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观交流，共促发展

6月24日，宁夏颐阳老年病医院院
长一行来到隆光老年病医院进行参观
交流。隆光老年病医院褚维海院长，医
务科主任及相关负责人接待并陪同参
观。本次交流研讨会从养老及为长者
提供医养、医疗、医护服务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探讨。
首先，在褚院长的带领下，大家实地参

观了隆光老年病医院门诊科室、功能科室、
住院部、手术室等。褚院长详细介绍了医
院的设计布局，康养环境、人员配置等，随
后，双方在医院7楼会议室进行座谈、交流。

思维碰撞，互相学习

褚院长在会议上就隆光老年病医
院发展概况及规划与建设情况进行了
详细介绍，并提出，医院将加速推动老
年医学项目落地，尤其是借鉴医院优越
的老年病医养融合模式和引进先进的
医疗技术；同时指出，现在医院的建设
发展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人才、技术支
持等，这是制约医院学科建设的瓶颈，
希望能够和颐阳老年病医院开展深入
的学科合作、双向转诊等，实现医疗资
源共享和有效互动，以利于双方实现更

好的发展。
随后，颐阳医院院长对隆光老年病

医院致力发展老年医疗和康养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同时他根据颐阳老
年病医院的成功经验，结合医院的实际
情况，从搭建老年病医院一体化服务体
系、建立双向转诊渠道、加强人才交流
培训，打造专业服务队伍等方面给予了
具体的工作建议。颐阳医院院长表示，
这些建议极有针对性，希望对隆光老年
病医院的建设和发展起到帮助作用。

合作共赢，服务长者

在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周院长一
行人对于我院进行的此次互动座谈会

表示了感谢。褚院长也表示本次调研
座谈会是一次卓有成效的沟通及交流，
非常期待与该院未来有更多的合作，特
别是在医疗、医养、医护方面的合作，希
望在不久的将来，双方能够达成合作关
系，互相受益，打造特色的老年医院。

最后，褚院长还表示希望在未来的
沟通中加深了解，对社会做出贡献，服
务百姓。愿老年医疗事业的前景发展
越来越好！

（医养居公司 任惠敏）

“我们的社区食堂变的越来越好
了”。在食堂就餐的刘大姐这样说
道：“在没有食堂的时候，一日三餐都
要自己买菜烧饭，精力跟不上不说，
做的多了，吃不完就得倒掉，浪费粮
食。自从有了食堂，解决了吃饭的问
题。尤其是最近食堂的饭菜，搭配更
加合理，营养更加均衡”。

由隆光物业联合五里水乡社区
共同建设、运营的“五里水乡悦邻里”
是以“新生活场景、新邻里关系、新生
活方式”为品牌定位，以“‘邻’聚社
区，悦享幸福”为理念，以“打造社区
美好生活共同体”为目标，服务多元、
功能完善、布局合理的邻里文化娱乐
活动中心。

老饭桌是悦邻里的功能板块之
一，主要解决社区居民一日三餐的需
求。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居民及
老年人，在保证菜品可口的基础上，
老饭桌特聘请五里水乡诊所常馨中
主任，对食堂每周的菜单进行优化。

根据老年人清淡饮食结构特

点，增加蔬菜的摄入量，提高优质蛋
白质的含量，主食适当搭配杂粮，促
进居民及老年人的肠道蠕动，补充
微量元素及各种维生素。另外，严
格控制盐、糖、辣椒及油脂的摄入
量，真正为老年居民 提供“个性化定
制”的菜单。

通过调整膳食结构，保证居民及
老年人日常营养所需，做到吃的好，
吃得饱。同时还对部分老年病、慢性
病达到治疗效果。

此外，隆光物业投资近3万元对
五里水乡悦邻里的小院进行了改造，
改造后的小院氛围怡然，悠然自得。
不仅可以打乒乒球，强身健体，还增
设棋牌娱乐，让老年人不再孤单，享
受和谐的邻里关系。

五里水乡悦邻里老饭桌的升级，
进一步解决了辖区居民的民生“食”
事，为居民的休闲娱乐提供场所，重
新构建了邻里关系，让社区更有暖
意、让城市更有温度、让居民更有幸
福感和归属感。（物业公司 邵海燕）

