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  基  物  业 

2018 年第 11 期（总第 81 期） 

无锡永基物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编    2018 年 11 月 28 日 

本 期 导 读 

【永基动态】 

● 乐享秋日风光  展示企业风采 

● 以人为本  关爱入心 

● 永基物业党支部召开接收预备党员大会 

● 预备党员转正会议 

● 关心员工  服务到家 

● 创建文明城市 我们一起努力 

● 永基物业高铁项目进行消防演练 

● 冒雨抢修 排忧解难 

● 2018 年度联合消防演习 

● 博物院各区域空调滤网清洗 

● 忙碌的前台 

● 消防建设成果展 



 

【永基动态】 

乐享秋日风光 展示企业风采 

11 月 9 日上午，无锡永基物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王瑞文、常务副总殷

佳宇带队来到巡塘古镇，参加无锡市物业管理协会组织的秋日徒步活动。来

自无锡市物业行业的近 250 名物业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9 点 15 分，随着协会监事裴建东一声令下，活动正式开始。巡塘古镇依

水而建，房舍三面环水、枕河而居、错落有致，不仅保留着江南水乡传统的

古韵遗风，秋日的巡塘古镇更是带着百年岁月的一份沧桑与厚重。小伙伴们

迈着矫健的步伐，沐浴在暮秋的暖阳下，感受着传承了千年的吴地文明。大

家有说有笑，享受着这繁忙工作中难得的悠闲时光。在幽静的街巷、弯弯的

柔水映衬之下，大家伙的身影成为一道画不尽的风景线。到达终点后按照惯

例，进行了抽奖活动，协会会长房泽峰等领导为中奖伙伴颁奖，让大家得到

了精神物质双丰收。 



 

 

永基物业的选手们以饱满的精神面貌圆满完成了徒步活动，展示出了挂

牌企业员工积极向上、昂扬奋斗的风采，预示着大家将在新的舞台上，描绘

美好的发展蓝图，实现精彩的人生价值。 

 
 

（品质部  缪祺） 

 

 

 

 

 



 

以人为本 关爱入心 

11 月 19 日，无锡市工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 400 余

名职工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表彰了无锡市模范职工之家、无锡市模范职工小家和无锡

市优秀工会工作者。无锡永基物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有幸荣获“无锡市模范职工

之家”称号。 

永基物业工会组建于 2008 年。十年来始终贯彻“关爱职工，从心开始”的工作思

路，努力增强职工的归属感、自豪感、责任感和幸福感，提高职工满意度、忠诚度。公

司工会对员工的关爱主要体现在：员工生日时发放蛋糕券；员工生病住院时前往看望；

员工生大病时公司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每年夏季高温时节公司会慰问全体员工，春节

前还会对困难职工进行走访慰问，为他们送去大米、食用油、鸡蛋等生活必需品，同时

也为他们送去深切的关怀和祝福。除此之外，工会还时常组织各类团建活动，促使员工

积极向上、努力工作、快乐生活，构筑和谐幸福的工作氛围。 

这么多年，永基物业工会通过各项举措，一切从职工的利益出发，一切从细微处着

手，时刻与广大职工同在，充分体现对职工的人文关怀，体现永基大家庭的温暖，促进

了公司的健康发展。 

                                           

                                                           （品质部：缪祺） 

 

 

 

 

 

 



 

永基物业党支部召开接收预备党员大会 

2018 年 11 月 15 日下午，永基物业党支部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讨

论审议接收颜品杰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的事宜。会议由党支部副书记兼组织委员王素珍

主持，党支部书记王云峰和支部全体党员参加了会议，入党积极分子列席会议。 

按照组织程序，首先由支部王书记确认大会合法性。随后，发展对象颜品杰同志

宣读《入党志愿书》，入党介绍人和支委会分别向大会介绍发展对象相关情况，与会党

员充分讨论并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颜品杰同志得到了全体与会党员的一致

认可，获得了全票 9票通过，党支部正式通过了接收颜品杰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决议。 

全体党员对颜品杰同志表示祝贺，同时希望他今后要更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

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党性修养。颜品杰同志表示，自己能成为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感

