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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好书推荐

2022年12月15日 星期四

立典型 树新风

《治道》
作者：杨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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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榜（正面典型及新风）

黑榜（反面典型及问题）

马文杰 12.02 张 红 12.30

，

“保质量、保安全、保交楼”“确保
年内完成四层主体封顶”关系到隆光
的品牌实力和信誉，也是公司对中萃
芳庭项目工程进度的目标。然而连续
反弹的疫情形势、严格的封控管理甚
至停工的管控政策却直接影响着施工
人员、材料供应以及各项保障工作。
如何在不违反规定前提下最大限度推
进工作，成了中萃项目驻守人员权衡
解决的首要问题。今天，让我们来看
看驻中萃芳庭项目工程部经理刘剑和
他的战友王江长期坚守、扎根项目、突
破重围守土尽责的表现。

9月20日起于中宁的疫情迅速影
响到项目正常开展。中卫市沙坡头区
9月21日就实行静默管理，要求工地
一律停工……一切都来的那么突然。
刘剑、王江，他们不光是项目建设者，
更重要的角色是疫情防控下笃定的坚
守者和项目安全的守护者。在确保疫
情防控举措有落实、留守工人生活有
保障的基础上，不管有多少困难他们
竭尽所能的去克服，因为心中装的全
是“中萃芳庭”项目的工程质量、工程
进度，文明施工和安全生产。

自中卫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先后经
历2次疫情影响，损失有效工期共计
45天。解封无望、时间不等人，心里想
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又想到公司
全年任务目标将会受到影响的后果和
离冬停仅剩1个月，采取冬施又增加成
本等问题。“权衡利弊”后立即决定在
确保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
协调有关部门人员，灵活采取工地封

闭管理施工的方式抢抓工期，直至10
月27日正式解封。

畅通渠道，为巧妇“送米”。道路
封闭，高速无法通行，运费持续“高
涨”，更无奈的是工地材料无法运入现
场，仅有的材料已经不能满足项目施
工需要，工程进度又面临“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的窘境,随着施工进度的不断
推进，工地已具备浇筑混凝土条件的
楼号因为通行限制无法进行浇筑。看
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不能观望等靠，从
主管办证的工信局、建管科、建设局到
属地政府，在屡经波折、协调多方办理
通行证后，逐渐将材料送入现场，确保
能够连续作业，在10月20日确保了混
凝土的正常浇筑。

细致入微，为安全把关。驻项目
管理人员和留守人员不足，他们确保
安全生产“既当爹又当妈”。疫情防
控，把好核酸检测的第一道关非常重
要，主动协调住建局安排专人每天进

行工地检测并核实登记情况；在安全
质量管控方面，以“一天一查一验一总
结”的形式常态化现场开展自查自纠，
晚上分批次再由各单位安全员进行复
岗工人“三级安全教育”和岗前培训，
让工人从思想意识上尽快回到工作岗
位上，提高作业安全意识。

钉子精神和绣花功夫。9.20疫情
以来共浇筑砼6200余立方，钢筋进场
1800吨，模板进场23000平米，木方进
场38500根，轮扣145吨。付出甘之如
饴,所得归于欢喜，看到隆光·中萃芳
庭项目的建设进度没有因为疫情的静
默而“静默”时，看到工程进度基本按
照预期的目标向前推进时，刘剑、王江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中萃芳庭项
目能够在全城静默情况下有序推进，
为公司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负面影
响，从经济效益和企业的品牌效益上
都值得肯定。

疫情是一块试金石，他检验一个
企业的社会担当，考验着员工对企业
的忠诚度，更考验着一个人对工作对
家庭的责任心。而刘剑和王江的表现
让我们看到的是对工作的奉献精神，
更加看到了他们作为公司生产建设一
线人员的责任与担当，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践行了公司企业文化中求效的精
神内涵。把工作当事业来做，把工作
当成自己家的事来做，唯有如此才会
有热爱之心和热爱之情。当下要找一
个能诠释奉献和担当精神实例，无疑
就是刘剑、王江以及和他们一起的团
队。 （机关党支部）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总公司工程部刘剑、王江

■推荐理由：
新冠疫情的肆虐，给各

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从各
国的应对方式可以看出其应
对背后的文化渊源与价值理
念。各国呈现出来的应对状
态都不一样，从来没有一次
挑战像此次疫情一样把整个
世界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
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在突变面前需要面对各种重
建压力。所以，从传统文化
的角度去思考与总结一个国
家的治理方式的历史智慧，
对于当下完善本国治理以及
其贡献给世界的智慧，有着
积极的意义。一种传统治道
的分析框架和视角透视，值
得我们开卷一读。

