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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25日袁 盼望已久的集团中
心试验室混凝土实验中心终于建成了遥上午 9
点袁现场举行了简单而有意义的揭牌仪式袁集
团常务副总裁傅融尧副总裁邵建根尧总裁助理
梅德稳尧 中心试验室副总工程师高广天等领
导参加揭牌仪式遥

集团中心试验室混凝土实验中心主要通

过抽查监测袁以数据为依据袁对各砼公司的混
凝土质量进行监督把关和技术指导袁 并将着
力于新材料尧新技术的开发遥 同时袁该试验中
心布局合理袁 分别设置了成型室尧 化学分析
室尧水泥压力室和标养室等多种功能区域袁并
配备了先进的硬件设备遥 据了解袁该试验中心
是金华预拌混凝土行业里设备仪器最齐全的

实验室遥
该实验中心的成立袁一方面对混凝土原材

料的性能尧混凝土配合比的设计等提供技术支
持袁为混凝土产品质量管理起到关键作用曰另
一方面袁 试验中心也是集团公司新型建材的
研发基地袁 是集团公司从传统型制造向环保
型尧智能型制造转型升级的助推器遥

读经典悟管理

富贵与贫贱
子曰院野富与贵袁是人之所欲也曰不以其道

得之袁不处也遥贫与贱袁是人之所恶也袁不以其
道得之袁不去也遥君子去仁袁恶乎成名钥君子无
终食之间违仁袁造次必于是袁颠沛必于是遥 冶
要要要叶论语窑里仁第四曳

揖译铱孔子说袁富有与尊贵是每一个人都
想要的袁如果不依正当的途径加于君子身上袁
他是不会接受的遥 贫穷与卑微是每一个人都
讨厌的袁如果不依正当的途径加于君子身上袁
他是不会逃避的遥 君子如果离开了人生正途
凭什么成就他的名声钥 君子不会有片刻的时
间脱离人生的正途袁在匆忙尧急迫的时候袁坚
持如此袁在危险尧困顿的时候袁也坚持如此遥

富贵跟贫贱这两者对人来说都有某种诱
惑袁如果给我富贵的话袁我就很容易因为有富
贵而忘记了根本曰反之当你贫贱的时候袁外面
没有任何依靠袁你反而比较容易收敛自己袁回
归内心去思考清楚袁人生应该何去何从遥孔子
这段话说出了一般人的心声袁 富与贵是人之
所欲也袁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袁但是对这两种
态度不同正好显出儒家思想的最主要的特
色遥

热烈庆祝集团混凝土实验中心成立

本报讯 11月 19日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尧党政办主任
王燕伟渊下图左二冤莅临金厦银湖城开展视察指导工作袁集团常务副总
裁傅融尧集团房产事业部总经理盛小军带领达丰置业相关人员进行工
作接待遥
视察工作过程中袁盛总为王主任详细介绍了金厦银湖城渊北区冤的

楼盘销售情况袁 并汇报了金厦银湖城的建设进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遥
王主任首先对银湖城的开发建设工作给予了肯定袁表示会积极帮助企
业协调解决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袁 并现场联系相关单位进行沟通协调遥
傅总对王主任的关心和帮助表达了感谢袁并表示金厦银湖城在开发建
设过程中袁会不断提升质量和品质袁从而为金华的城市建设贡献一份
力量遥 渊达丰置业 阮云松冤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领导莅临银湖城

视察指导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员
工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袁 掌握
专业技能尧 安全生产尧 疫情防
控尧 行为规范等知识袁10月 30
日袁 集团人资部联合金职院开
展为期三天的技能提升培训活
动袁 培训主要采取课堂讲授与
操作应用的方式进行袁 主要从
防疫与急救知识尧 办公软件应
用尧岗位操作流程标准尧突发事
件处理多个方面展开遥

