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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办实事、创新篇、共抗疫 

记历思联行党支部与罗湖医院第一综合党支部、罗湖社区党委“学党史，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为群众做好事实事，创平安罗湖。

 

根据深圳近期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结合罗湖区疫情防控工作实际，为坚决有效阻断疫情

传播，保障广大市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减少因人员聚集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疫情防

控，人人有责，危险当前，挺身而出！ 

 

深圳历思联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历思联行党支部秉承党建引领“学党史、办实事、创

新篇、共抗疫”原则，为保障辖区核酸检测工作有序进行、全力配合医护人员。历思联行坚

持党建引领、同心抗疫、创平安罗湖，并组织开展“民企同心抗疫撑罗湖”行动，义务为罗

湖区春风文体公园核酸检查点安装电源及快速搭建防疫检测点贡献企业力量，同时在历思联

行党支部书记：任家齐同志和公司领导的共同带领下发动党支部和公司及佳宁娜广场管理处 

何君总携手为核酸检测一线提供爱心物资保障，全力支援罗湖区疫情防控工作。与罗湖区人 

民医院综合一党支部书记谢乐静同志、罗湖社区党委姜德荣书记、袁伟基副书记及罗湖社区

工作站义务志愿者们共同战斗在抗疫一线。 

罗湖区人民医院综合一支部党支部谢乐静书记及全体党员及医护工作者们用实际行动诠

释医者使命！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自 6月份以来，深圳疫情出现境外输入性案

例，深圳市政府通报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最新情况及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启动核酸全员检测的战

略部署。始终坚守在抗击新冠肺炎一线的罗湖区人民医院综合一支部党委积极响应，快速行

动，院领导班子紧急动员部署，通知全体员工清晨到岗，快速组建核酸检测队伍整装待发为

罗湖区居民进行义务核酸检测。 

 

罗湖区人民医院综合一支部党支部谢乐静书记及许多医护人员和罗湖社区党委姜德荣书

记、袁伟基副书记及罗湖社区工作站志愿者们冒着酷暑和暴雨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最近

深圳天气异常炎热，每名核酸检测人员都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每天汗流浃背，但他们依然毫无

怨言，毫不退缩，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防控疫情，人人有责，听从指挥，服从安排。罗湖医院，加油！罗湖社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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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媒发声：点赞“物业+养老”模式，破局养老难题 

物业的介入，让社区养老很多难题迎刃而解。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 60岁及以上老龄化人口已达 2.64亿。据国家卫生健康

委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90%左右的老年人居家养老。那么，在家怎么养老？为什么说

物业的介入，让社区养老的很多难题迎刃而解。 

 

PART.01  老旧小区改造  如何更多考虑老年人需求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了第三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介绍

了一大批各地老旧小区改造的好经验。据了解，目前各地老旧小区改造过程，都不同程度加

大了加装电梯、增加无障碍设施等适老化改造的内容。 

从目前各地实施情况看，老旧小区改造大致上分为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三大板块，

除了涵盖了住房内部水、电、气、网，以及小区绿化、照明、消防等硬件设施改造之外，更

重要的还不同程度增加了适老、托幼、社区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内容。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3万个，前 5个月，新开工改造城镇

老旧小区已达 2.29万个，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42.4%。 

PART.02  “物业+养老”模式  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老年人日益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近两年，住建部等部

门除了鼓励各地开展老旧小区改造，还不断推行“物业+养老”模式。 

再过几天，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北社区，新装的两部电梯就要投入使用了，这两部电梯由 

政府投资建设，居民不用集资，上下楼梯可以选择单次付费，也可以选择包月使用，让这两

个单元的老人们感到分外高兴。 

劲松北社区始建于上世纪 70年代末，如今居民中近 40%是 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而加装

的电梯，其实只是这个老小区的物业做的一件事。从去年开始，社区借助老旧小区改造，从

社会上引入了物业公司，开始试点“物业+养老”的新模式。头一件事，就是给有需要的老

年人家里安装各种紧急呼叫器、安全扶手等适老化设备。 

不仅如此，入住的物业服务企业，还为小区所有老人梳理了一张为老服务清单，包括老

年餐、理发、电器清洗、保洁、助浴等，可以基本保障老人的日常生活所需。只要老人们有

需求，可随时联系自己的物业联系人，由其负责对接第三方机构，由此实现第一时间就近服

务响应。 

借助老旧小区改造的契机，劲松北社区新引入的物业除了加大对老年居民的服务力度之

外，还在改善小区环境时，将一些老旧场地改造成为便民设施和老年人活动空间。在小区活

动室，定期会举行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班和各类兴趣班，大大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PART.03  “物业+养老”内容延伸  打造“一站式”养老服务 

