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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届最美物业人(七)

物业管理

“管家式”
服务让业主点赞
!!
!记上海东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合生东郊别墅物业管理员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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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是衡量小区优质物业服务的重

心中有责任做事敢担当

她是一名年轻的物业人!在她从事物业服务的 !
年时间里! 她用满腔热忱和持之以恒的 "工匠#精
神!让所服务的高端别墅社区业主生活更美好更安
心$ 评选要经过专家组实地走访!一位准备到香港
出差的业主闻讯后! 特意一大早便将 "### 多字的
表扬信送到管理处!对她和她带领的团队所表现出
来的品牌国企的深厚文化底蕴及优质的规范服务
表示高度赞赏$ 她就是由浦东工委推荐的上海东湖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合生东郊别墅的物业管理
员%%
%陈洁$

陈洁自 2008年 7月进入上海
东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已有 9
个年头。在她从事物业服务的 9年
时间里，
她经过不同项目、
不同岗位
的历练，很快就从一位普通的一线
员工，迅速成长为小区优秀物业管
理员。
无论是在张江商业中心、还是
合生东郊，
认识陈洁的业主和用户，
都称她是一位“爱岗位、会做事、做
实事、
可信赖的东湖物业人”。
2016年，陈洁带领她的团队，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
集思广益，
想
方设法，为合生东郊小区的安防工
作费尽心机。她组织工程维修员工，
采取废物利用、
变废为宝的办法，
利
用刀片、
铁丝网等废弃材料，对河道
外围和围墙进行布防，并与毗邻物
业携手，建立小区夜间巡逻联动机
制，对小区夜间的安防工作实行巡
逻、补位，填补了安防的空白，提高
了小区的安防效果，使小区安防实
现了
“零事故”
。

她坚持每周用微信、
电子屏幕、
宣传画廊发布安防信息，对小区业
主进行温馨提醒，帮助业主提高安
全防范意识，
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管理员的工作琐碎而又繁杂。
她与秩序维护员、
工程维修人员、保
洁员坚持在小区巡查，确保小区安
全无死角。多位业主代表在座谈时
表示，我们无论是装修还是平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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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国庆，喜迎党的
崇
十九大召开，
日前，虹桥村在
明﹃
村多功能会议室内举行文艺
庆
区 祝 专题演出，镇党委副书记施建
昌同志、
镇党委宣传委员陈新
建 国 同志，
镇司法所、
事务办、
文广
设 庆 站、成人学校等部门领导，结
对单位、
驻区单位、村老干部
镇
代表等领导和嘉宾应邀出席
虹 喜 观看了本次演出。
桥 迎 演出开始前，村党支部
村 十 书记吴忠华同志代表村“两
发表了讲话，他向大家通
举 九 委”
报了近一两年来虹桥村各项
行 大 工作取得的成绩，重点介绍了
﹄ 实事工程的推进，包括新建老
文 年活动室、健身休闲场地等，
艺 最后他向参与本次演出的演
专 员、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向
场 全体村民表示了衷心的祝福。
演出在本村文艺队自编
演 自演的快板《热烈庆祝党的十
出 九大胜利召开》中拉开帷幕，
一个个形式多样、
精彩纷呈的
节目把现场气氛推上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有祝福伟大祖国的合唱《圆梦中国》和《红
旗飘飘》、
萨克斯独奏《今天是你的生日》、
诗朗诵《五星红旗我为你歌唱》，
有赞颂党
的丰功伟绩的健身舞《再唱山歌给党听》、
舞蹈《太阳出来喜洋洋》，
也有歌唱美好生
活的快板《歌颂新生活》、崇明山歌《建设
崇明生态岛》，二十余个节目让大家在享
受视觉和听觉盛宴的同时更感受到了心
灵的触动。
据了解，
本次演出的所有节目除了结
对单位某部队的一个节目外，
其余全有虹
桥村的各党建服务点、
各庭院学堂、文艺
团队编演。

这里居住，
感觉非常放心和安心，小
陈以身作则，带出了一支过硬的团
队。他们的服务接地气、
得人心，真
正体现了“管家式”服务的人性化。

要指标。陈洁从业主满意出发，
教育

人，把业主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

现场，
一边驱车赶到小区。故障排除
了，
业主终于松了一口气。后来，该

从每一件具体事情做起，以谦和的

业主多次送去感谢的“红包”，都被

姿态、
朴素的作风，投入到日常服务
中去，
从细微之处感动业主，
让业主

小陈婉言谢绝了。
小陈团队一对一的“管家式”服

员工，要始终把业主视作自己的亲

有获得感，不断提升业主的满意度。
一次，一期某号业主在装修时，
装修工不慎将地下室一大块落地玻
璃打碎了。业主十分着急，
第一时间
想到热心的陈洁。她立马放下手中
的工作，带着工程师傅赶到现场。在
分析了事故原因，确定了妥善的补
救方案，又联系到供应商，
在最短时
间将业主发愁的装修问题解决了。
在一个大雨如注的傍晚，一业
主家排水泵突然停止运转。这对居
住在下沉式花园的业主来说是灭顶
之灾。
如果不及时抢修，将会水漫金