■精彩书摘：
古人将天地人视为三

才，即揭示了人在开物成务
中必须将天地人作为三种最
基本的力量。所谓：“立天之
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
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从天地人的阴阳刚柔仁义看
出其一体性。所以“天地设
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
姓与能”。可见易道是治道
的总来源。

中华传统治道，从中华
治道的来龙去脉、本质精神、
基本内容、功能价值以及现
实意义等方面，揭示和推导
了中国朝代兴亡逻辑和治理
之道，有中华传统与国家治
理的融合演绎，更有国家治
理模型的清晰勾勒。全方位
解读传统智慧：大视野、高格
局、有观点。

就事功而论，世界各国
国情不同，各有经验，但传统
中华治道的事功与心性结合
是一大特色。中国经济的发
展，中国与世界的一体化，都
需要对中国文化精神有更深
层次的认知。这样，将有利
于我们更好地融入国际社
会。而世界一旦对中国文化
精神有认知，也会更深入地
理解我们并相互合作。

（物业公司：何彦孝）

高春花 12.02
李 阳 12.04
顾 荣 12.04
蒙 菁 12.05
刘 龙 12.05
吕彦红 12.06
寇秋香 12.06
茹晓菲 12.07
闫利利 12.10
徐红雁 12.25

高稷伟 12.12
蒋晓敏 12.10
靳豆豆 12.11
王爱荣 12.12
徐 莹 12.15
刘 伟 12.18
严 寒 12.20
马丽荣 12.27
杨学萍 12.28

何永侠 12.01
马维珍 12.01
柳灵强 12.07
高 艳 12.07
赵立峰 12.13
袁训武 12.17
马廷保 12.25
张永芳 12.25
马兆龙 12.30
李 旭 12.31

一、五恒系统实现恒温：毛细
管网末端是内置在顶、墙壁和地
板内，毛细管网通过辐射同时向
房间内所有的区域不间断地冷却
或加热空气，所以，房间内温度均
匀、恒定、柔和，冬暖夏凉。

二、五恒系统实现恒氧：通过
新风系统，吸入室外新风后，经室
内气候调节主机的多重过滤和出
风杀菌功能，过滤掉室外新风中
90%以上的 PM2.5、PM10 等室
外污染物，并经调湿、调温处理后
送入室内置换通风系统。不断进
入室内的富氧洁净空气，不仅改
善过敏体质、使人神清气爽，还可
最大程度防止呼吸系统疾病的发
生。同时，将大气中的灰尘、细菌
挡在室外。

三、五恒系统实现恒洁：五恒
系统的置换通风技术，使进入系
统的富氧、洁净的新风从房间的
底部徐徐送出，通过极其缓慢的
气流上升，在房间下部形成类似
层流的新鲜空气湖，并不断向上
顶托，在将室外洁净新风引入房
间的同时，将室内混浊的空气彻
底排至室外，永远保持恒定的洁
净与清新。

四、五恒系统实现恒静：完善
的天棚恒温技术，没有类似空调

系统室内机和风机盘管等运动部
件，隐形、无声、四季温度均匀舒
适是其主要的特点，并有效解决
了空调系统所引起的空调病和噪
声等问题。

五、五恒系统实现恒湿：五恒
调节主机利用湿度传感器实时监
测和控制，当室内的相对湿度低于
或高于舒适值时，室内气候调节机
组会自动启动加湿或除湿功能，始
终保持室内相对湿度在最宜人的
40%至 65%左右，春天室内不潮
湿、不生霉，秋冬两季不上火，皮肤
不因干燥而开裂或起皱。

五恒系统应用于住宅建筑，
技术可行，运行节能，经济合理。
五恒系统打造的建筑环境在舒适
性方面不仅优于传统中央空调，
而且其一体化的设计，实现了高
度功能集成。在使用成本和体验
效果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
日益提高，五恒系统理念已逐渐
被人们接受。基于五恒系统理
念，良好的外围护结构系统和高
效热回收新风系统，在节能环保
的同时，满足了室内多种健康人
居环境需求，成为人们追求高品
质生活的新选择。

（技术研发部 何向武）

宁夏的疫情反反复复，在所
有人共同努力和拼搏下，疫情防
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当人
们的生活逐渐步入常态化时，年
关也已经悄然来到身边。近期，
隆光物业公司组织各项目开展冬
季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活动，下
发《冬季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安
排》，从员工冬季防寒、设施设备
保温、绿化带冬灌、防火防盗等方
面制定具体措施，并召开专题会
议进行交底；组织各项目拉网式
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加
强隐患排查治理质量督导，强化
问题整改落实，保障冬季安全生
产平稳运行。

