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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基动态】 

回顾党史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记中共一大红色之旅 

2018 年 12 月 6-7 日，中共无锡永基物业股份有限公司支部委员

会开展了“回顾党史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中共一大红色之旅活动。

在党支部书记王云峰同志的带领下，公司党员、预备党员及入党积极

分子一行赴嘉兴、上海两地进行参观学习，瞻仰浙江嘉兴红船和中共

一大会址，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初心。 

6 日上午，公司党

员一行到达浙江嘉兴

南湖，参观了南湖革命

纪念馆，瞻仰了南湖红

船。纪念馆 2006 年 6

月 28 日由时任浙江省

委书记习近平亲自奠

基，2011 年纪念建党 90 周年前夕落成开放。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

平曾经把“红船精

神”概括为“开天辟

地、敢为人先的首创

精神，坚定理想、百

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



 

的奉献精神”。通过馆藏文物、书籍、照片、视频等珍贵革命史料，党

员们全面了解到“一大”代表在嘉兴南湖留下的坚实足印，深刻感悟

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7 日上午，大家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参观学习。上海中共一大

会址位于上海市兴业路 76 号，是一座饱经沧桑的石库门建筑，在繁华

的现代化都市中显得格外庄严肃穆。党员们先后参观了“前赴后继、

救亡图存”、“风云际会、相约建党”、“群英汇聚、开天辟地”等专题

展区，瞻仰了陈

列的革命文物、

文献资料和历史

照片，聆听了关

于一大召开的背

景情况讲解，深

深体会到党的诞



 

生地的厚重感和使命感，充分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背景、过

程以及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深

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征程中，带领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

所书写的苦难与曲折、所成就的辉煌与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一大会址时指出，“上

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

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公司党支部全体党员通过此次参观学习，回顾建党历史，追寻革命先

驱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初心不改，强化了共产党人的宗旨意识和

使命意识，更加清晰了作为党员的目标追求和责任担当。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王云峰书记殷切嘱

咐大家要传承红船精神、继承优良传统，珍惜现在、展望未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与公司同发展、与祖国共奋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党员们也纷纷表示要立足本职、率先垂范，以更

加坚定的信心、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扎实的工作，全力推进我司健

康稳健的发展，迈向更辉煌的未来，以实际行动履行入党誓词。 

撰稿：缪祺 

摄影：丁梦云 



 

繁冬“盛景” 

2018 年 12 月 30 日，在这年的尾声部分，锡城的初雪毫不吝

啬它的纷扬，与千年之前杜甫笔墨之下“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

风”隔着这无法逾越的时代鸿沟遥相呼应。一夜之间，朋友圈被

这素色容颜的大千世界刷屏，一句“瑞雪兆丰年”让人们对它的

到来欢呼雀跃。然而，岁月总是带着褶子，有人欢喜有人忧。 

尽管这次降雪量小时间短，但由于气温低，依然在路面形成

了少量积雪和薄冰。31 日天还未大亮，无锡永基物业各项目全面

开展道路除冰活动，为市民的安全出行开辟了一条充满温情的通

畅之路。 

 
博物院 



 

 

恒隆广场 

 
高铁东站 

蹀躞仲春的痕迹已然不在，流火七月的余温也已散去，飒爽

暮秋的凉风早已吹散，一场初雪标志着凛冬已至，盛冬繁景下，

可爱的永基人依然兢兢业业地为人们服务，一如既往⋯⋯ 

                                        品质部 缪祺 



 

寒冬腊月 高铁东站好人好事暖人心 

“谢谢，谢谢，真的非常感谢你。”永基物业高铁东站项目办公室，一

位女士拉着唐燕英的手不停说着谢谢。 

原来，11 月 26日保洁部领班唐燕英在巡查时发现草坪上有一个钱包，

钱包里有各种银行卡接近 20 张。唐阿姨心想，失主很可能是来东站坐车出

差的，钱包丢了该多着急呀。她马上就电话通知了保洁主管杨钰芳。杨主

管根据卡里的签证信息查找到了失主的手机号码，立刻与失主取得了联系。 

失主当时已经在去往上海的高铁上，回来也要过段时间，就让她朋友

过来帮她领取。过了几天，失主朋友过来领取，说失主之前也丢过几次钱

包，可这是第一次能失而复得，托她拿出两百元红包要感谢唐阿姨。唐阿

姨立即婉言拒绝。 

无独有偶，12 月 29日下午两点左右，保洁部员工陆静芬在出站口捡到

一个背包，里面有两本书和一个平板电脑。因包内没有失主的任何联系方

式，其捡到后和保洁部主管联系，在主管的陪同下及时将失物交到东站警

务站的民警手中。 

拾金不昧看似普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永基物业高铁东站项

目两名保洁员拾金不昧的行为充分体现了永基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风

貌，为公司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这样的优良传统将会不断传承。 



 