学习急救知识袁 给生命更
多的机会遥 红十字会胡老师以
理论讲授尧现场演示尧实践操作
等方式进行授课袁 以近年来发
生在身边的鲜活事例袁 通过播
放幻灯片和视频尧展示实物尧现
场演示等形式袁 向受训人员强
调了应急救护野黄金四分钟冶的
重要性遥 随后袁培训讲师逐一讲
解胸外按压尧打开气道尧人工呼
吸等急救理论与施救技巧袁并
且当场用假人进行心肺复苏模
拟演示遥 学员们也积极上台体
验学习袁 以便更好地掌握应急
救护知识袁 希望能在突发情况
下及时尧科学尧有效地开展自救
互救袁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遥

培训过程中袁 金职院计算
机专任教师陈兴威就如何从多
个表格中统计出正确信息尧掌
握多种方式下拉序号尧 各种图
表的制作与运用尧WORD 排版
制作工作证和三角牌等多方面
让学员感受到 EXCEL 的各项
强大功能遥 理论知识培训结束
后袁陈老师让学员们各自练习袁针对遇到的问
题袁也给予一对一的指导和解决遥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袁让学员们真正感受到学以致用尧用之
所学袁能够将学到的各种知识运用于工作中遥
短暂的培训袁 是我们每个学员的 野加油

站冶袁 提升学员办公软件运用上的高效性与
可使用性袁 在今后的工作中必将产生积极的
影响遥 渊金厦物业 黄茜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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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14日袁衢州砼公司迎来近几年内单项目尧
单次供砼体量最大的混凝土供应任务要要要由中建五局承建
的衢州衢江区南孔文化产业创新园一期项目 2000方混凝土
底板浇筑遥
为确保此次供砼任务的圆满完成袁 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尧

精密布局袁提前组织相关部门召开协调会袁研究制定相应的
应急方案袁从而最大程度上克服设备少尧车辆远距离绕行过
磅尧施工现场道路路况不佳等多重困难因素遥 最终通过各部
门尧各岗位人员的紧密配合袁在全体员工的齐心协作之下袁衢
州砼公司利用 2台泵车在不到 14个小时之内袁 顺利完成了
共 2100方混凝土的供砼任务遥
此次供砼任务不但顺利且用时极短袁得到了客户的高度

认可和赞扬袁 从而进一步宣传了金厦优质高效的服务品质遥
同时袁 对衢州砼公司和员工都是一次极大的信心和鼓舞袁为
今后迎接更大的生产任务提升了信心遥

渊衢州砼公司 李斌云冤

2台泵车，14个小时，
2100方混凝土！

本报讯 11月份袁 江晨砼公司总产方量突破 7万方袁再
次刷新江晨砼建站投产以来最高月产能的历史纪录袁也为江
晨砼奋战 2020年野最后 100天冶写下光辉的一笔遥
小突破尧大贡献遥江晨砼公司能够不断地进步尧不断地取

得优异的成绩袁这离不开公司全体员工的一致努力袁更离不
开总经理尧副总经理尧生产部等各部门相关人员 24小时处于
待机状态尧不分昼夜地辛苦付出遥 他们不定时召开协调沟通
会议袁确认原材料的供应情况尧生产车辆的运行情况尧场地的
安全卫生情况等相关工作袁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能够在第一
时间解决和处理生产过程中的各项突发性状况袁确保生产任
务的顺利进行袁确保江晨砼在高强高压下也能保质保量地完
成生产任务遥 渊江晨砼公司 方施雯冤

凝心聚力 冲刺年关
江晨砼产量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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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14日袁 金华市婺城区
物业协会组织举办叶民法典曳冶学习和物业
管理知识培训的专题会议袁建设部全国城
建培训中心王成教授尧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李钊教授尧 唐晓林教授进行现场授课袁金
厦物业项目经理和各部门主管参与培训遥
培训会上袁各位讲师重点提到了 2021

年 1月 1日叶民法典曳出台袁将给物业行业
带来的影响遥 作为新中国的首部 叶民法
典曳袁叶民法典曳 重点明确了物业管理相关
各方主体的权责问题袁物业服务相关合同
的各项规定袁 强调了物业服务相关侵权袁
损害及赔偿问题遥 李钊教授尧唐晓林教授
围绕叶民法典曳新规定在物业管理工作中
的关键性问题袁通过具体事例袁新旧条款
对比的方式袁对其中变化尧细化和新增部
分逐一进行了详细讲解袁并就物业服务在
之后的工作中需要注意的法律问题做了
指导袁帮助物业服务企业有效预防物业管
理法律纠纷袁让物业服务企业在今后能更
好地开展工作遥
培训老师通俗易懂地讲解袁让参会人