部室（子公司）

工程部

医养居公司

物业公司

财务部

姓名

刘剑、王江

雍瑞香

祖林

陈立宁

典型或新风事迹
9.20疫情愈发严峻，中卫市沙坡头区静默管理、工地一律停工。刘剑、王江坚守中萃芳庭项
目，克服各种困难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大前提下，保证了工期、质量、进度、安全，将公司各项损
失降到最低。体现了他们把工作当事业来做，当成自己家的事来做的奉献和担当精神。

今年6月至今，雍瑞香兼任西萃芳庭医务室和医院药房的工作，在医务室负责人频繁调整的
情况下，自行承担医务室的义诊、预检分诊、资质变更、医保贯标等日常行政工作，并能够有
条不紊、井然有序。疫情期间，雍瑞香舍小家为大家，自行带头封控到西萃医务室20多天，
默默做好补位工作，体现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

不论大环境和自己的处境如何变化，物业公司绿化主管祖林、公司财务部陈立宁在平凡的岗
位上不争不抢、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默默的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呼吁全员在困难时期团
结一心、戒骄戒躁、守土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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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公司

姓名

“立典型树新风”工
作的全员参与者

主要问题
物业公司以自省、批判的姿态和形式分享“立典型、树新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现象，
剖析问题的根源。意在自我警醒并建立自知之明的正确认知，肃清不正之风，让“立典
型树新风”工作本身也成为真正展示“真英雄”的荣誉榜，成为“黑狗熊”的曝光台。

惩罚形式

按照《立典型树新风活动实
施办法》相关要求执行。

1

党的二十大主题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全党同志要做到
的“三个务必”：全党同
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务必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坚定历
史自信，增强历史主
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
的华章。

2

十年来，我们经
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
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
大事：一是迎来中国
共产党成立一百周
年，二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三是完成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历史任务，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这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
历史性胜利，是彪炳
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
历史性胜利，也是对
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
历史性胜利。

3

“六个必
须坚持”是
指：必须坚持
人民至上、坚
持自信自立、
坚持守正创
新、坚持问题
导向、坚持系
统观念、坚持
胸怀天下。

4

中国共产党
的中心任务：从现
在起，中国共产党
的中心任务就是
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5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
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
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6

党的二十大精神知识点汇总党的二十大精神知识点汇总

防火篇

物业公司在第31个“全国消防日”开
展了现场演练和宣传培训，旨在提高全员
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员工预防火灾能力。
通过理论讲解“员工必须具备的安全能力
是什么”“消防安全工作方针”“火灾种类”

“怎样使用消防器材”等知识，加强消防知
识的普及宣传。为了让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在教导员的指导下，员工现场使用灭火
器处置初起火灾，通过实操，大家熟练掌握

了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通过开展此次消防安全应急演练活

动，切实加强了项目管理人员火灾应急反
应能力，检验了消防处置应急预案，提高了
员工火灾安全防范意识，为有效降低冬季
安全事故危害，减少事故损失，提高员工的
应急救援技能和应急反应综合素质奠定了
良好基础。

防盗篇

冬季来临之际，正是盗窃案件的高发
期。近期隆光物业公司内部传达学习了一
篇典型的真实案例：某公司财务人员贪图
方便，将个人银行储蓄卡密码贴在卡上，放
置于办公室抽屉内，被夜间值班的秩序维
护员监守自盗，取走卡内金额1.6万余元。
事件发生后，被盗人报警，警方调查取证
后，抓获犯罪嫌疑人。经审讯，该罪犯对所
犯案件供认不讳，获刑1年8个月。

通过对此案件剖析，隆光物业公司严
格落实《治安事件应急预案》，组织所有秩
序维护员进行制度交底，细化岗位责任制，
落实双人双岗巡逻制，明确辖区内出现盗

窃、打架斗殴、赌博、吸毒等治安事件发生
后的处置流程。此外，要求各级员工加强
安全防盗意识，尤其是财务工作人员，银行
卡和密码要卡密分离管理，从根本上预防
盗窃案件的发生。

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司员工管理，尤其
是一线安保人员的招聘、使用，要求应聘人
员必须持有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
明。此外，新员工进入公司后，通过开展员
工培训，尤其是安全意识培训，让员工具备
基本的职业操守及素养，通过“老带新”让
员工可以快速适应岗位要求。

（物业党支部）

浅
谈
建
筑
五
恒
系
统

五恒系统是
恒温、恒湿、恒氧、
恒洁、恒静的简
称。五恒系统颠
覆了传统室内对
流理论，它集舒适
模块、健康模块、
节能模块、自控模
块等于一体，用一
套系统实现了夏
季 制 冷 、冬 季 采
暖、新风净化、温
度控制、室内环境
监测、远程监测等
效果。

预防火灾盗窃 防患于未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