食疗养生 护航健康

五里水乡 悦邻里老饭桌在行动

做好生活垃圾分类
为黄河生态示范市做贡献

垃圾是危害我们健康的“凶手”，
是破坏地球的“不良少年”，其实垃圾
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它们也有重新
利用的价值。

五里水乡小区垃圾分类工作始
于2021年7月，在全体街道、社区和
所有业主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垃圾
分类工作得到了认可。只要正确分
类垃圾，它就能变废为宝获得积分在
小区的垃圾积分兑换超市消费。这
不仅可以减少污染、保护环境，还可
以提高地球资源的利用效率。我们
把垃圾分一分，环境就会美十分。

6月7日，隆光置业党总支、隆光

物业党支部开展“黄河生态我保护，
先行示范做贡献”主题活动。活动从
家庭源头垃圾投放指导、集中回收、
积分兑换等方面，对广大业主进行普
及和宣传。全体党员身体力行，捡拾
垃圾，美化环境。

黄河生态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保护黄河母亲河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作为一名普通的居民，我们
更应承担起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的
第一道分类防线，为子孙后代造福，
从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维护我
们的共同的家园。

（物业公司 赵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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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座城市的最大情怀莫过于站在浩瀚的时间长河里
融入其快速成长的历程，每一次土地出让都是对板块功能性
布局的一次规划。2022年 6月 23日，中卫市本级第1期
2021-16号地块成交！借力中卫市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政
策利好，宁夏本土标杆企业（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成功摘
牌中卫城东片区优质地块。

隆光置业立足本土，深耕细作20载，继隆光·西萃芳庭
荣获全国房地产界广厦奖后、隆光·金萃芳庭再度与广厦奖
结缘，而今“芳庭”系列必将隆重落子中卫市区。

作为隆光置业区域战略布局第三城，在公司20周年之
际，钜献精品住宅、繁华商业、社区配套，以纯熟地产经验匠
心打造，用卓越产品礼献中卫美好人居！项目将从户型、配
套、园林等方面着手，既确保满足当下圈层人士需求，又不失
塔尖人士称赞的价值空间着手设计，配建1900m2的社区综
合服务设施用房（社区服务站、文化活动站、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保证5分钟生活圈。融合“创新、绿色、环保”三大元素
于一体，让项目从设计、施工、环境、绿化、科技等开发的各个
阶段都高标准规划和施工。

爱屋及屋 隆光筑福。匠心筑品质，“芳庭”再扬帆，以绿
色发展引领城市新名片。让我们且听风吟，静待花开！

（技术研发部 何向武）

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党总支部
荣获银川市五星级党组织

隆光置业隆光置业
再拓疆海再拓疆海
成功成功摘牌摘牌

2022年7月1日，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
党总支部被银川市委命名为“五星级党组织”
荣誉称号。

近年来，隆光置业公司党总支部在银川市
住建系统党委和系统非公行业党委的正确领
导和关心指导下，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高
质量发展，找准定位、理顺党建与公司业务的
关系，在发展方向上当好“向导”，在发展决策
上当好“参谋”，在生产经营上做好“推手”，在
内部管理上做好“后盾”，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做
好“先锋”，以创新激励机制为突破口，把党建
工作抓实抓细，真正把党建工作做成推动企业
凝聚力和发展活力的有力抓手。2012年以
来，隆光置业党总支连续多年获得住建系统先
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员，

2016年荣获自治区组织部“双强六好”党组
织。隆光置业党总支部将以此次荣誉为契机，
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方法，在保持好现有工作的
基础上，创新突破，切实发挥一个基层党组织
的示范引领作用。（机关党支部 王晓丽）

隆光老年病医院建设吹响“人员集结号”
为了让新员工深入了解公司企业文化，加

强新员工的思想教育，加快大家适应新环境、
新的工作岗位的步伐，培养爱岗敬业精神，掌
握岗位所需的基本知识技能，并尽快地融入到
医院这个大家庭中去。6月13日早上9:00，
银川隆光老年病医院隆重召开新员工入职培
训开课仪式，全体新入职员工45人参加培训。

隆光老年病医院的新入职医护员工，从最
初的上千份简历当中，经过层层笔试筛选，按
照拟招录人数3：1的比例进入面试，再通过严
格的实操考试以及高标准的面试考核后，综合
成绩最优者方可入围。

