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月初，在隆光党总支及工会的指导下，隆光物业制定了
《员工关爱计划》，通过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构建和谐的人文
环境、制订具体的落实措施、组建丰富的团建活动体现公司对
员工的各种关怀，有效增强员工感受到归属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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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服务社会

隆光医养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自治
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在
调研过程中，公司董事长王继光也表
达了由衷感谢，并表示隆光医养公司
将牢记自治区党委、政府的要求，把造
福长者、服务社会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持续探索医养结合养老模
式，为推进宁夏康养事业高质量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赵永清副主席强调：“对于
养老产业，政府将给予积极的政策支
持，因为养老产业本身也是一种公共
事业，它是在为老年人的养老事业做
贡献。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它的经济
效益，还要看它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
益。下一步政府将从相关的政策方面
给予一定倾斜，让咱们的养老事业可
以稳步做起来，让更多的长者和居民
享受到服务。”（医养居公司 黄廷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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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惟愿健康祥和

创新服务，深度探索

在金萃芳庭康养中心，调研组
一行详细了解了中心的整体布局、
服务理念和先进的设施设备。近年
来，隆光医养居公司牢牢把握时代

发展脉络，不断探索“医养居”相结
合的养老发展格局和服务新模式。
总建筑面积约 1.15 万㎡，设有养老
型床位 140 张，护理型床位 100 张，

总投资1.7亿元，为老年人提供全方
位一站式的“医养”服务。截至目
前，隆光养老累计服务老年人500多
人次。

医中有养，养中有医

调研组对康养中心示范区内搭建
的智能化、适老化养老场景给予肯定，
对医养结合、24小时医护服务相结合
的新型养老模式表示赞赏。在医疗区
域，调研组详细考察隆光老年病医院
的医疗设施和医务力量配置情况，隆

光医院配备两间层流手术室，拥有GE
品牌的CT、DR，奥林巴斯电子胃（肠）
镜、飞利浦高端彩超机等四十多台先
进的大型医疗设备，能够精准为老年
人筛查疾病。

通过“医疗”与“养老”的无缝对

接，将医疗、护理、康复、照护与关怀融
为一体，共建“医中有养、养中有医”的
新型养老模式。解决目前医疗和养老
行业普遍存在的“看病难、病后护理
难、生活照料难”等痛点难点问题，再
次获得调研组肯定。

拓宽服务，打造品牌

隆光公司董事长王继光介绍了公
司业态板块及发展方向。隆光公司拓
宽服务业态，创立品牌矩阵，打造了隆
光养老平台，以“医疗+养老”的创新模
式，构建起医养结合连锁化运营、专业

服务的养老体系。
对于隆光养老的发展路径与方向

布局，赵永清副主席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指出：“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
完善养老服务设施，打造优质的养老

服务生活，是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和获
得感的重大民生课题。大家一定要提
高认识，将思想统一到稳经济、保民生
的大政方针上来；确保养老服务项目
早日顺利运营。”

有品质的社区能让居者延续美好
生活的梦想，让城市文化脉络得以传
承刻录，这是每一个责任房企的抱负，
对于隆光置业而言也是践行“爱屋及
屋，隆光筑福”的美好愿景。从银川的
西萃芳庭工程荣获国家房地产开发的
最高荣誉“广厦奖”，金萃芳庭的宽景
大宅。2022年，隆光置业开发版图拓
展至中卫，带着成熟的开发和管理经
验打造的隆光·中萃芳庭，“芳庭系”
产品再一次开花散叶。作为首次入驻
中卫的开山之作，隆光·中萃芳庭择址
中卫城东，毗邻中卫十三小、汽车客运
总站、中医医院、四季鲜批发市场等优
质生活配套。项目以新中式建筑风

格、8-11层的电梯花园洋房，为中卫
百姓构筑一处品质水景府邸。

以品质与责任建广厦万间，以匠
心和精工打磨产品。隆光·中萃芳庭
产品设计之初充分调研中卫市场，以
贴合中卫人居习惯为宗旨设计120-
140㎡三室两厅两卫、四室两厅两卫
优质户型。所有户型均全明布局，大
开间、短进深，更有7-8米宽景阳台充
分满足居者对采光与观景的需求。