此外，各地在推行“物业+养老”模式过程中，服务内容逐渐向纵深延伸，社区养老餐

厅、社区养老医院、日间照料中心不断涌现。 

据了解，郑州绿都社区现有一万多人，老年人占了 1/3，之前社区也有老年日间照料中

心，但因为场地小、人手不足，远不能满足老人的生活需求。从今年 3月份开始，社区尝试

让物业从过去简单地提供安保、保洁等服务向社区养老延伸，建立专门的养老服务站。 

物业人员日常服务业主，与老人接触频繁，相对更容易准确掌握各户老人的需求。老人

日常医疗、保健等服务都很强调时效，物业 24小时驻扎在小区，能快速解决老人的紧急求

助。与传统机构养老相比，这种模式更容易被老人接受，既不离家，也减少了很多子女的后

顾之忧。 

除了对老旧小区进行适老化改造，这两年，我国还在 200多个地区进行了居家和社区养

老的改革试点，一些地方为此特别建设了养老综合服务体，提供“一站式”养老服务。 

按照计划，“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大力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让所有老年人能够享

有“身边、床边、周边”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多样化水平。 

转自：央视网、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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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学急救 急救为人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意外伤害成了一个日趋加重的社会问题。很多

人在遇到此类情况时，虽有给予他人帮助的心，却因不懂急救知识，从而失去了抢救的最佳

时机。 

因此，为了提高员工急救意识与能力，有效应对生活或工作中遇到的突发情况，公司组

织了本次急救知识培训，特邀红十字会专业技能老师为我司员工进行急救意识与能力培训讲

解。 

理论教学 

2021年 7月 3日上午九时，培训正式开始。首先红会老师以幻灯片讲解、科普视频观

看、现场操作演示、交流互动等方式开始，然后围绕心肺复苏术（CPR）与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的基础知识、操作要点和步骤整个流程及注意事项做详细地讲解。  

 

实际操作 

参加集训的员工们使用假人模型模拟突发状况，进行实际急救操作，红会的老师针对同 

学们的操作进行点评与指导，实际操作结束后，红会的老师对集训的员工们进行分组考核。 

 

此外，红会的老师们还教授了创伤止血与包扎方法。包扎考验的是救护者的耐心与动手

能力，不同的部位也需要不同的包扎技巧，在整个包扎知识的传授和练习的过程中，整个现

场充满了欢声笑语，在轻松的环境下，员工们学到了创伤止血与包扎的基本方法。 

 

本次培训由于报名人数众多，公司特安排分两批进行（7月 3日、7月 4日），培训过

程中老师精彩的讲解、耐心的指导，都给员工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此次培训员工们都

学到了许多专业的现场急救知识，掌握了自救互救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不仅可以保护自已与

家人，同时也可以救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行政人事部  刘结群 

员工天地  Staff Corner 



 

建党百年辉煌路 

启航时代新征程 —— 

历思联行佳宁娜党支部举行庆祝建党 100周年党支部会议！ 

 

一百年风雨兼程，一世纪沧桑巨变，回顾百年辉煌党史，历思联行党支部为迎接百年华

诞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迈向新的起点！“有国才有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深圳历思联行党支部唱响共祝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最强

音。2021年 6月 30日下午 2点，历思联行佳宁娜党支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

党支部会议。历思联行佳宁娜党支部任家齐书记、杨军副书记以及其他党员、发展对象、入

党积极分子参加了本次庆祝表彰会议。历思联行佳宁娜党支部杨军副书记负责主持本次会

议。活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豪迈的歌声表达了与会者对党无比热爱的真挚情感，

抒发了对党的生日无限祝福，更表现了历思联行佳宁娜党支部广大党员干部“感党恩、保本

色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心。 

一、本次会议第一项，学习习近平“七一勋章”颁发讲话精神。 

在任家齐书记的带领下，全体人员学习了习近平“七一勋章”颁发讲话精神。 

二、会议第二项，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全体党员在领誓人任家齐书记的带领下，佩戴党徽，面向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激昂的誓言在会场内久久回荡。 

