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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基动态】 

心理健康科普培训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心理压

力越来越大，许多人出现了心理疾病。

为了使职工对心理健康有更进一步的认

识，树立乐观向上的态度，正确面对工

作和生活的压力与挫折，培养乐观向上

健康的心态，以更好的精神面貌投入到

工作中。永基物业在梁溪区及崇安寺街

道总工会的协调下，特邀无锡爱众博仁心理咨询有限公司资深心理咨询师、国

家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咨询及治疗专业研究生、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美国

催眠师协会 NGH 认证催眠师、沙盘/绘画/EF、情绪释放治疗师、萨提亚模式治

疗师、讲师欧阳晋老师，于 2018 年 7月 2 日在公司会议室进行管理人员心理健

康科普培训。 

通过本次培训，公司管理人员对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从无到有，从浅到深，

懂得了健康不仅是身体上没有任何疾病，而且

心理健康的人都能够善待自己、善待他人，适

应环境，能正确地感知现实并适应现实；知道

了什么是心理健康、心理健康的标准是什么以

及产生心理健康的原因，懂得如何去消除心理

健康的一些阴影，从而能适时地从痛苦和烦恼中解脱出来，积极地寻求改变不

利现状的新途径，能够深切领悟人生冲突的严峻性和不可回避性，只有善于不

断地充实自己，享受美好的人生，明白知足常乐的一个道理，才能把精力运用

到工作当中，才能更好地把工作做好。 

                                         （工会  王素珍） 

 



 

送清凉 抗酷暑 战高温 

进入 7 月以来，骄阳似火，连日高温。无锡永基物业股份有限公司广

大一线员工不顾酷热难当，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汗水和辛劳确保

公司各项生产平稳运行。7 月 23 日上午，公司常务副总殷佳宇、工会主席

王素珍、人事部长符臻代表公司领导班子向高温下坚守在项目一线的员工

们送去亲切的问候。 

每到一处，殷总一行亲切询问了一线员工的作息时间和生活情况，为他

们送上防暑物品，并嘱咐他们一定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好作息时间，保证

身体健康、保质保量保安全的抓好各项工作，同时叮嘱项目负责人要时刻

关注好员工的防暑降温工作，切实把以人为本、关爱职工的理念落实在实

际行动上，确保各项工作秩序井然，有条不紊。 

领导的慰问给工作在酷暑中的员工带来了丝丝凉意，极大地鼓舞了大

家的工作热情。大家纷纷表示要发扬战高温、抗酷暑的奋斗精神，坚持高

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以实际行动回报公司领导的关爱。 

（品质部  缪祺 工会  王素珍） 

 

 

 

 

 

 



 

盛夏酷暑 慰问员工 

盛夏时节，高温酷暑。7 月 23日上午，公司相关负责人走访慰问了酷

暑中坚守一线的员工们，向他们送去亲切的问候和防暑降温用品。 

一条擦汗的毛巾、一瓶清凉的矿泉水、一句亲切的问候，恰似夏日的

凉风，沁人心脾。公司以员工为本，关心高温作业的一线员工的“送清凉”

活动给大家带来丝丝凉意，鼓舞了士气，激发了大家工作的热情，让在场

的每一位员工感到无比高兴，脸上无不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员工们表示要

发扬战高温、抗酷暑的的精神，确保完成每一项任务。 

                                                

 

 

 

 

 

 

 

(高铁 王海英) 

 

 

 



 

