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时讯
CHANYESHIXUN 2022年12月15日 星期四 责编/李博 编辑/王晓丽 校对/丁倩

本期
导读 ●详见4版

隆光会

宁银新出管（金）字
[2022]第0437-0444号

12月15日

总第67期
2022年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党总支主办 总编辑：王淼 0951-5058799 网址：http://www.yclgzy.com

L ONGGUANG V I S I O N

11 月 13 日上午，银川市金凤
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马小龙在金
凤区委组织部、民政局、住房城乡
建设和交通局、物业管理服务中心
等领导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
五里水乡小区督导物业示范项目
创建工作。

马小龙常委一行在隆光物业总经
理何彦孝、副总李学晋、项目经理赵小
会等的陪同下，通过实地调研、现场观
摩、听取汇报、座谈交流等方式，全面
了解隆光物业党建引领、“四位一体”
综合模式等方面工作的开展情况。

在实地调研后召开的座谈会中，
隆光物业公司总经理何彦孝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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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红色物
业党建引领，积极打造以“红色物业服
务中心”、“智慧社区服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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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光五里水乡作为较早成规
模的保障房小区之一，通过开展个性
化的物业服务和特色化的增值服务，
以为民办实事为落脚点，将物业服务、
家政服务、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医疗服
务等功能在社区内做到了基本的全覆
盖，进一步得到了居民和社会的认可。

一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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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今年年初，隆

光·五里水乡小区被评为“全国美好家
园百强典型案例”殊荣。

随后，五里水乡社区书记马琳在
发言中对隆光物业在红色物业六方联
动、为民办实事、疫情防控等工作中的
表现也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表示
下一步要积极协调，立足眼前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比如长久
以来的房屋漏水等问题，以此积极推
动物业服务上台阶，提升业主满意度。

马小龙常委在听取完大家的汇报
后，对隆光五里水乡小区服务性功能
的开展情况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
提出了五方面的要求，一是上级主管
部门要积极指导、支持；二是体现有特
色、有亮点的物业服务，打造有品牌、
可复制、可借鉴的物业服务企业；三是
将现有工作进一步标准化、规范化；四
是在服务群众方面要更加精细、更加
到位；五是要积极营造宣传氛围。同
时要求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大力支持，
将五里水乡物业服务的示范作用进一
步做实，促使为民、便民、利民的物业
服务工作上台阶。（物业公司 买路路）

银川市金凤区常委马小龙一行
督导隆光五里水乡小区示范项目创建工作

一站式服务，高度认可

在听取介绍及现场查看后，吴书记对隆光
医院一手抓群众健康服务运营准备，一手抓周
边长者养老服务建设给予高度认可，同时提出
三点要求：

填补大健康空白

隆光医院新院开业，填补了经开区大健康
的空白，是周边群众期待已久的大事，社会关
注度高，医院和各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
做好各类应急预案，保障开业顺利进行；

提高就医质量

要充分运用现代医院管理理念和先进的
信息化技术，加强人才梯队建设，提升服务意
识，提高区域百姓的就医质量；

拓宽发展思路

要拓宽医院发展思路，从百姓需求角度出
发，完善功能，优化流程，营造便捷、高效、温馨
的就医环境。

深度发展“医养结合”

调研过程中，吴书记还对隆光医院在疫情
防控中积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医院齐心协力
谋发展、党建工作高质量开展等方面给予了充
分肯定。吴书记表示，医院要用实际行动开新
局、谋未来，为今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理清
思路和方向，面对疫情防控压力及现在存在的
困难，向大家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和敬意！

随后，执行董事王子靖围绕医院的党支部
规范化建设、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党建品牌培
育等方面进行了汇报。吴书记高度肯定了医
院党建工作成效，能够立足区域实情，党建工
作思路清、党建业务融合好、党建品牌提炼
新。他希望，医院能够继续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报告精神，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
任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党的政治
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围
绕发展抓党建、促发展，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
深度融合，强化服务质量，不断优化区域长者
的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模式和服务体系，为周
围百姓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最后吴书记还强调，希望医院深度发展“医
养结合”模式，积极辐射自身优质资源，指导带
动周边区域，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让群众在家门
口能看病、看好病，为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医养居 任惠敏）

自2019年疫情爆发，新
冠已在全球肆虐三年之久，
人们已经从最初的恐慌、惊
吓到如今的习以为常。口罩
时代人们更多期盼的是生
活、工作一切如常，很多人都
在想方设法捂住自己的钱袋
子，以求心安、踏实。但面对
通货膨胀、疫情下物价上涨
等现状，我们很难握住手中
的资金，相反口袋里钱缩水
的速度比以往更快了。