这批新入职员工已经是第二批进驻隆光
老年病医院的医疗团队，其中护理团队29人，
医疗专家团队12人，副高级以上职称12人，
75%人员有三甲医院多年从业经历。目前医
院的医疗团队均为经验丰富，水平精湛、技术
过硬的中青年骨干医护人员。

锲而不舍，存义精思

开班仪式上，隆光老年病医院院长褚维海
对新员工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希望各位新员工
一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学习公司企
业文化，要有大局观念和协作精神；二是要善
于学习，勇于创新，讲规矩守纪律，要廉洁行医
勤修医德；三是要甘于奉献，努力奋斗，敢于担
当，在实践中锤炼真本领，认真履职尽责。希
望大家能在医院提供的大舞台上实现自己的
价值，为医院的发展献计献策，添砖加瓦！

不举步，越不过栅栏；不迈腿，登不上高
山。此次新员工入职培训预计开展两个月时
间，主要围绕隆光企业文化理念、医院规章制
度、医疗相关法律法规、院感相关知识、病例文

书书写、护理行为规范、消防安全、服务礼仪、
医院系统信息化等方面对新员工进行系统的
入职前培训，为新入职员工更好的投入工作岗
位奠定了良好、扎实的基础。并在培训后期安
排医院各部门服务流程与全院流程配合演练
以提升患者及长者就医及入住体验。

集雄心壮志，创锦绣未来

漫长岁月增中减，有味青春苦中甜；集雄
心壮志，创锦绣未来。培训过程中，大家聚精
会神，课后纷纷表示，通过这次岗前培训，对隆
光老年病医院有了更细更深的了解，对自己能
够加入到隆光老年病医院感到骄傲和自豪，也
对自己今后的发展充满信心。

最后大家一致表示，在今后的工作生涯
中，将不忘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努力工
作、勤奋进取，尽心尽力为长者服务，用青春汗
水熔铸人生理想，为长者的身体健康和医院高
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隆光老年病医院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宽广
的发展平台，机遇与挑战并存，合作远多于竞
争。“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可功”，为
己、为家、为院、为长者，珍惜时光，勤奋自勉。

（医养居公司 任惠敏）

7月7日上午，银川市民
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丁薇一
行调研了银川隆光老年病医
院暨金萃芳庭康养中心，对项
目予以了充分肯定。金凤区
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杨丽
娟、银川隆光医养居公司执行
董事王子靖陪同调研。

隆光老年病医院是应对
社会老龄化，是继隆光西萃芳
庭康养中心后隆光公司投资
的又一个升级版医养结合项
目；服务片区20万人口，为片
区的老百姓，特别是老人提供
全方位一站式的医养服务。
项目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凤翔
街，面积约1.15万㎡，设有各
类床位300余张，总投资1.8
亿元，计划8月份试运营；是
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养、健
康管理为一体，以老年慢性病
康复治疗为特色的二级综合
性老年病医院。专业涵盖心
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内
分泌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
病、消化系统疾病、中医康复
等多门学科。

调研组一行对医院的整
体布局、科室设置、先进的医
疗设备进行了深入了解。中
心按照智慧化养老体系建
设，24 小时为入住长者、半
失能老人提供专业、温馨的
照顾。中心所有房间均采用
专业适老无高差空间设计、
全屋定制适老家具、配备安
全适老卫浴、专业舒适的遥
控护理床等；除了安全温馨
的硬件设施，室内还配备了
监控系统、一键呼叫系统、公
共广播、门禁系统等专业配
套设备；为长者打造了安全
舒适的居住环境。特别是隆
光老年病医院作为二级综合
医院，可以让入住的老人得
到及时、专业的治疗和康复
训练。

丁薇表示，隆光老年病医
院暨金萃芳庭康养中心开创
了银川医养结合工作的新局
面，打造出养老事业的新亮
点；希望项目早日投入使用，
造福百姓和长者。

（医养居公司 黄廷丁）

参观交流谋共进参观交流谋共进
互相学习谱新章互相学习谱新章

当今老龄化日趋严
重，老龄化诱发的矛盾正
在蔓延，首先是老年人口
数量增多、比重上升将直
接增加社会保障的压力。
其次是由于老年人数的增
加，老年医疗服务和照护
服务需求随之增多，无论
是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的
老年服务压力都会加大，
那么，老人怎么才能健康
养老、舒适养老？我们怎
么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优
势，帮助更多的长者实现
老有所医，老有所养，这正
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大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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