 

三、会议第三项，党支部书记和每位党员发表：中国共产党个人感言。 

全体党员在任家齐书记的带领下，每个人都发表了个人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员的

认识和了解。 

四、会议第四项，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最后，全场起立，大家手举党旗、国旗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用红歌分

享开心快乐，共同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会议结束后，广大党员纷纷表示，这是一场富有积极意义的为党的百年生日庆生和“七

一”表彰活动。下一步，我们要在党领导下，以破冰解围服务人民，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的精神，以一往无前的姿态，在深圳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历思联行佳宁娜党支部作为、贡献的

力量。 

业务发展部 帅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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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过暑假，暑期防溺水工作刻不容缓！ 

暑期安全 

随着高考、中考、各种期末考试的结束，暑假正式来临。天气日渐炎热，汛期即将来

临，学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为让孩子们掌握正确的溺水急救知识，度过一个愉快安全的

假期，7月 16日芜湖市鸠江区仁和社区联合深圳历思联行芜湖分公司金浩仁和天地物业管

理处共同对辖区内学龄儿童进行暑期防溺水宣传救护知识培训。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通过横幅、宣传单页对学生及家长进行防溺水安全知识宣传，

提高家长和学生的安全意识，同时金浩仁和天地泳池安全员现场讲解在游泳过程中遇到溺水

事故时，现场急救和心肺复苏的一些技巧和经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就心肺复苏的理论知识

及其正确操作方法作了详细讲解，讲解过程中小朋友们积极参与，安全员在实操演练中对小

朋友进行手把手教导。 

 

让学生了解夏季预防溺水、出现溺水如何正确施救的注意事项等内容，做到不私自下水

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

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享受一个愉快

安全的假期。 

资产及物业管理一部金浩仁和天地  靳龙 

暴雨自救指南 

7月 17日以来，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20日 8时至 17时，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仍在

持续。持续强降雨已造成河南多地道路、地铁等公共设施被淹，人员被困。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收好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关键时刻能救命！ 

个人户外和城乡公共区域的自救 

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应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洪涝灾害。在判断出现洪涝灾

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 

寻找稳固的高地 

1、 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的 2楼以上区域（高于水面）。 

2、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 

   

 避免进入危险区域 

1、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堤防或者漫过堤防。 

2、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 

3、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 

4、不要进入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 

5、不要进入地下人防工程。 

6、不要进入地下商街。 

7、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 

8、远离山坡，雨太大可能会造成次生灾害，如泥石流等。 

9、不要站在树下和树旁，不要靠近广告牌。 

项目掠影  Project demeanor 学习园地  Study Corner 



 

10、不要站在下坡道上，以及汽车后面，水冲下来，连车带水撞到，会很危险。 

11、不要穿拖鞋凉鞋，更不要光脚，涉水很容易受伤滑倒。 

  

暴雨天气不要使用交通设施 

1、不要开车到处跑，暴雨之下，地面情况完全被掩盖，无法准确判断积水情况，一旦

滑入低地，十分危险。 

2、尽快离开公共交通设施。暴雨之下，公共交通设施也存在危险，无论是公交车、地

铁、出租车，乃至高铁等都可能中断，在地下停运的地铁、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非常危

险，离开交通工具，找到安全位置。 

3、如果离开交通工具，最好保持集体行动。全车人一起撤离，最好彼此手拉手，确保

无人掉队。 

4、在暴雨下，积极寻找安全位置的时候，不要急着去打电话、发朋友圈、自拍、玩手

机等，雨水可能会损坏手机、太早消耗掉存电，后果可能很严重。 

5、找到高地，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再去使用电话和外界联系。 

远离电力设施 

1、避险过程中一定要远离电力设施，远离高压线、高压电塔、变电器，远离有供电危

险标志的一切物品。 

2、远离电线和绳索状的物品。 

3、远离电闸、配电箱。 

4、在无法确保身体和手干燥的情况下，不要碰触插座、开关等带电设备。 

5、避免站到露天的高处，避免雷击。 

个人通讯 

1、在户外遇险，要确保手机能支持到救援人员抵达、确保自己在得到安全后还有能力

和亲友联系，因此节约用电！ 

2、在离开交通工具的时候，可以给亲友发个消息，无论微信还是朋友圈，标记自己的

位置、车辆的位置、自己撤离的计划，然后和大家一起撤离。 

3、到达安全位置后，再发一条信息，标记自己当前的位置和身边人员的情况，告知大

家自己暂时安全，并为了节省电力会减少和外界联系。 

4、如果周围水情已经导致自己无法离开，可以立刻向警方汇报自己所处位置、有多少

人、周围水情、紧急通讯方式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5、如果周围环境支持你给手机充电，或者你手中有富余的充电宝等，可以立即充电，