到十分激动和振奋，感谢组织的培养和信任，以后一定要积极参加党支部组织的活动，

虚心听取党内外同志对自己的意见，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最后，党支部书记王云峰在大会发言中强调，全体党员要严格按照党员的标准审

视要求自己，更加认真学习党的理论知识，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时刻与党保

持高度一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每位党员要发挥好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争取为永基

企业发展再做新贡献。 

 

图为大会场景                      预备党员颜品杰在宣读《入党志愿书》 

 

 



 

 
参加党员发表意见 

 
支部书记王云峰宣读决议并就大会情况作简要总结 

 

                                                     （ 工会  王素珍） 

 

 

 

 

 

 

 

 



 

预备党员转正会议 

2018年 11月 20日下午 2点，永基物业党支部在公司会议室召开预备党员转正会议，

讨论关于预备党员尤恩味同志转正事宜，会议由组织委员王素珍主持，支部书记王云峰

及全体党员参加了会议。 

大会首先由宣传委员符臻同志进行了会议人数的清点，并宣布了党员到会情况，公

司 9名正式党员全部到会。随后由预备党员尤恩味同志宣读转正申请，详细汇报了自己

在预备期间的表现，剖析了自己在预备党员期间，思想、学习和工作上的进步与不足之

处，表达了入党的志愿和决心。接着由支部考察人对申请人预备期的思想、工作、生活

等方面表现进行总结评价，其他党员也纷纷发表意见，认为尤恩味同志思想端正、谦逊

肯干、团结同志、作风优良，一致同意其按期转正，并真诚地对她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提

出恳切建议。 

会议以无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按照严格的组织程序完成了投票，经统计，尤恩

味同志获得全票通过，顺利地按期转正。 

会议最后，支部书记王云峰宣读了支部大会决议，并做总结性发言。王云峰书记对

尤恩味同志的顺利转正表示祝贺，要求全体党员要继续努力学习党的知识，始终与党组

织保持一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继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此次会议充分体现

了党内民主性，增强了党内同志的交流，使党支部增添了新鲜血液，增加了活力。 

 

预备党员尤恩味宣读转正申请 

 

 



 

 
党员在选举投票 

 

党员们在认真听取考察人发表意见 

 

支部书记王云峰就大会情况作简要总结 

 

                                                （工会  王素珍） 



 

关心员工  服务到家 

工会服务卡由无锡市总工会、无锡市民卡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无锡分行共同发行，

是推进工会会员普惠服务、便利服务的有效载体，也是服务员工的重要抓手。无锡永基

物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在上级工会的统一部署下，广泛宣传，让公司各项目员工

知晓服务卡的用途，从而引导员工主动办理服务卡，切实发挥了公司工会组织的桥梁纽

带作用，拉近了工会与企业员工之间的距离。 

此工会服务卡不仅给员工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政策咨询和法律解答、职业培训、困

难帮扶、生活救助、就业援助、女职工健康检查等项目服务，还为工会会员提供购物、

旅游观光、运动健身、图书借阅、城市交通、金融服务等功能。只要拥有一张工会服务

卡，就可以得到“吃、住、行、游、购、娱、学”等日常生活消费方面的优惠服务，方

便又实惠。永基物业工会委员会为在职员工办理了 183张工会服务卡，让更多的员工享

受到来自工会组织的接地气的服务，增强了工会会员的获得感和归属感。 

（工会  王素珍） 

 
市民中心和农业银行人员上门处理服务卡的后续工作 



 

创建文明城市 我们一起努力 

无锡市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永基物业高铁项目全体员工在项目经

理的带领下积极行动起来，发扬了不畏艰苦，敢打硬仗的精神，为创建活动略尽绵力。 

现在正是落叶多的季节，保洁部增派人手对重点区域进行不间断清扫，将地面打扫

得干干净净，不放过每个死角，不留一点儿垃圾；停车部对乱停放非机动车辆进行整治，

将车辆有序排放；工程师傅们加强对设施设备的巡检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设备管道、