隆光·中萃芳庭品鉴热线：0955-
7692777 / 7682666，接待中心：中卫
市沙坡头区鼓楼东街与文萃南街交会
处中博大饭店向南20米。

（市场部 马文杰）

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赵永清一行调研隆光医养产业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赵永清一行调研隆光医养产业

宜居中卫，首选隆光——隆光·中萃芳庭预约登记中

寻红色足迹 忆激情岁月

8月 11日—12日，隆光物业党
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及骨干员工前往
盐池县李源畔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开展“奋进新征程、献礼二十大、寻
红色足迹、忆激情岁月”支部主题党
日活动。

一件件珍贵的实物、一幅幅泛黄
的照片、一篇篇新农村的建设画卷，
生动地再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为了国家解放、民族独立、人民自
由，带领劳动人民开创新生活，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伟大历史。
场景再现，让党员们深刻感受到

革命先辈们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精
神品质。党员们纷纷表示：作为基层
物业服务的一名党员，今后在本职岗
位上，一定要强化责任担当，更好地
为企业、为业主、为一线服务。

参观活动结束后，全体党员在庄
严的党旗下重温了入党誓词，在《初
心留言板》上留下“坚定信念、勇于当
担、无私奉献”的话语。

凝心聚力 筑梦隆光

为丰富员工业余生活，提高团队
凝聚力，增强团队成员协作精神，加
强企业文化建设,隆光物业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团建活动。

浦发（工会）项目的活动主题为
“人在一起叫聚会，心在一起叫团
队”；五里水乡项目部活动主题为“凝
心聚力，筑梦隆光”，活动主题尽显隆
光文化内核。

五里水乡项目部的“你是我，我
是你”团队游戏，让平时接触不多的
伙伴们瞬间活跃了起来，从羞涩到
溢满开心的笑脸，多么和谐的场
景！浦发（工会）的“螃蟹运球”游
戏，两名员工背靠背将一只充气的
气球从起点运至终点，气球不能破
也不能跑，考察的是员工之间的协
作默契度！

“天旋地转”游戏开始了。看每

一位参加人员凝神屏气，头顶一只注
满水的水杯，不能使用其他任何辅助
要从始点到达终点，还要做到水不能
洒，要保证小组成绩靠前还要争取用
最短的时间最高的质量完成运输工
作，考察的是员工的个人身体平衡度
和团队的协作能力！

员工围坐在一起聚餐，平日里没
时间唠的家常在这里唠一唠，平时没
机会沟通的心情在这里诉一诉，拉近
了距离，沟通了感情，工作配合起来
更默契更和谐。

通过团建活动，让我们看到了同
事们洋溢着幸福的笑脸，听到了大家
酣畅淋漓的笑声，更感受到了人与人
之间和谐奋进的力量。隆光一直坚
持“以心换心”，企业真正把员工当做
家人，员工才会真正把企业当做家。

（隆光物业毛骞 罗秀春）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
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77周年，为牢记革命
功臣，发扬光荣传统，加强爱国主义
教育，牢记历史、珍爱和平，进一步弘
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精
神。银川隆光医养居公司党支部会
同公司团支部联合新华集团宁夏分
公司党支部在8月24日下午组织开
展“关爱抗战老兵，弘扬革命精神 ”
助老活动。

党支部、团支部青年员工带来爱
心满满的开场歌伴舞《感恩的心》活
动中，公司党支部向参加活动的党员
详细介绍了芮进忠爷爷的英雄事迹，

尤其是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激
烈而残酷的战斗，克服常人难以克服
的困难，并取得赫赫战功。青年党员
为老英雄和长者们朗诵诗歌《人民英
雄永垂不朽》，同时还为长者送来中
秋月饼、水果篮及生活用品等价值一
千余元的礼品。

广大党员表示，通过今天的主题
党日活动，进一步了解了抗美援朝的
真实历史，更加坚定了爱国主义思
想，他们将会把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
们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精神带到工
作和生活中，在岗位成才，为国家和
社会做更大贡献。