管家式服务充满真情
业主报修是管理处最为关心的
大事。实现维修及时率、业主满意率
达到 100%，是小区服务的一条铁

山，后果不堪设想。而此时已过了物
业员工下班时间，正在家里吃饭的
小陈接到保修电话后，马上放下饭
碗，一边手机联系工程人员立刻到

务，
充满了温馨和真情。上门送水电
煤账单，发节假日祝福微信，
提醒消
防安全和防汛防台，为业主定购水
果、
饭菜，
提供洗衣、
租车、收取快递
等个性服务，配合居委会开设办事
绿色通道。
作为东湖物业的一名年轻骨
干，
在合生东郊管理处，陈洁正带领
她的服务团队，不忘初心，踏足前
行，用真心、用真情，在平凡的岗位
上默默耕耘，时刻把业主的事情装
在心上，摆在最高位置。在东湖物业
“业主利益第一，用户满意第一，公
司品质第一”
的质量宗旨的指引下，
陈洁以抓铁有痕、踏地有印的实际
行动，走进“上海最美物业人”的行
宗合
列。

强身健体，身心随健康而愉悦
趣味赛事，生活因文化而丰富
近日，在这个难得的阳光普照
大地的下午，以
“我运动 我健康 我

搬家、
掷飞镖、
吹乒乓球等六个运动
项目，
大家同心同乐，
在享受快乐的

吗？”
道出了群众体育
的真谛。

快乐”为主题的社区趣味运动会在
外冈镇新苑社区开赛，共吸引了
100多位市民前往参加。
开赛前，嘉定区外冈镇文体中

同时收获了健康。
参赛社区居民中，
65岁的姚琴
阿姨是外冈镇
“金生苑合唱团”
的负
责人，
她不仅能歌善舞，
还是社区活

单项赛事结束后
接踵而至的是
“花式毽球”
“
、趣味接
力”
这两项团体赛事。随着比赛的进
行，
赛场上不时有摔跤、
绊倒的情形

心特地设置了体质测试环节，帮助
选手们更准确地了解自己的身体状
况，使之在平时锻炼身体时更有据

动中的积极分子，此次同时参加了
吹乒乓球和掷飞镖两个项目还意犹
未尽，
并用一句
“这个活动让大家觉

出现，一旁观赛的市民或关切地上
前询问，
或拍腿叹息。在一片加油鼓
劲声中，居民之间的情感被逐渐拉

可依。本次运动会设有滚轮胎、
蚂蚁

得好玩，
好笑，
这不就是最大的快乐

近。

嘉定区外冈镇通过一系列乡土
十足，趣味无穷的
“农耕文化”赛事
活动，让市民在体验农耕劳作乐趣
的同时，
丰富了他们的文体生活，
进
一步推动了文化体育项目进社区，
促进了市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
提升。

祖国小花朵，童心迎国庆—金山区兴塔幼儿园庆国庆活动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国旗飘
扬。在伟大祖国 68岁华诞即将到

发光的小星星，有的像笑脸，还有
的像红心，那是宝贝们为祖国妈

受升国旗时庄严的气氛；中二班
的沈翊菲妈妈精心准备的活动是

律，幼儿园大班组举行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红歌润童心”红歌合

来之际，为让全体幼儿感受国庆
欢乐氛围，培养幼儿爱国情感，9
月 28日金山区兴塔幼儿园举行
了 "庆国庆 "系列活动。

妈献上的最真挚的祝福；小二班
宝贝们集体观看阅兵、海陆空三
军的视频，伴随着老师的详细解
说，那深情凝望的双眼，神气的敬
礼，都表达了他们对祖国的深深
热爱与敬佩；小三班的孩子们用
稚嫩的双手画出了对祖国妈妈的
“爱”；小五班的孩子们用灵巧的
小手制作国旗。

《国庆灯笼高高挂》，带领幼儿通
过剪、粘、折等方式完成作品；中
三班的杨梓翌妈妈用心准备的活
动是《五星红旗飘起来》，孩子们
和妈妈老师一起制作鲜艳的五星
红旗；中四班的贺弘俊妈妈带来
的活动是《节日礼花》，
让孩子们用
各色颜料和棉签棒的形式绘画烟
花，尽情地涂抹挥洒，用稚嫩的画
笔绘出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憧憬和
追求；中五班的易志豪妈妈《给祖
国妈妈寿桃过生日》，妈妈和孩子
们一起制作寿桃，作品一人一面，
所有的幼儿把自己的情感、意识融
进了寿桃中，让孩子在制作中感受
做
“寿桃”
的快乐。

唱。孩子们用稚嫩的童音唱出了
自己对祖国妈妈的热爱和真挚的
祝福。大一班《歌唱祖国》挚热真
诚、大二班《祖国祖国多美丽》心
怀大家、大三班 《我爱北京天安
门》朝气蓬勃、大四班《大中国》团
结奋进、大五班 《祖国祖国我爱
你》 激励斗志。他们时而伸展臂
膀，时而舞动小红旗，时而变换队
形，响亮、清澈的歌声交织成扣人
心弦的音乐篇章，把一个个斗志
昂扬的小小中国人形象树立得神
采熠熠！欢乐的庆典在武术操《中
国功夫》拉上了圆满的帷幕。
通过本次庆国庆活动，进一
步激发孩子们的爱国之情，了解
祖国，热爱祖国，为自己是一个中
国人而感到骄傲。

小班组

窗外细雨绵绵，教室里欢声
笑语，兴塔幼儿园小班的宝宝们
一起庆祝祖国妈妈的 68岁生日！
小一班宝贝们画笔下那绚烂
多姿的烟花，有的像一颗颗闪闪

中班组

十月的国庆，十分的欢颜，兴
塔幼儿园中班组用家长助教的形
式喜迎国庆。
中一班的邵若涵妈妈精心准
备了课件，
通过认识国旗、国徽，幼
儿初步了解了国旗、国徽的特点和
意义，
懂得要爱护国旗、
国徽。通过
观看天安门升旗仪式，让孩子们感

大班组

为了进一步弘扬爱国主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