 

  

        (高铁  杨钰芳) 
 
 
 
 



 

丝绸之路上的神秘王国——西夏文物精品展 

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无锡博物院主办的《丝绸之路上的神秘王

国——西夏文物精品展》于 11 月 3日正式开幕。本次展览主要集中了宁夏

回族自治区自建国以来考古发掘的西夏文物精品一百余件套，通过对西夏

文字、西夏工艺、西夏佛教、西夏建筑等方面的展示，让我们领略西夏——

这个丝绸之路上的神秘王国所创造的灿烂而独特的文明。展览将在无锡博

物院西区二楼临展厅展出，展览持续至明年 1 月 6 日。 

印婴戏莲纹绢 

 

西夏建国后，朝廷专门设立“织绢院”和“绣院”等，管理棉、麻和

丝纺织业的生产，能生产出绢、纱、罗、绮、绫、锦、缂丝和刺绣等许多

精美的丝织品，这件绢制品是西夏丝织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极好见证。 

西夏文残碑 

 



 

此块残碑由砂岩雕凿，阴刻楷书，所刻碑文笔画匀称，刀法工整，字

形繁复，撇捺笔较多，笔力遒劲厚重，点划穿插有序，构字和运笔十分讲

究，是不可多得的西夏书法艺术珍品。 

西夏文字多为比较工整的楷书，大概是借鉴了唐代成熟的楷书风格。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局部） 

 

木活字印本，通篇笔画流畅，印制精良，具有木活字版印本特点，与

泥活字版有明显区别。1996 年 11 月 6日据文化部组织鉴定委员会鉴定，该

文物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它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

间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 

 

（博物院  倪波） 



 

无锡博物院开启热空调 
无锡博物院是无锡地标性建筑，每天有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冬季来临，

为了让游客有一个温暖舒适的参观环境，现决定开启热空调供暖。 

空调系统供暖前一直是处于制冷关闭状态，为了能够让空调供暖系统

发挥效果，工程部对设备进行了运转前的检查与调试，包括通风、空调系

统运转前的检查，空调设备性能测定与调整，通风空调系统的风量测定与

调整。 

现设备均安全正常有效使用中，现场温度均在设定范围内。 

 

 
 

 

 

                                            （博物院 陈小楼） 
 



 

恒隆审计  团结协作 

时光飞逝，一年一度的恒隆审计又到来了，为了此次审计永基恒隆团

队已经准备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从人员配置到资料准备，目的就是为了顺

利完成此次恒隆审计，为公司交上一份满意的年度答卷。 

接恒隆甲方领导通知，从 12月起审计团队正式进入无锡恒隆项目，对

恒隆全方位进行审计。永基恒隆团队自接到通知后就进入一级备战状态，

力求以最完美的工作状态来迎接此次审计。12 月 18 日审计团队正式开始对

保洁进行审查，包括人员人数配置、机器配置、物料、考勤等等所有资料，

并深入到岗位现场工作中，询问员工姓名、工作时间、区域等各类细节。

更是在正常点名时间 22时之后将近 22：30左右来了一场突击检查，紧急

通知项目员工集合点名。 

在此次审计中，我再次体会到永基人的团结协作精神，相信有着这样的

“永基精神”，我们永基不管在哪里都

能越做越好，越走越远。 

（ 

 

 

 

 

（恒隆  薛漪峰） 

 
 
 



 