（医养居公司）

生产建造工艺工法标准化

举个简单的例子，早期的混凝土是
现场搅拌的，原材料的配比全看师傅的
经验，搅拌不均匀的现象随时可能出
现。后来全部采用商品混凝土，从原料
输送、称重到搅拌、装车全是电脑控制，

减少了人工操作的随机性，有利于混凝
土架构的连续性，提高了工程的质量。
生产效率也极大提高，人工搅拌一小时
生产30-50立方米，而商品混凝土企
业一小时可生产1000多立方米。

管理动作标准化规范化

一般而言，工程标准化体系建设
包括六部分内容：工艺工法、管理制
度、管理行为、流程指引、检查评估、考
核评价。地产是作为甲方而存在，真
正下场干活的是施工单位及劳务单
位。甲方不是甩手掌柜，而是需求的
提出者，也是标准的输出者。

事前，严格实施样板先行，要求
施工单位将某个环节先做一个样板
出来，甲方考核满意了，再进行大面
积的推广。事后，输出管理标准。其
实不难发现，许多房企都制定自己内

部的检查验收标准，比如交付前，需
要完成施工单位自检-项目部检查-
区域抽检-客户开放参观-正式交付
这几个环节。而且检查验收要求全
过程留痕，每一步检查验收结果都要
在线记录，明确验收情况和责任人，
并跟踪整改过程，直至销项，形成缺
陷管理闭环。

完成标准化升级之后，未来工程
管理还需进一步优化，将通过整合资
源实现价值最大化。

（技术研发部 何向武）

那
些
你
不
知
道
的
事
？

公
摊
面
积

110m2的房子到手61m2，购房时承诺31%的公摊面
积，收房时却变成了46%，这件离谱的事在网络上吵得沸
沸扬扬。此热议又一次引起了关于“公摊面积”的轩然大
波。近期备受关注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再度成为舆论焦
点。这个案例中，公摊比例悬殊，46%的公摊是否合理？
近一米的外墙是否过大？种种疑虑接踵而来，公摊面积有
大有小，购买公摊也可以接受，但令广大购房者不解的是，
花费几十万甚至数百万元购买的公摊是团“迷雾”。

让小隆带大
家先科普一下“关
于公摊，那些你不
知道的事？”

■公摊面积

是指由整栋楼的产权人共同分摊
所有的整栋楼公用部分的建筑面积。
包括：电梯井、管道井、楼梯间、垃圾
道、变电室、设备间、公共门厅、过道、
值班警卫室等，以及为整幢服务公共

用房和管理用房的建筑面积，以水平
投影面积计算。公摊面积还包括套与
公共建筑之间的分隔墙，以及外墙（包
括山墙）以水平投影面积一半的建筑
面积。

■套内建筑面积

套内房屋使用空间的面积，以水
平投影面积计算。是由套内房屋使用
面积，套内墙体面积，套内阳台建筑面
积三部分组成。

公摊面积包含了外墙、大堂、电
梯前室、电梯井、楼梯间、风道等客观
地带。一般公摊面积是由有资质的
房产测绘单位测量得出的。得房率

大小与楼层高低、公共活动区域大
小、住宅楼的类型都有关系。现在大
部分购房者的购房需求已由刚需转
变为改善型，对建筑房屋的社区环
境、公区的装修、配套设施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更加明确了公摊面积存
在的必要性。

（预算部 杨亭亭）

工程建造
正在走向标准化产品模式

关爱抗战老兵 弘扬革命精神
——银川隆光医养居公司党支部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2022年8月17日上午，自
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赵永清、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郭虎赴银
川隆光金萃芳庭康养中心及
隆光老年病医院调研健康养
老产业发展情况，自治区政府
办公厅、政协办公厅、民政厅、
卫生健康委负责同志参加调
研；银川市副市长陈艳菊、市
民政局局长姜继琴及辖区相
关负责同志、隆光公司董事长
王继光、隆光医养居公司执行
董事王子靖陪同。

感悟红色物业
汲取奋进力量

一件“小”事 感悟红色物业 汲取奋进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