很多人都说疫情之下房
价会降，但是从目前来看后
疫情时代的房价依然坚挺没
有下行趋势。如今国民期盼
经济复苏、快速发展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要迫切，楼市作
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又岂
能下降。国家放开楼市限购
限贷的条条框框，执行史无
前例的低首付、低利率、购房
补贴等政策，就是在动员、鼓
励更多有需求的置业者抓紧
时间购房。口罩时代，无论
是自住购房、还是投资买房，

都是最佳的时机，以最低的
首付入手、承担最低的贷款
利率、享受最高的购房补贴，
所有的一切对于购房者来说
都是最大的成本节省、最高
的投资收益。因此，当下为
我们资产止损的最有效方式
依然是置业购房！

置业购房要看地段，有
升值“钱景”的地段是首选；
置业购房同样要跟着政府规
划开发的方向走，有政府站
台才更有升值的底气。比如
隆光·中萃芳庭择址中卫沙
坡头区城东板块，占据城市
向东发展的桥头堡，依循政
府城市开发的方向打造城东
水景学府洋房！作为隆光置
业首献中卫的“芳庭系”产
品，为彰显企业与中卫共筑
美好的初心，隆光·中萃芳庭
致谢全城，买就得价值6-8
万地下车位，户户更有约8-
10㎡拓展空间为业主立省约
6万，购房业主即可立省约
12万！（市场部 马文杰）

实景VR看房
甄选幸福家

一致通过评审验收

通过对医院的设施设备、组
织管理、人员资质和职责、临床
以及实验室技术等方面的现场
评审，专家组认为银川隆光医院
已经具备正式运营的条件，同意
银川隆光医院通过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现场资质评审验收。

方国泉副局长在评审最后说
道，希望银川隆光医院在今后的
工作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扎
实工作、开拓进取，更好地服务于
广大人民群众，为银川市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近日，银川市行政审批
局副局长方国泉带领市场
管理科相关领导，组织银川
市卫生监督所职业卫生科、
医政科，银川市第一人民医
院院感科、药剂科，银川市
妇幼保健院医务科等医院
评审专家组一行 7 人莅临
银川隆光医院，开展医院现
场评审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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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评促改，以评促建

评审组专家在听取了医院负责人
就隆光医院的基本情况的汇报后，方
国泉副局长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要
通过强化自身建设，查出不足，提升软
硬件水平，提高医院的医疗救治能
力。要以此次评审验收工作为契机，
以评促改，以评促建，通过专家组严格
的检阅，达到锻炼和提升的目的。

全面评审，从严验收

评审组按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要
求，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审阅资
料、调取数据、人员提问、现场考核等
多种形式，深入各重点科室及临床一
线，对医院综合管理、医疗管理、护理
管理、院感管理、药事管理等工作进行
了全方位的验收和考评。

（医养居 任惠敏）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银川隆光医院现已正式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这也标志
着隆光医院正式取得执业资格，于

12月12日全面开诊试营！

充分肯定，科学指导

专家组成员分别对现场评
审进行反馈，既充分肯定了医
院在管理、医疗、药事、护理等
方面的特色和亮点，也指出了
目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为
下一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指导
性的建议。下一步医院将按照
专家的指导意见，加大基础设
施、人员培训、设备配置等方面
投入，不断完善医院规章制度
以及各医疗服务环节，健全服
务网络，提高技术能力，为群众
提供更加安全、有效的医疗健
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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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银川经开区经
济发展服务局党支部书
记、局长吴成、副局长王波
一行调研银川隆光医院医
养中心项目，隆光医养居
公司执行董事王子靖介绍
项目具体进展情况。

吴书记一行认真听
取了执行董事王子靖关
于隆光医院医养中心项
目的资金使用、运营筹备
工作的情况介绍，现场查
看了医院门诊大厅、影像
科、检验科、体检科、千级
层流手术室、标准病区、
康养中心等。吴书记一
行认真查看科室区域功
能分布、诊疗环境，了解
当前各科室工作开展情
况，与科室人员亲切交
谈，听取职工心声。同
时，执行董事王子靖还向
吴书记详细介绍了各科
室学科发展、人才梯队建
设、医疗设施设备、业务
能力等方面的情况。

TATA为你的资产止损为你的资产止损！！

隆光·中萃芳庭以当下最流行的新中式建筑为蓝本，
将中国传统建筑与现代元素糅合，既突出了社区高端品
质、又增强了建筑的识别性。项目打造王府中式主大门，
为业主营造尊贵的归家仪式，给予业主更高贵的身份象
征！隆光·中萃芳庭建面约120-140㎡宽厅阔室，全城竞
藏中，学府洋房热线0955-7692777 / 768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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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2版

银川市金凤区常委马小龙一行督导隆光五里水乡小区示范项目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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