员深刻了解叶民法典曳对物业服务带来的
影响及变化袁 大家在课堂中也积极提问袁
互相探讨遥 对于物业服务人员而言袁提升
法律素养和规范化尧 法治化服务水平袁才
是推动物业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基
石遥 渊金厦物业 唐梅冤

本报讯 11月 23日下午袁广西砼
公司成立了由副总经理包括为组长袁营
销部尧生产部尧试验室等部门联合组成
的客户回访小组袁对宜州区碧桂园三期
项目进行了回访袁 以了解客户需求袁为
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遥

在客户回访之前袁公司制定了客户
回访制度袁提出回访计划和提纲袁建立良
好的沟通与协调关系袁 希望能够真正地
把蓝天砼公司的品牌效应延伸出去遥 回
访中袁 包总首先对建筑工程公司的认可
表示了感谢袁同时提出了合规性的建议
及意见曰 建筑工程公司唐经理对于蓝天
砼公司合同履约能力尧服务态度尧供砼及
时性尧 砼质量控制以及技术指导交底等
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遥另外袁唐经理提
出要加强生产过程控制尧浇筑过程控制袁
并给施工方提供专业的后期养护措施
方案袁 确保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双优袁
保持双方沟通与协作的畅通无阻袁构建
起相互之间合作共赢的良好关系遥

通过回访中的沟通交流袁既了解客
户的真实需求袁 又得到了客户的信任袁
提升了客户的满意度和品牌影响力遥接
下来袁 蓝天砼公司会加大质量跟踪力

度袁定期对客户进行回访袁坚定不移地
以品牌建设为依托袁 以质量服务为依
靠袁为公司的长久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遥

渊广西砼公司 龙黄鑫冤

本报讯 近日袁永康市创建文明城
市验收袁永康砼公司停产四天遥 为增进
团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袁营造健康向上

的文化氛围袁提高
职工身体素质袁11
月 25日袁 永康砼
公司开展了为期
一天的勇攀高峰
爬山活动袁以让大
家在繁忙的工作
中袁 放松身心袁以
更好地状态冲刺
年终大关遥

活动当天早
上袁在公司总经理
吴丽香的带领下袁
全体员工向着永
康小长城山顶进

发遥 一路上袁大家带着兴奋而轻松的心
情袁享受着山间秀丽的美景袁呼吸着大
自然最新鲜的空气袁从长城山脚下到山

顶袁整个爬山过程温馨而愉快袁大家相
互帮助袁相互鼓励袁充分发扬了团队拼
搏尧不畏艰险的优良作风遥爬山过程中袁
总经理吴丽香更是以身作则袁带领大家
奋勇攀登尧不言放弃遥有的老职工说袁登
山不仅锻炼身体袁还给攀登者带来了乐
趣袁愉悦了身心袁又看到了大自然的美
丽风景袁心情真的是特别舒畅遥 而在欢
声笑语中袁工作中的紧张和压力也得到
了尽情地释放遥

通过这次的爬山活动袁团队之间的
感情更近了一步袁也让职工们锻炼了身
体袁 也反映出永康砼员工之间相互协
助尧共同努力的和谐氛围遥 相信此次轻
松愉悦的团队活动袁能让员工们以更好
的心态和身体袁迎接接下来的年末冲刺
任务袁以更好地完成年初既定的目标任
务遥 渊永康砼公司 金加德冤

广西砼公司积极开展客户回访工作

永康砼公司开展勇攀高峰团队活动

本报讯 11月 22日早上 6点袁溪
西帝景小区正式实行生活垃圾分类野两
定四分冶模式袁早上 6:00-9:00袁晚上 5:
00-8:00袁定时定点投放生活垃圾袁在东
门岗和西门消防通道附近设置集中投
放点袁方便居民投放垃圾的同时也利于
及时清运遥

