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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意在物业与业主之间流淌

“这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
甜、 最好喝的奶茶！” 正在望京
西园三区执行人员登记、 测温工
作的保安员李燕波， 在喝了望京
物业公司党委书记、 经理戴燕春
亲手冲调的奶茶后说道。

为了让冰天雪地间依然值守
在外的一线员工们喝上一口热
水， 吃上一口热腾腾的饺子， 望
京物业紧急购置暖贴、 奶茶、 速
冻饺子、 消毒纸巾等慰问物资，
经理戴燕春与副经理何辉 、 王
斌， 兵分三路， 驱车200余公里，
为基层20多个项目送去温暖。

除了向职工传递温暖与关怀
外， 望京物业在疫情期间对业主
的服务也更加贴心。 由于小区实
行了封闭管理， 快递员无法进入
小区， 只能将业主快递堆放在小
区门口，既不美观也不卫生 。 望
京物业紧急采购了货架 ，组织
各项目员工动手组装 ，码放业
主 快 递 ，定 时 消 毒 ，方 便 业 主
错峰领取快递， 避免人员密集交
叉感染。

与此同时， 望京物业人连日
来放弃与家人团聚，全员在岗，执
着守护，一日三次的楼宇消毒，成
千上万次的电梯消杀维护……让
业主深切地感受到望京物业的努
力与付出。 为了对物业人员奋战
一线不退缩的精神表示感谢，畅
安分公司管理的望京西园三区业
主还主动发起“感谢物业”捐资活
动，现已筹集18100元。

“病毒无情人有情， 望京物
业人正在用实际行动为千家万户
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屏障，
为百姓安居 、 科学防疫保驾护
航。” 戴燕春说。

提前行动打好有准备之仗

1月20日凌晨，北京首次通报
2例确诊病例。 早晨八点，首华物
业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忠就
要 求 以 党 委 名 义 发 布 做 好 本
单 位 及服务小区防疫工作的通
知。公司全员戒备，全面打响疫情
防控战。

为了能让广大业主度过一个
安心年， 首华物业人24小时坚守
在社区第一线。 春节期间， 全公
司4215名员工坚守岗位， 加班加
点， 平均每天加班8小时人数达
1500人， 公司各单位领导也在大
年三十上岗与职工共同守护千家

万户的平安。
大年初一， 李忠直奔基层项

目部检查指导防疫工作， 公司各
级领导也到一线指导工作， 通过
“四不两直”检查，了解基层疫情
防控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比
如项目人员和居民防疫意识薄
弱，小区没有开展防疫宣传，工作
人员紧张，物资紧缺等。

随即， 李忠召开紧急会议对
防疫工作再次部署， 结合当时工
作重点， 设立宣传信息组、 消杀
消毒组、 物资采购组、 涉疫人员
统计组四个专项组， 明确责任分
工， 当天下午就下发4个红头文
件， 指导和要求基层各单位开展
各项防控工作。

首华物业服务处长期负责中
国疾控中心的物业管理， 1月24
日开始 ， 随着专家组成员的增
加 ， 项目的服务人员也相应增
加， 每天有50人在岗上班。

作为项目主管， 这已不是王
春燕第一次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和同事们一起共度春节。 工
作11年， 从抗击埃博拉病毒到这
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每一
次， 都有她坚守岗位的身影。

安淑花是负责实验垃圾清运
的工作人员之一 。 相比生活垃

圾， 清运实验垃圾则更考验工作
人员的细致。

“实验垃圾清运是最离不开
人的， 如果不及时清理， 后果不
堪设想。” 安淑花说。 实验垃圾
清运看似简单， 好像只是把实验
垃圾周转箱从消杀室运到垃圾清
理站， 称重， 做记录， 等清运车
拉走， 再把空箱子运回去就行，
但实际上每一个步骤都有严格的
规定。

每天她都要在规定的时间
内，按照规定路线清运垃圾。在清
运之前， 要先从外观检查实验垃
圾周转箱是否破损 ，垃圾是否
溢出。 等清运车将实验垃圾转出
后， 再给垃圾房及清运工具进行
消毒。

“我累点居民就安全了”

首华物业国诚物业处负责西
城区西长安街街巷、 月坛北区及
德胜街巷三个 “首都功能核心
区” 的街巷物业管理， 同时还负
责65万平方米的空军部队家属住
宅项目及多个国家部委的职工住
宅区。

“全国发生疫情， 虽然咱不
用奔赴医疗前线， 可咱也得管好

咱这一亩三分地呀！” 说这话的
是首华物业国诚物业处经理凤维
然 。 他手下管理着9个项目部 ，
涉及面积达到187万平方米 。 春
节期间他吃住在单位 ， 他说 ：
“守着这些项目， 我心里才踏实。
员工看到我在， 他们心里也会觉
得踏实。”