2018 世界击剑锦标赛外场保洁工作 

2018世界击剑锦标赛于 7月 19日—27日在无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

届时，将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000 名运动员、裁判员和比赛工作人

员进入无锡。为确保顺利圆满完成击剑世锦赛期间的卫生保障工作，永基

物业体育中心项目多次召开专项会议，以高标准、严要求、细部署抓好各

项工作的部署与落实。 

1.划分区域负责人，制定赛事期间早晚班负责人。为了加强赛事期间

各区域卫生的监管工作，将外场保洁区域划分四大区域并安排区域负责人；

并针对早 6点-8点及晚 5点至赛事结束管理人员空档期专门设置值班人员，

确保赛事前后期的无缝对接。 

2.组织管理人员及保洁员对绿化垃圾及杂草进行专项清除。面对平均

35 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员工顶着烈日全副武装奋战了近一周的时间，

终于将绿化中的垃圾及杂草全面清除。 

3.清洁水池，安排专人定期检查清理，保证池内睡莲美观整洁。作为

国内外运动员集中进出场所，是这次活动的主要通道之一，我们不仅要保

障地面卫生，确保无垃圾、无烟头，也要保障广场上的两个水池的卫生。

尤其大风天气就会有大量杂物和落叶，专项负责的保洁员就会自觉地提前

上岗，对水池进行清洗，确保有人员进出前清理结束。 

比赛还在进行，我们将继续以高标准的要求确保赛事期间的卫生整洁，

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体现我司的专业素质，安全、顺利的完成此次活动

的保洁任务。 

 

 



 

 

 

 

                    （新体中心  赵曼） 

 

 

 

 

 

 



 

2018 年度电梯演练 

为确保无锡东站项目电梯设备和电梯使用

人员的安全，强化电梯突发事故的应急救援工

作，提高电梯突发事故应急处置救援水平，检验

相关部门、人员应对电梯突发事故处置、救援能

力，锻炼电梯突发事故应急救援队伍，根据国务

院《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家质检总局《电

梯使用管理与维修保养规则》有关规定，我司协

同维保单位（无锡隆昌楼宇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与 7 月 5日进行了电梯应急救援演练，并邀请了

城管局物管办领导及特种设备安全监督单位领导莅临现场指导。 

     此次演练从乘客“被困”电梯——通过电梯对讲向

物业监控室“求救”——接到报警电话，启动应急预案

——派出保安和电梯安全管理人员前往故障电梯口对

“被困”旅客心理疏导——电梯维保人员迅速带着检修

设备赶到电梯“故障”现场，勘查情况，实施“援救”

方案——旅客被成功“救出”，共计 10 分钟。通过此次演练，我司工作人

员明确了各自职责，提高了电梯突发故障应急救援的反应能力，针对 2017

年演练存在的问题我司也从中不断的去完善，使得本次演练更加顺利。 

演练虽已结束，但安全工作无终点。我司将认真总结不足之处并加以

改善，从而进一步增强各部门对电梯突发故障的应急指挥、操作以及救援

水平，强化安全乘梯常识，为东站旅客提供更安全更完美的服务。 

                                           （高铁  高君） 



 

消防实战演习 

六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为了强化项目全体

人员消防安全教育，提高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检验应急预案。梁溪河项目组围绕“生命至上，

安全发展”这个主题于六月底组织了一场消防实

战演习。本次演习由项目组牵头，梁溪河、房开、

古运河、太湖广场项目参加，并得到了无锡市梁

溪河整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公司领导的高度

重视和大力支持。 

为了让每个员工都能提高防火知识，掌握消

防技能，消防演习总指挥汤志辉在演习前，进行

了消防知识培训，就如何使用消防器材进行了演

示。通过培训讲解，队员们都掌握了要领，随后

队员们分成几组，进行实战训练，每组都完成得

很出色，他们在极短的时间里迅速将火势扑灭。     

本次演练活动，不仅让大家学到了消防知识，

掌握了灭火的方法，还进一步增强了大家的安全

意识，提升了抵御火灾、应对突发事件和自防自救的能力。 

           （梁溪河  周莉杰 ） 

 

 

 

 



 