井盖等设备重新刷漆。各部门员工们分工有序，个个干劲十足，毫无怨言。 

为了无锡东站广大旅客有个舒适整洁的出行环境，为提高服务品质，为争创文明城

市，高铁项目管理处一直在努力，而这种拼搏的精神我们会一直延续下去，为公司发展

做出新的贡献。 

 

 

 

 

 

 

 

 

 

 

（高铁  陈蓉艳） 

 

http://xuetang.iwuye.com/ChuangYou/


 

永基物业高铁项目进行消防演练 

11月 9日，又一个消防安全日来了。为

了让员工学会在突发火灾情况下如何避险

自救、疏散撤离的常识和技能，进一步提高

员工灭火、疏散、自救能力，强化员工安全

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和提升管理部门应急

疏散演练的组织和管理水平，11月 9日下午

高铁项目管理处进行了消防疏散和灭火器材的使用演练，并邀请了站内城管、交警、运

管、商务楼客户等相关单位一起参加本次演练。 

为让大家获得更专业的消防安全知识和消

防器材使用方法，我们还特地邀请了消防维保

单位的专业人员来到现场讲解火灾时如何疏散

和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 

下午 1:30，消防演练正式开始，各个部门

员工在领导的指挥下有序进行疏散和灭火演练。通过实际

操作，直观感受，员工都很快掌握了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

和一些疏散时的注意事项。 

通过此次演练，员工们丰富了消防基础知识，提高了

消防器材的使用技能，增强了消防安全意识及遇见险情时

应急处置能力。 

 

 

（高铁  陈蓉艳） 



 

冒雨抢修 排忧解难 

梁溪河项目在最近几个月抄水表时发现仙蠡墩自来水用量又发生异

常，超出往日不少。根据经验，肯定又有地方漏水了。 

由于仙蠡墩地下水管老化，近年来水管漏水情况时有发生，梁溪河项

目汤经理立即召集维修主管及维修骨干商讨查找漏水点及维修计划。但是

地表上没能查出任何渗漏痕迹。考虑到漏水问题一时难于解决，为了尽量

避免公共资源浪费，在不影响经营户正常营业及公用厕所正常使用的情况

下，我们专门安排人员每天早上 8 点准时打开自来水总阀，夜里在确认经

营户全部打烊后及时关闭总阀。 

为了方便今后水管维修，最后项目决定采取分段开挖查看，分段重新

砌井安装阀门的方法，一共开挖了 2 个井，最后排查下来可能是滴水坊附

近有渗漏点，于是决定在仙蠡墩公园厕所旁的自来水总管加阀门，经过一

个星期的人工开挖，全体维修班冒雨把水管阀门接好，既修复了漏水问题，

又为今后的维修留下方便之门。为他们的工匠精神点赞！ 

 

（梁溪河 周莉杰） 



 

2018 年度联合消防演习 

为了在做好日常消防安全监督、检查、管理工作的同时，强化消防宣传和演练工

作，使员工和管辖区内人员掌握一定的消防知识和防火技能，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高

扑救初期火灾的能力。我们于 2018年 11月 12 日组织了一次“无锡博物院-永基物业联

合消防演习”，在院领导高度重视下和员工的积极参与下，演习达到了预期目的。 

消防演习于下午三点正式开始，模拟火

情在西区二楼展厅门口发生，现场客服立即报

警并疏散游客（博物院讲解员及物业服务人

员），灭火一组（当值保安领班）、二组（微型

消防站保安）先后到达模拟火情现场，同时相

应防火分区产生消防联动。在总指挥肖书记宣布启动应急疏散预案的命令后，全员所有

人员迅速且有序从消防通道疏散至南广场。

人员撤离后，由南长消防大队消防员进入模

拟火场将火扑灭。整个演习过程中，客服、

保安、工程和保洁各部门分工明确，密切配

合，演习秩序井然，效果良好；从报警、接

警、出动灭火及全院疏散，整个过程对讲机对话精简准确，指挥程序明了清楚，出动动

作规范迅速，从而使此次演习圆满完成。 

今后我司将继续加强消防设施检查、整修，加强员工消防培训，做好消防安全管

理工作。 

      