但是减少使用手机。 

6、在可能的情况下，确认亲友的安全，并向亲友提供必要的指导，要求亲友节约用

电。 

7、当获得亲友达到安全位置后，约定每隔 2-4小时或者更久通讯一次的低频度联系方

案，以降低彼此的通讯消耗。 

8、灾情之下，周边电力、信号都有可能中断，也有可能出现全民集中通讯导致信号拥

堵，遇到这类情况不要慌乱，设法和公安部门取得联系，告知你的困难，等待政府救助。 

9、如果有收音机，可以使用收音机收听政府发布的消息。 

社区自救和居家自救 

1、在灾难来临时，居委会就是最基层的离你最近的政府。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 



 

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2、低楼层的人员应立即做好转移的准备。如果水没有漫进单元，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做人员转移的准备，整理需要携带转移的物资。 

  

3、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如果可能，申请借住到高楼层的邻居家中。如果不

便，可以暂时在高楼层过道、楼梯上进行安顿。 

4、有需要使用呼吸机、氧气瓶的人，需及时将维生设备搬迁出来，申请接入邻居家的

电路上，确保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能够维持生存。及时给备用的氧气袋充气，确保在断电后

还能够获得紧急的氧气供应。 

5、提前备好老人、儿童和病弱人士使用的必要用品。 

6、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家中进水导致设备短路和电线短路，造成电火灾。 

7、拔掉家用电器的电源线。 

8、关闭各级燃气开关，避免燃气泄漏。 

9、随身携带手机、充电线、充电宝，确保有通讯能力。 

10、如果有无线电爱好者，有对讲机和小型电台，请携带好，并告知社区人员，这些可

能成为特别重要的救援通讯设备。 

11、家中如果有便携式收音机和电池，也请带上。不仅可以确保自己能够获知外界的信

息，也能帮助邻里乃至社区。 

12、关闭门窗，尽量避免进水。 

13、可以随身携带一些备用的食物，如饼干、方便面等。 

14、如果家中有游泳圈、充气艇、充气床等物品，可带在身边。 

15、可随身携带水果刀、剪刀、创口贴、外用消毒药物、抗生素，以及家人日常使用的 

药物等。 

16、携带打火机。 

17、如果有救助用的绳索之类的，也一并带好。 

18、在社区的组织下，可以组织起一个善于使用工具的团队，制作一些加固或者防水设

施。 

企事业单位自救 

1、在暴雨和洪水来临的时候，不必要求全员在岗，而应该及时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位

置，积极应对下一阶段的事态。 

2、企事业单位如确保安全，应积极启用自己手中的救援物资。做好救援物资的管理和

分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对临近地区的人员提供必要的支援。 

3、企事业单位如有确定安全的场地（如地势较高的广场、可容纳较多人员的房屋

等），可积极做好开放接纳避险人员的准备。 

4、企事业单位可以组织自身的安保团队，负责自己物业和辖区范围内的秩序管理，并

设法和当地公安部门取得联系，将现场情况及时上报公安部门，获得相关的指导。 

5、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企事业单位应该设法打通自己周边的通道，使用自己的通讯

设施、信息发布设施和户外设施，对外发布信息，告知自身安全情况、人员情况、可提供场

地情况、可提供物资情况。 

6、在可能的情况下，设法保证提前储备好水、粮食、食物、卫生用品等。除可以确保

本单位驻留人员使用外，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救助需要的人。 

公共预警和准备 

1、通过各种手段，立即发布灾害信息，包括网络、电视、广播、空袭警报、流动车

辆、企事业单位动员、社区动员等。 

2、公共预警应对暴雨的时间、强度、可能灾害情况作出预告和说明，在可能情况下，

应提供自救指导， 

3、发布紧急求救热线，并确保求救热线畅通。 

4、防汛救助组织、人员和设施就位，各级指挥系统畅通。 

   提高全民抗灾意识， 

增强综合减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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