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旗飘扬，我们青春永随
接着党总支一行人来到了范阿姨家中，范阿姨

也是年轻时来宁支援建设，现在扎根宁夏的一名快
乐阿姨，拥有43年党龄的范阿姨可是西萃芳庭广场
舞队长。

在范阿姨家中，党总支书记不仅详细询问了范
阿姨的身体状况，还向范阿姨征求了西萃芳庭小区

居民平时休闲娱乐相关诉求，了解大家的精神娱乐
需求建议，同时希望范阿姨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
地关心、支持小区物业工作，踊跃建言献策，为促进
和谐社区贡献智慧和力量，同时嘱咐范阿姨要保重
好身体，安享晚年。范阿姨也对隆光物业提供广场
舞练习场地表示了由衷感谢。

在党50年，建设美丽宁夏川
已经有50年党龄的孙爷爷虽然患有高血压、冠心

病等慢性病，但进入孙爷爷的家中，给人第一印象就是
干净整齐。孙爷爷是大连人，在原长城机床厂上班，年
轻时为了支援宁夏建设来到了银川，这一来便在宁夏
扎下了根，如今孙爷爷已是儿女满堂，幸福美满。大家

与孙爷爷一起回顾了他在党50年建设宁夏的光荣事
迹，并为他送去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年纪念邮票，以此
感谢孙爷爷为建设美丽宁夏做出的贡献，同时也鼓励
孙爷爷坚定信心积极疗养，鼓足勇气乐观向前，为孩子
和家庭树起精神榜样。

在“七一”
来临之际，6月
29日，银川隆光
置业有限公司
党总支书记及
各支部走访慰
问了“光荣在党
50年”的社区老
党员、企业老党
员，给他们送去
党的关怀和温
暖，并向他们致
以节日的祝福
和诚挚的问候。

献礼二十大，喜迎党代会
随后，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党总支及各支部

还依次走访慰问了3名拥有60年党龄的高龄党员，
为他们送去关怀与温暖。

其中有位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党员王爷爷，看
到党总支一行多人前来慰问，郑重的取出了珍藏的军
功章及纪念章，并戴在了胸前，临别一句“感谢同志们
的关心！”让我们感到无比亲切，内心充满了力量。

让我们向老党员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并对他
们为党的事业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致
以诚挚敬意。老党员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公司党
员要自觉传承老党员的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
担当历史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带头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以“忠诚 廉洁
勤奋 务实 求效”的隆光精神激励自己，做出实实
在在的工作业绩，以优异的成绩喜迎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党总支 李昊）

光荣使命，榜样的力量
在高龄党员杨爷爷家中，党总支书记

与他拉家常、聊家事，关切询问他的身体
状况和生活情况。

老人已经81岁高龄，虽然患有很多
慢性病，但对小区物业的垃圾分类一点都
不陌生，在杨爷爷的生活中，积极参与隆
光物业各项垃圾分类活动已经是生活的
一部分，经历过物资匮乏年代的杨爷爷，
节约意识根深蒂固，所以做起来非常自
然。在慰问时，杨爷爷脸上洋溢着幸福，
感谢到:“有米、有面还有油和牛奶！现在
年纪大了，出门买东西也不太方便，感谢
你们还惦记着咱们老党员！”看到老人精

神矍铄，大家十分欣慰，愿杨爷爷继续发
挥一名老党员的光荣使命，为年轻人做好
垃圾分类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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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好书推荐

2022年7月15日 星期五

立典型 树新风

总公司 医养居公司

隆光工会 祝福家人们生日快乐祝福家人们生日快乐！！

物业公司

李 娟 7.01
韩文文 7.14
丛秀梅 7.15
刘 娜 7.15
戴 波 7.20
王艳娥 7.23
刘建萍 7.23
邹慧娟 7.30

红榜（正面典型及新风）

黑榜（反面典型及问题）

部室（子公司）

物业公司

姓名

赵小会

典型或新风事迹
作为五里水乡的项目经理，自入职以来凡事亲力亲为，用
自己对工作的热情和诚挚的服务品质感染着身边的每一
个人，使得项目各项工作渐入佳境。

奖励形式
1.在公司宣传平台宣传；
2.在员工大会上通报表扬；
3.其他奖励按照《立典型树新风活动实施办法》相关要求执行。

部室（子公司）

置业公司

医养居公司

物业公司

姓名
武德生

刘 剑 赵廷佐

闫 伟

部分管理层

主要问题
财务部、工程部继《营业房出库问题的反思》反省式讲课后，没有将自己的反思、反省
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再次导致因为部门间的协作问题引发工作效率滞后问题。