                                       （博物院   颜品杰） 

 



 

博物院各区域空调滤网清洗 

深秋初冬即将进入供暖季节，长时间没有清洗的中央空调通风管道和滤网上面堆积

污垢灰尘，会影响空调通风系统的供热效果。为了给来博物院参观的游客和工作人员提

供一个舒适的环境，并且提高各区域的中央空调供暖效果，工程部近期对博物院各区域

的中央空调滤网进行了清洗。 

11月 13日开始，工程部师傅逐步对博物院各个区域的中央空调滤网进行了拆卸，

然后统一搬运到有漏水渠的地下车库用高压水枪对滤网一一进行清洗、晾干。博物院面

积大空调分布广，需要清洗的滤网也比较多，工程师傅分工合作于 16 日将各区域的中

央空调滤网清洗完毕，并进行了安装调试。此次中央空调滤网清洗进行顺利，将会大大

提高空调系统供暖效率，让广大游客在冬日里在博物院参观时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 

 

 

 

（博物院  陈小楼） 

 

 

 



 

网购的盛行 忙碌的前台 

 

网购早已经悄无声息得潜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淘宝把号称光棍节的 11月 11日做

成了现在必不可少的购物节，凌晨的各种买买买，第二天就是各种的焦急等待收收收。 

这固然方便了买手们，但也给博物院前

台的客服们增加了很多工作量。早上一上

班，踏进门一抬头就看见前台上摆的满满的

包裹。前台小陈需要尽快把台上的包裹逐一

登记整理，在登记本上记录下快递公司、快

递编号、收

件人姓名、

包裹数量，

以备查阅。一人多个快递，会在之前的记录上添加快

递公司及相应的包裹数量；记录好后再放一起。 

小陈把收件人大概分五楼办公室、讲解员和地下

商铺三类，不同的人的包裹放在相

应的地方，一人多件的就整理好堆

放在玻璃房门口，并在登记本上做

好标记，以便区分。全部整理完后，

小半个上午也过去了。 

平时每天平均二三十个包裹。

从 11月 12号开始平均每天六七十个，最多的一天达到有九十几个，这样大批量的收包

裹需要持续十天左右。小陈不敢有丝毫马虎，从来都是一丝不苟记录、分类、并做好领

取登记，日复一日。 

 

                                                 （博物院  倪波） 



 

消防建设成果展 

2018年 11月 8日，由无锡消防安全委员会在体育馆B馆二楼环形通道，

举行了为期一周的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无锡消防建设成果展。永基物业

新体项目为此次活动进行了保安及保洁增派。体育馆保洁提前打扫了整个

二楼的环形通道，外场保洁冲洗清扫东台阶，清理打捞东台阶水池，清扫

南广场捡拾绿化带的白色垃圾为活动的完美举办做好充分的准备。 

成果展的开幕式下午 2 点在南广场正式启动，开幕式现场聚集了无锡

各级近千名消防系统的官兵，出动了十几辆消防云梯车，金水桥边停靠了

无锡消防最先进的消防车辆，现场规模宏大整个开幕式隆重热烈。我们的

保安在现场指挥车流指导人流有序进入，保障现场的活动有条有序。 

在二楼环形展厅里云集了国内最新的消防器材，包括各类消防用品及

最先进的消防机器人，向无锡市民展示汇报了无锡近年来的消防成果，可

谓介绍详细，我们的保洁在现场巡回打扫，保障了整个展出期间的环境卫

生。 

 
                              （新体中心  张于菁） 

 

 

 



 

2018 年《永基物业》第 11 期用稿情况 

 

部 门 投稿数 用稿数 

品质部 2 2 

工会 3 3 

高铁 2 2 

梁溪河 1 1 

博物院 3 3 

新体中心 1 1 

合  计 12 12 

永基物业联系电话：85110038   传真：85755210 

电子邮箱：3013781632@qq.com 

 

 

发：公司总经理、各副总经理、各部室、各项目管理组、各外地分公司、子公司 

无锡永基物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共印 2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