溪西帝景小区作为兰溪市丹溪社
区的模范小区袁物业的保洁部尧客服部

等物业人员每天都会组织工作人员大
力配合居委会分组行动袁到各家各户上
门宣传普及垃圾分类知识遥通过各楼道
出入口宣传栏尧业主微信群尧群发短信
等载体袁提高居民们对垃圾分类意义的
认识及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遥

对于物业小区而言袁垃圾强制分类
时代的到来袁将会是不小的挑战袁但同
时也会是一个机遇遥 做好垃圾分类工

作袁既能促进小区和谐尧改善小区环境袁
也能有效提升物业服务品质和物业形
象袁满足业主对于绿色舒适的生活方式
与小区环境的要求遥溪西帝景将多年沉
淀的服务品质赋予更便捷尧 更周到尧更
有效的解决方案袁与时俱进袁让更多业
主体验到物业服务之美好遥

渊金厦物业 马岚冤

做好生活垃圾分类 提升物业服务品质

增
强
物
业
行
业
法
规
知
识

提
升
物
业
服
务
品
质

本报讯 为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及主动性袁完善企业激
励机制袁 11月 9日袁 广西砼公司召开公司周经营管理分析会
议袁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各部门负责人对上周工作进行了具体回顾袁同时规
划下周重点工作遥 汇报内容包括营销部账款回收情况及方量
汇报袁生产部各岗位工作及车队运行情况袁财务部总结公司运
营和财务现状及成本消耗情况等袁各部门也对总结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提出建议与意见袁并给出解决方案遥 在听取各部门负责
人的工作汇报后袁广西砼公司副总经理包括作总结并提出相关
的意见和要求袁 同时着重强调用责任心来管理工作的重要性遥
包总还通过举例子尧讲事实尧说困境袁为公司制度化建设打开了
思路袁明确了方向遥 渊广西砼公司 龙黄鑫冤

本报讯 11月 4日袁创佳砂浆公司新增设备野机
觉云/ 液体存量智能监测系统冶正式安装完毕遥 据悉袁
该设备在设置好存量预警功能后袁高于安全容量或低
于库存容量便会及时报警提醒袁生产管理人员可通过
微信小程序和 PC网页端后台进行数据查看袁 可有效
地管控原材料遥
随着创佳砂浆方量的逐渐上升袁目前原材料的日

消耗量是往年的 2-3倍袁若还是依靠报表数据体现或
人员现场实点的方式查看原料余额袁便会发生断料情
况袁从而给公司造成难于挽回的经济损失遥 为此砂浆
总经办与生产部研究决定袁购入一套检测系统袁通过
移动互联网技术尧边缘计算技术尧云计算等袁实现智能
液罐存量监测尧数据分析和共享的功能遥

渊创佳砂浆 谭井斌冤

小设备 新变化广西砼召开
周经营管理分析会议

mailto:1581564741@qq.com


为适应 2020年发展需求袁金厦集团特面向社会招募以下职位袁同时也鼓励各同事内部推荐
优秀人才袁欢迎广大有识之士加入金厦遥 详情可登录金华人才网袁搜索野浙江金厦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冶袁了解更多招聘岗位遥 联系电话院0579-89101580袁邮箱院chenhao@zjjsjt.com袁集团人力资源部遥金厦“职”通车专栏

序号 职位名称 需求数量 工作地点 任 职 要 求

1 审计专员 1 金华
1尧本科及以上学历袁财务相关专业袁持审计师或注会资格证袁有房产尧建材板块工作经验者优先袁考虑优秀应届生曰2尧谙熟公司财务会计尧审计尧税务等业
务的全套流程袁包括正确运用内部审计程序尧方法和专业知识的能力曰3尧较强调查研究尧综合分析尧专业判断尧沟通能力及文字表达的能力袁原则性强曰

2 法务助理 1 金华
1尧大专以上学历袁法律专业袁具有 1-2年法务工作经验优先曰2尧熟悉合同法尧公司法尧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曰3尧文笔流畅袁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谈判
技巧袁诚信正直曰4尧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袁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曰