在康养中心任职期间岗位经济不达标、多次骚扰纠缠异性同事，违规给在住长者及同
事扎针屡教不改。严重违反公司日常管理规范，性质恶劣。

制度执行过程中过于僵化，协作精神和团队意识欠缺。

惩罚形式

按照《立典型树新风活动实施
办法》相关要求执行。

武德生 7.20

2022年6月24日下午，机关党支
部开展“我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做贡献 ”主题党
日活动。党支部全体党员、入党积极
分子参加。

根据银川市委组织部《“我为建设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示范市做贡献”主题党日的通知》要
求，在完成重温入党誓词等规定动作的
同时，组织观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
示教育片》《银川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
片》，组织党员围绕加快建设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示范市
我能做什么进行交流研讨。大家都从
系统加强生态空间保护、重点推进水沙
关系治理、刚性约束水资源利用、因地
制宜谋划区域发展、精心打造文化特色

品牌上入手等方面谈了自己的认识。
机关党支部坚持集中学习和个人

自学相结合，通过开展线上“读论述”
“群里说”“谈理解”丰富学习形式，跟

进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
会议文件精神等。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2 次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筑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施方案》特别是
宁夏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报告描绘的发展蓝图令人鼓舞、
催人奋进，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
贯彻党代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踔厉
奋发、锐意进取，努力走好新的赶考之
路，书写更加精彩的历史答卷，在推动
公司高质量发展中担当新使命、创造
新业绩，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机关党支部 田艳芳）

适逢自治区第十三届党代
会闭幕，为学习、宣传贯彻好
自治区第十三届党代会的精
神，进一步发挥广大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2022年7月8日
下午，银川市税务局第一稽查
分局丁彦明副局长一行十余人
来到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
在隆光医院7楼与隆光公司党
总支开展了“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学习自治区第十三届党代会
精神，牢记嘱托，担当使命，在
推动党代会精神在银川落地见
效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题
党日活动。

银川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分
局的党员们在公司党总支书
记、工会主席王淼、各支部书
记、委员、财务部经理的陪同下
参观了隆光公司党建阵地。在
隆光医院7楼会议室进行了主
题党日活动，隆光党总支介绍
了公司的党建情况，汇报了隆
光党组织的“1234 工作法”，

“五彩隆光”的工作亮点。丁副
局长对隆光公司的党建工作及
近年创造的税收效益给予了肯
定，并指出此次主题党日活动
一是学习交流公司党建活动的
亮点。二是将税收优惠政策宣
传到位，落实到位，创造和谐的
税企关系，促进税收和经济效益的双向发展。三
是听取企业在税收稽查过程中对稽查工作的意
见建议。

活动中，税企双方还共同观看视频，进一步
学习传达了党代会的精神，同时也就如何进一步
加强党的建设、及时掌握税收政策进行了讨论。

最后，银川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分局党支部
赠送了十余套书籍，对企业在税收政策的落实
和贯彻执行方面提出指导意见。通过此次活动
的开展进一步拉近了税企之间距离，搭建沟通
交流桥梁，为构建和谐的税企关系迈出坚强一
步。 （财务部 刘斌）

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 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改革谱新篇

百年风雨初心不改
心系老党员，共迎党101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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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人生由我》是一本传记作

品，作者叫梅耶·马斯克，梅耶
作为单身母亲，培养出三个成
功的企业家，40 多岁担任《时
代》杂志的封面模特，60多作为
超模在台上走秀，同时还拥有
两个硕士学位，看到这里我们
会觉得她是一个很完美的女
性，但是我们很难想象，她曾经
遭受家暴整整 9 年，在职场里
也遭遇过歧视，经历过很多失
败挫折，这本书我们能看到的
是她光鲜亮丽完美人设的背
后，自我探索自我重建的过
程。梅耶在书里坦诚地揭开自
己的伤疤，分享了自己关于职
场、教育、美丽等问题的经历和
建议，时不时还要自嘲一下。
这本书的前言是“拟定计划，放
手一搏”，书中写道：如果你能
拥有良好的心态，善于制定计
划，并敢于冒险，你的一切愿望
都有可能实现，哪怕你的愿望
是飞向火星。
■精彩书摘：

别让年龄减缓了你的速
度，或成为你前进的绊脚石。
只要拥有健康的饮食，保持微
笑，拥有积极、快乐和自信的人
生态度，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照
顾得很好。

我的建议是：善待他人，学
会倾听，时刻保持乐观，并避免
讨论你的悲惨故事。只要你能
表现出自信、对他人的尊敬和
好奇心，再加上笑容，你就可以
成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每
个人都拥有与人分享的天赋。
如果此刻的你认为自己一无所
有，那么请你回想你的过去，找
到那些你对生活的某个部分充
满信心的时刻。找到那个部
分，研究并分享它，你的人生也
会因此更加丰富多彩。
■我的感悟：