齐心协力排险情 

7 月 11 日下午 17：30 左右，恒隆 B3 停车场给排水机房消防水管突然

爆裂，引发了大量跑水。项目经理朱建伟在回家途中接到险情通知后立即

启动了应急预案，并在赶往现场途中一路电话指导管理人员调配人力、物

力、机械设备等进行应急抢险。 

由于消防水管压力大、水流迅急，B3、B4 车库一区地段瞬间全部布满

积水，严重影响了车辆通行，并随时可能对恒隆地库的设施设备等财产造

成损失。值此紧急时刻，所有员工在朱经理的指挥下，有条不紊的展开了

抢险工作，抽离积水。同时，立即架设摆置安全设施及警示标志，防止车

辆及人员受到伤害。经过全体员工近 4 个小时齐心协力的奋战，情况终于

得以控制，保障了顾客的出入安全，避免了给恒隆带来财产的损失。 

在这次抢险中，从领导到一线员工，所有人员争时间、抢速度，尽职

尽责，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将永基的物业服务队伍敢于面对困难、解决

困难、甘于奉献的优秀品质体现得淋漓尽致。甲方领导在此次抢险中肯定

了我们永基团队的应急处置能力及敬业精神。我们为自己感到自豪！ 

 

（恒隆  薛漪峰） 

 



 

空调机组的日常维护保养 

 

为了给无锡博物院工作人员和参观市民创造一个舒适的工作和参观环

境，永基物业博物院项目工程部工作人员对空调机组进行着日复一日的维

护，巡视和保养。 

每天，工程师傅们都要仔细认真的检查空调机组的运行情况，打扫机

房地面，擦拭机组、电气箱（柜）和仪表表面，定期对空调系统送回风管

和新风管表面吸尘。近期连续高温，空调机组运行负荷较大，工程师傅们

更是时刻都不敢放松，加大了巡视频次和力度，确保机组的正常运行。 

夏季高温环境下，市民走进博物院参观，一进大厅就会感受到一股清

凉，这与师傅们的辛勤付出是分不开的。 

 

 

（博物院  陈小楼） 

 

 



 

游泳馆的七月 

随着七月的到来，游泳馆进入了一年最繁忙的时候。 

早泳从凌晨 5 点就开始了，我们的保洁在前一天的半夜 12 点前已打扫

好了更衣室，清理干净了浴室，洗刷干净了泳池周边地面。让游泳馆已干

净整洁的面貌迎接第一批最早的泳客。 

游泳馆从白天到晚上一直处在一个爆满的状态，泳池里的人多的就像

下饺子。人多了，清洁卫生工作频率也随之增加，劳动强度一下增加了好

几倍。游泳池里是清凉世界，岸上却又闷又热，气都喘不上，就在这样的

环境里，大家不厌其烦一遍遍的清理打扫自己的工作区域，从上班到下班

身上的衣服一直是湿漉漉的。 

游泳培训 7 月 1日正式开始，从早上 8:30 持续到晚上 9:00。项目为此

增派了 6 名暑期保安来配合完成暑期游泳馆的安保工作。来参加游泳培训

的都是低年级的小学生，学员出口处，有等待的家长，也有刚刚培训结束

的孩子，虽然人头攒动很是热闹，但却井然有序，安排到位。保安把一个

一个的孩子交到家长手中，没有家长来接的都会被安排在等候区的座位上

等待家长前来。保安们早上 8 点到岗，晚上 10 点下班，时间很长，游泳馆

又闷又热，体能消耗大，保安们很辛苦，但还是坚守岗位，尽职尽责的维

持好现场秩序，保障小学员们的安全。 

七月的游泳馆热闹非凡，大家用勤劳的汗水换来了游泳馆的干净卫生，

井然有序，游泳馆的员工是新体一线岗位上所有员工的一个缩影，用实际

行动为永基争光，炎炎夏日大家辛苦了！ 



 

 

在游泳馆的保安指挥下，小学员们井然有序的离开 

 

夜深人静，每天闭馆后保洁们还在认真打扫卫生 

 

 

（新体中心  张于菁） 

 

 

 

 

 



 

2018 年《永基物业》第 7 期用稿情况 

 

部 门 投稿数 用稿数 

恒  隆 1 1 

高  铁 2 2 

博物院 1 1 

体育中心 2 2 

品质部 1 1 

工会 2 2 

合  计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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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