乐祥和的大家庭完美呈现。

殊荣的获得更是责任与使命的担
当,我们将继续深入推进物业工作深
化细节，服务升级,共建环境宜居安定
和谐的“美好家园”。

（物业公司 马艳芳）

1月21日，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
司内外处处洋溢着喜迎春节的气息。
下午5时，隆光公司举行2022年春节
团拜会。公司领导班子成员、总公司
全体员工及子公司员工代表参会。

会前，公司党总支书记通报《关
于2021年度目标责任书考核兑现的
决定》《关于表彰2021年度先进集体
及个人的决定》并举行颁奖典礼，对
先 进 个 人 和 集 体 合 计 兑 现 奖 金

37.6535万元。
颁奖典礼结束后，新春团拜会正

式开始，公司各部门、子公司的节目
“争奇斗艳”；员工在主持人带动下，通
过各类趣味游戏“一决高下”，营造出
积极向上、融洽和谐的美好氛围。

董事长王继光代表公司和本人向
全体员工及家属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祝
福。同时他指出，一是公司在面临挑
战的同时也存在无限机遇，发展呈现

出了新气象、新局面、新成就，一年来
取得的成绩实属不易，这些成绩的取
得是公司上下一心、拼搏奋斗的结
果。二是2022年是企业转型发展的
关键之年，经过两年多的筑基发展，我
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实现2022年的
各项目标任务。三是回首旧岁，我们
逆风破浪、成绩振奋；展望未来，我们
重任在肩、使命如磐。新的一年，让我
们更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担当

实干、奋发有为，共同谱写隆光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以一流业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为公司成立二十周年
增光添彩。

会上，公司其他领导班子成员、总
部各部门负责人及员工代表结合分管
工作和本职岗位分享了过去一年的收
获与体会，展望了2022年工作愿景，
表达了对企业发展和同事及家属的美
好祝福。 （综合办公室 李博）

虎年贺岁 共话新春
——隆光置业有限公司举办2022年新春团拜会

年在隆光，安心

春节临近，各小区的年味也渐渐
浓了起来，为了能让业主安心欢度春
节，隆光物业多措并举，统筹安排，先
后对园区楼栋安全通道、消防泵房、中
控室、地下车库、二次供水、供电、排
水、停车场道闸、电梯等进行“地毯式”
的排查，对排查的隐患现场整改，通过
开展各类检查，保障业主安心过大年。

1月25日下午，西萃芳庭19号楼
地库顶部主下水管脱落，造成地库漏
水。维修班组接到通知后，第一时间
对地下车库下水管爆管应急维修处
理。深冬的夜晚，寒意入骨，地下车库
阴冷潮湿，维修师傅们始终坚持在维
修现场，他们没有在意全身已被管道
漏出的水淋湿，更没有在意饥肠咕噜
的肚子不停的抗议声，他们心系的是
业主的正常用水和安心过年，为业主
排忧解难，保证业主正常用水。

年在隆光，安全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烟花爆竹在增添节日氛围的同时
还存在一系列安全隐患，隆光物业未雨
绸缪，提前规划指定燃放烟花爆竹区
域，并且配备灭火器等装备，监控室对
其进行实时监控。同时各项目秩序维
护员高度警惕，在园区内不间断进行巡

逻，防止燃放烟花带来的火灾隐患。
晚上21:03分，金萃芳庭项目业

主群内反馈“4号楼前的垃圾房内因燃
放炮竹，把周边的垃圾点燃了”，正在
巡逻的秩序维护员丁本刚在得到消息
后，立即赶到着火点，在火势还没有蔓
延开的时候便将火源扑灭，及时排除
了安全隐患，保障了业主的安全。

年在隆光，有喜

隆光物业各项目部还为业主准备
了各类增值服务，贴春联、免费磨刀、
开窗通风、清洗地垫等，让业主切身感
受到春节的浓厚氛围。1月底，银川市
总工会有3位业主专门找到物业办公
室，强烈要求拟写表扬信对保洁员邢
建平、王小芳、张晓红进行专项表扬。

年在隆光，有爱

2022年的第一场大雪如期而至，
纷纷扬扬，持续一夜的降雪使小区一夜
间银装素裹，分外美丽。降雪在给业主
带来惊喜的同时，也给业主的出行带来
了不便。隆光物业积极作为，第一时间
启动应急预案，开展扫雪行动。

寒风凛冽，恶劣的天气并没有影
响隆光物业人清理积雪的热情。春节
调休的工作人员也报名就近参与扫雪
工作，各小区的扫雪现场，工作人员的
手和脸都冻得通红，但丝毫没有影响
他们保障业主安全的真心与热情，他
们挥舞着铁锹、扫帚，干劲十足，成为
小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年味儿是幸福的忙碌，是收获的喜
悦，是短暂的体验，是温暖的未来……
年是期盼，更是祝福。