1.乐观向上，办法总比困
难多。

2.尊重他人，也会获得他
人的尊重。

3.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
使自己更加充实。

4.接受自己的不足及不完
美，并为此做出调整，完善自己。

我觉得每个女性的书架上
都应该有这本书。
（推荐人：物业公司－张艳芳）

《人生由我》
作者：梅耶·马斯克

“亮点是什么意思？当你走进一
个黑暗的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突然
有人点亮一根火柴，它就是你要寻找
的亮点。”我们经常说，工作要有创新、
有亮点，那么到底什么是亮点，似乎这
就是答案。工作力求创新，才能不被
大家日益增长的审美和高要求、高标
准所淘汰，创新的工作方法总能让人
眼前一亮，犹如黑暗中的一根火柴。

光亮不仅能带给人以光明，还能
给人希望，指引迷失的方向。五里水
乡项目经理赵小会自3月份入职以来，
凡事亲力亲为，用自己对工作的热情
和诚挚的服务态度感染着身边的每一
个人，短短的3个月时间，她扭转了项
目部原有的工作作风，带动了大家的
积极性。她既像一股清风，又像一团
不刺眼的光亮，引领大家前进，使得项
目各项工作渐入佳境。

六月的初夏，已然炎热，园区内的
各种垃圾不能有效分类，散落在垃圾
桶、分类房的周围，散发出阵阵的恶臭
味。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同时也为了
分拣厨余垃圾，赵小会亲自带领部分
管理员及保洁班组分拣垃圾。炎炎的
烈日、反胃的垃圾让人避而远之，但赵
小会却丝毫不顾忌，上手就干，先把所
有垃圾都倒在事先准备好的大塑料袋
上，然后手动将所有垃圾按照分类依
次分拣，最终将厨余垃圾装袋，在她的
带动下，烈日不再是“借口”，恶臭也不
再是“问题”，大家积极参与，拉响了与
垃圾之间的一场“恶”战。在这过程
中，有人一边干呕一边扒拉，气氛又紧
张又诙谐，紧张的是大家不敢大口呼
吸，生怕呼吸到这酸臭味，诙谐的是这

一声声的干呕，又像交响曲一样调节
着烈日下的气氛。然而即便如此，大
家自始至终都没有牢骚、没有怨言，只
是齐心协力的去做。

一个和尚有水吃，两个和尚挑水
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是一个既有趣
又讽刺的动画故事，但在现实生活和
工作中，这样的等靠现象却屡见不
鲜。项目的管理员虽有各自负责的楼
宇，但遇到一些交叉任务时，难免会出
现以上问题。可赵小会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让这样的工作作风发生了立竿
见影的转变，管理员班组无论是服务
意识还是岗位责任心较之前都有明显
的提升。端午佳节本是一家团圆的日
子，她担心节假日因员工调休影响项
目整体工作，害怕现场管控不到位影
响项目工作质量，为了大家可以安心

在家过节，她放弃了自己陪伴家人的
机会，一心扑在工作上，把项目当成了
家，端午节三天一直在项目值守。

就在前几天，五里水乡一顶楼住
户因用电不当，引起火灾，项目值班人
员立马启动应急预案，管理员们入户
疏散业主，拉起警戒线让大家远离着
火楼栋，配合消防员、哈纳斯工作人员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一切井然有序的
进行着。因着火业主家防盗门需撬开
才能进入室内，长时间的燃烧，天然气
管道有可能发生爆炸，面对这样的危
险，大家没有退缩，冲锋在前，积极应
对，在场的业主深深被这一幕感动。

赵小会的到来为项目吹起了一股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新风，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带，赵小会用自己真抓实干
的工作态度给项目员工吃了定心丸，
有她在，大家心里都踏实；她不在，大
家状态依然都在。

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
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品牌、荣誉、
示范”这些光鲜亮丽并且能够成为标
志的词语背后，是多少五里水乡项目
工作人员吃苦奉献、不遗余力、受尽委
屈换来的。辛勤的汗水、委屈的泪水
浇灌着小区的一草一木；粗糙的手掌、
晒黑的皮肤保持着园区的干净整洁；
宁静的夜晚，闪耀的电筒守护着小区
的安宁；长梯子、大扳手解决着业主遇
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及困扰。全国

“美好家园”百强典型案例的获得与保
持，需要项目部全员的团结一致，同心
同德。加油吧，被火柴点燃的那一团
希望。

（物业党支部）

被火柴点燃的那一团希望
——五里水乡项目经理赵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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