从1月21日起， 他穿梭在各
个项目之间， 走遍了每一个项目
部， 每一个物业站点， 每一个所
辖小区。这些日子，凤维然不仅费
嘴，更费鞋。 一天下来，一两万步
都是保守数字。同事问他累不累？
他回答说：“当然累， 但是我不怕
累，我累点，居民就安全了。 ”

创新举措跑出“抗疫”加速度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这
是疫情发生以来， 天岳恒物业党
委书记、 董事长、 总经理徐铭基
说的最多的话。

自疫情发生以来， 连轴转、
日夜转已经成为徐铭基的工作常
态。 迄今为止， 徐铭基累计检查
调研项目部30余个， 陪同调研项
目部15个。

“物业管理区域是此次疫情
防控的关键环节， 咱们天岳恒管
理着928万平方米的物业面积，涉
及16个区、168个街乡镇、649个社
区。各分公司必须切实扛起责任，
加强一线值守、加大消杀力度，全
力保证辖区业主的生命安全。 ”徐
铭基不止一次强调。 在他的大力
支持和积极协调下， 公司所有项
目部排除万难， 配合属地政府全
部实现了封闭化管理， 为辖区居
民建起一道安全防线。

面对因家庭聚会、 聚餐等感
染案例骤增的情况， 徐铭基对社
区防控工作丝毫不敢松懈。 他要
求各项目部加大疫情防控宣传教
育， 通过微信群、 企业公众号等
线上方式进行广泛宣传， 提高人
民群众自我防护水平。

疫情期间， 徐铭基还发动广
大干部职工集思广益 、 群策群
力 ， 通过各种方式 、 措施打造
“铺天盖地” 360度消杀环境， 为
辖区百姓全力构筑安全健康生活
环境 。 公司调配了3台雾炮车 ，
购买了13台多功能消毒车发放到
项目一线。

项目人员利用雾炮车、 多功
能消毒车移动动作快、 喷洒射程
远等优点， 将消毒液按比例进行
配备， 注入车中， 对项目主干道
进行高空喷洒， 全面消毒， 节约

大量人力。
宣武门项目部结合自身实

际， 创建了进门消毒池做法， 对
出入口进行限制， 设置地面消毒
通道， 每位业主进出时都需要对
鞋底进行消毒， 这项技术也已在
公司各项目部全面推广。 “希望
通过新的防控措施和更加贴心的
服务， 不断提高百姓生活的安全
感。” 徐铭基说。

一线员工感人事迹频现

在疫情面前， 首开集团鸿城
实业一分公司的员工们， 同样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服务客户
的初心。

按疫情防控管理规定 ， 有
300余名员工因14天医学观察期
不能按时回到工作岗位。 其他所
有 在 岗 员 工 主 动 放 弃 休 息 ，
加 班 加点 ， 在保障基础服务的
同时， 做好近62万平方米面积的
消毒工作。

工程总监张筝从大年三十起
日夜奋战 ， 春节期间无一天休
息。 直到现在， 每天的工作时间
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 任务紧的
时候就直接住在单位。 他多次参
加、 召开会议， 就疫情防控工作
做出部署， 确保各项目防护落实
无死角， 稳定有序推进疫情防控
工作， 为广大职工树立了榜样。

春节期间， 职工赵亮虽人在
家乡石家庄 ， 但心却扑在工作
上。 在家期间， 他拨打电话数百
次， 统计300余人次返京详细情
况 。 为尽快将人员信息统计出
来， 他加班加点， 突然晕倒， 送
到医院后， 被诊断为脑出血并立
即进行了手术。 醒来后， 他第一
句问的还是信息报送情况。

项目经理汤堃全程扑在一
线， 在完成既定工作外， 还担负
起了近300名返京职工医学观察
的 工 作 。 无 论 是 体 温 监 测 、
日 常 学习 、 起居饮食 ， 还是观
察区的调度管理工作， 甚至是女
性卫生用品的采买工作， 他都事
无巨细， 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汤
妈妈”。

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 再加
上工作压力大， 项目里的一些年
轻职工有了情绪 。 看到这种情
况， 汤堃主动与员工沟通， 调动
员工积极性 ， 保障项目运转如
常。 “公司是我另外一个家， 我
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分
子 ，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
面对领导的肯定， 汤堃笑着说。

社社区区防防控控 我我在在请请安安心心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刘刘欣欣欣欣//文文 于于佳佳//摄摄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物业人走向了社区疫情防控的一线， 这段时间
物业人过得异常忙碌紧张， 疫情的发生让他们肩负起了前所未有的使命。 作
为服务首都1500多个社区、 超过百万家庭的首开集团， “守护业主的健康和
安全”， 让社区的最后一百米， 成为最安全、 最放心的一百米， 成为集团下属
每名物业人心中最大的愿望。 为了达成所愿， 首开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潘
利群多次赶赴社区、 项目现场等防控一线检查调研。 首开集团下属的各个物
业公司员工都放弃休假， 扑在一线， 与全国人民一道， 为打赢防控阻击战贡
献自己的力量！

——————记记坚坚守守疫疫情情防防控控一一线线的的首首开开物物业业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