群众问题无小事 
 

据永基物业梁溪河项目巡查员张坚华和大渲附近居民反映，大渲木步

道腐烂严重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梁溪河项目经理汤志辉立即上报甲方领导，

并陪同一起赶往大渲现场查看。 

原来这一路段的步道为木质材料，由于日晒雨淋，已经出现大量腐蚀，

甲方领导为了提升耐用性，决定把木步道改造成石子步道。 

在本次步道改造中，由于作业面较小，车辆无法驶入，所以主要依靠

电瓶三轮车加人工搬运的方式，把水泥、黄沙、石子、红砖等材料运到现

场。维修班人员们对步道进行改造，先拆除腐烂严重的木头，步道两侧砌

上红砖，再铺上石子。 

经过维修班一个星期左右的辛苦，步道改造完成，消除了安全隐患；

让梁溪河景观带成为每位市民和游客都能安心、放心的休闲场地。 

 
 
 

(梁溪河：周莉杰 )  

 
 



 

年末大扫除 
邻近年关，永基物业体育中心项目针对性的安排各馆对地下室、机房

及各处不经常打扫的角落进行全面清理打扫工作。 

体育馆的机房多，地下室面积很大，一大早保洁主管许静就带着两名

员工开始打扫，地下室机房虽然进出人员不多，平时也经常打扫，但地上

灰尘还是比较多，大家一起先用推尘把地面的灰推一遍，再一桶桶的拎来

水拖地，没一会功夫大家已是满头大汗了。 

地面的打扫工作持续了整个上午，下午开始擦拭机房的设备，机房的

设备擦拭要格外小心，洁仪器仪表的表面只能用稍干的毛巾擦拭，机器设

备比较庞大，爬上爬下的打扫也要注意人身安全，三个人轮流上设备打扫，

下面留人做好保护，整整一天把面积巨大的地下室和机房打扫的干干净净。 

这是新体保洁们最平常的一天，大家用辛勤的汗水和认真的工作，保

障着新体的环境卫生。 

 

 

               

                                            （新体中心  张于菁） 



 

 
开展满意度调查 做好年终总结 

2018 年就要接近尾声了，为了加强与业主之间的沟通，制定明年的物

业工作重心，永基物业金源项目开展了业主满意度调查。 

调查内容主要分为设备维修、秩序维护、保洁、绿化、客服这五个方

面。由于今年业委会重新换届选举并成立，物业管理服务工作进行与业委

会以及全体业主和使用人的支持密不可分。调查结果显示，整体满意度较

高，但是细节处理上还不到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外来人员排查不及时； 

2． 停电频繁（极个别业主室内存放大量机电设备） 

3． 停车位紧张； 

4． 空调问题较多；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在制定 2019 年工作计划时主要关注以下几

点： 

1.2018 年已经开始对监控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同时加强巡逻； 

2.排除因为供电线路整修等不可抗力所产生的停电情况，要做到事前通知内

容详细，事后及时回访跟进； 

3.原有配比较少，我们合理规划，与业委会配合，一直在合理利用空间，尽

可能的改造和增加车位中； 

通过本次满意度调查，认识到物业服务中有很多细节问题，我们考虑

的还不够全面，客户的满意永远是我们的追求，客户的满意是不断提升的，

我们的服务更需要不断的完善。 

                                               （金源  上官一灵） 



 

 
职院北门启用  卫生保障有力 

学校环境卫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服务工作。11 月 29 日，公司接到无

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方领导的通知，学校新北门已建造完毕，将于 12 月 1日

启用。届时将举办启用仪式，需要对两个门卫室里外及周围的环境卫生进

行全面保洁，时间紧、任务重。 

为了展示永基物业“以人为本”的队伍建设座右铭，同时给广大教职

工员工和学生带来干净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项目连夜通知保洁员们提前上

班，来把自己岗位的工作做好。第二天大约 9 点，各自都带好工具，按照

保洁操作程序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全面保洁，刮玻璃、清洗墙面、搬运垃

圾、冲洗地面等，由始至终，干的热火朝天，里应外合，大家没有叫一声

苦一声累，一句怨言都没有，配合的很默契。 

经过半天的时间，把整个北门及四周的卫生清洁做得一层不染，得到了

校领导及师生们的一致好

评，充分体现了永基物业公

司后勤保障有力、服务到位

的职业素养，为公司树立了

良好的形象。 

    （体育中心  王素珍） 

 

 
 



 

2018 年《永基物业》第 12 期用稿情况 
 

部 门 投稿数 用稿数 

高铁 1 1 

金源 1 1 

恒隆 1 1 

梁溪河 1 1 

博物院 2 2 

新体中心 2 2 

品质部 2 2 

合  计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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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