年在隆光，不亦乐虎。
（物业党支部）

阳春三月，乍暖还寒。为进一步
弘扬和传承雷锋精神，把推崇理想信
念和道德品质要求转化为具体行动，
在第59个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银
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开展丰富多彩
的学雷锋志愿活动。

学习雷锋精神 争做合格党员

银川隆光置业机关党支部以金
凤区文明办学雷锋志愿服务月活动
为平台，组织党员开展“学习雷锋精
神 争做合格党员”主题党日活动，在
活动现场向群众讲解公司文明单位
创建实绩、科普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并
发放宣传手册。

启动仪式结束后，由党员组成的
“隆光志愿者队”，在公园指定区域捡
拾垃圾纸屑、枯枝烟头；擦拭护栏扶
手和指示牌，开展了一场内容丰富的
实践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红色物业暖人心 雷锋精神伴我行

3月4日、5日，恰逢农历二月二
龙抬头，隆光物业公司党支部以红色
物业多方联动的服务机制为抓手，以
深化社区服务为引导，倡导所有党
员、志愿者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免费理发献爱心，隆光物业各
项目小区邀请志愿者为老人、学生
免费理发,只见“托尼”老师双手纷

飞，各种造型发型新颖，老人对着镜
子，看着满意的发型，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微笑，为新的一年寻求一个好
的“兆头”。

免费义诊活动现场，医护人员指
导老人规范用药，为老人测量血压，
嘱咐老人健康作息，一时间求医问药
的老人排起了长龙。

物业公司还联合各项目社区服
务中心、邻里中心开展了免费裁缝、
免费磨菜刀、免费清洗地垫、免费家
政维修活动。社区警务工作室、社区
律师事务所、社区银行服务机构带来
了反诈知识宣传，法律事务咨询，金
融理财知识宣传等贴合老百姓日常
生活的知识讲解，为此次活动画上了
完美的句号。

二月二 我给老人理了个“精神头”

隆光医养居公司康养中心于3月
5日开展了“二月二龙抬头”免费理发
活动。家属群里的儿女们看到父母
理发的照片，也纷纷赞誉道：“感谢工
作人员，不辞劳累为老人理发，康养
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是多面手，为你们
点赞。”“谢谢你，头发一理自己也感
觉精神了不少。”理好头发的奶奶笑
着对理发人员说。看着理好头发的
爷爷奶奶们个个精神抖擞，神采奕
奕，今年一定都会有个最棒的精神
头。 (综合办公室)

食欲和身体健康的正向关系向我
们揭示出，人们从未忽视营养和美味
的联结，也从未放弃好吃与健康的双
重追求。人们在满足口腹之欲时，都
希望能够吃好与养生兼得，不仅年轻
人这么想，长者亦是如此。

想长者之所想，隆光·西萃芳庭康

养中心的营养膳食以“健康、营养、定
制、安心”为服务核心理念，充分结合
现代营养科学与中医食疗及药膳，根
据长者不同的体质与营养需求，提供
精准的个性化膳食与营养处方服务，
让长者吃出“食”全“食”美。

对长者而言，契合他们身体机能
变化的营养餐食可谓重之又重。康
养中心以提供科学营养的适老餐为
准则，为长者提供“3正餐+1下午茶”
的供餐模式，针对不同长者的身体状
态和需求，定制软食、碎食、糜食、素
食等个性化膳食，在饮食结构食材多
样化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粗粮谷物、
优质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的补充，减少
动物脂肪的摄入；荤素和粗细搭配保
持营养均衡的同时，亦要色香味俱
全；既尊重中国饮食传统，也汲取西
方菜式精华，保证长者能够吃到营养
全面、软硬适中，更符合老年人膳食
结构的适老餐。

（医养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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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好照片的构成要素有哪些？
如何才能拍到好照片？如何让照片会
说话？……”这些问题一经抛出，立刻
引起了参加培训全体员工的热议。

2月24日，在物业公司三楼会议
室，物业公司各项目负责人、内勤、通
讯员汇聚一堂，接受由总公司综合办
网络信息主管钟勇带来的《手机摄影
基础》培训。培训开始，随着钟勇老

师一系列的发问，立刻引发了所有参
训员工的热议，大家纷纷发表自己在
拍摄照片和视频时遇到的问题，对拍
照的理解和实操。钟勇老师深入浅
出，具体讲解了手机摄影的基础操
作、好照片的构成要素、拍照的目的
性、基本构图法等在实际工作和生活
中时常会用到、容易上手的拍照技
巧，逆光、侧光、顺测光、顶光、底光这
些专业的摄影技巧，也让所有参训员
工感受到了摄影带来的迷人风采。

“三人行必有我师”，大家纷纷表
示，此次培训真是“不虚此行”，学习
手机拍照这个实用的技能，能快速的
运用到工作和生活当中，记录下工作
和生活中的美好的瞬间。

（物业公司 王亚宁）

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凝聚文明向善力量

——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月系列活动

饭来张口、入口即化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隆光物业荣获国家殊荣

用拍照，记录工作和生活的精彩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