3 技术工程师 1 金华 1尧五年以上商品混凝土试验室工作经验遥 2尧大专以上学历袁工程师以上职称遥 3尧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袁责任心强袁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曰
4 检测工程师 1 金华 1尧五年以上商品混凝土试验室工作经验遥 2尧大专以上学历袁工程师以上职称遥 3尧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袁责任心强袁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曰
5 质控 2 金华地区

1.熟悉质量管理基础知识袁掌握混凝土生产尧质量控制的国家尧行业和地方标准规范曰2.熟练使用办公应用软件袁了解混凝土各类实验仪器设备的使用方
法曰3.工作细致严谨袁责任心强袁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曰4.土木工程等相关专业袁有混凝土质检工作经验者优先曰

6 业务员渊建材公司冤 若干名 金华地区 大专以上学历袁同类相关工作经历优先袁40周岁以内袁愿意服从公司调配的优先曰
7 搅拌车驾驶员 若干名 金华地区 1尧持有 B2以上驾驶执照袁有货运资格的货车司机 2尧有工作经验者优先曰
8 原材料检测员

渊兰溪冤 1 金华地区
1尧三年以上工作经验袁化验等相关专业毕业袁具有高中以上学历曰2尧具有上岗证袁掌握混凝土试验曰3尧具有良好的监控能力袁为人诚实正直袁做事积极主
动袁认真细致袁较好的沟通表达能力曰

9 生产部经理
渊义乌冤 1 金华地区

1尧大专及以上学历袁具有混凝土搅拌站 2年以上同岗位管理经历曰2尧具备很强的生产管理尧流程优化尧统筹组织和沟通协调能力袁有很好的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曰3尧有较好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能力尧沟通能力尧执行能力等曰

10 试验室主任
渊义乌冤 1 金华地区 1尧五年以上商品混凝土试验室工作经验遥 2尧大专以上学历袁工程师以上职称遥 3尧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袁责任心强袁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曰

11 调度渊义乌冤 1 金华地区 1尧大专以上学历曰2尧熟练使用办公软件袁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曰3尧有建材行业从业经验者优先袁主要负责建材原材料的调度工作曰

12 营销部经理
渊江晨冤 1 金华地区

1尧大专及以上学历袁丰富工作经验者可放松要求遥 2尧性格活泼外向袁具有较强的沟通及交际能力袁勤奋好学遥 3尧能承受工作压力袁要具有团队精神袁敢于
挑战自己袁突破自己曰

13 铲车工渊衢州冤 1 衢州 1尧有铲车上岗证的优先 2尧熟悉砂石料等骨料上料 卸料 堆料流程 3尧吃苦耐劳袁服从公司安排曰
14 实习生 若干名 金华地区

1尧大专及以上学历袁财务类尧综合管理类尧土木工程类尧营销类尧人资行政类等相关专业毕业曰2尧熟练运用办公软件曰 3尧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尧系统
思考力袁工作严谨细致尧积极主动且责任心强曰

金华人才网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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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吃粗粮的好处很多袁但有网友为了
更快地减肥袁只吃粗粮袁一个月后出现
腹胀尧食欲不振的情况袁这是为什么钥应
该如何科学食用粗粮钥
粗粮有益健康，但并不是吃得越多

越好
首先袁我们要认识粗粮袁并了解粗

粮能够带来的益处遥 所谓粗粮袁是相对
精米尧白面等细粮而言袁主要包括玉米尧
小米尧燕麦尧荞麦等多种谷类和黄豆尧红
豆尧绿豆等豆类遥与细粮相比袁粗粮的维
生素 B1和膳食纤维含量更加丰富袁维
生素 B1具有促消化尧增食欲袁维持神经
系统正常功能的作用袁膳食纤维能够吸
收大量水分袁促进肠蠕动袁有利于排便袁
并能吸附肠腔内的某些有害物质袁排出
体外遥 另外袁粗粮的碳水化合物含量相
对低袁食用后更容易产生饱腹感袁可减
少热量摄取遥所以说袁粗粮有益健康遥其
次袁粗粮虽好袁也不可过度食用袁否则将
造成危害遥 粗粮食用过多会使胃排空延
迟袁造成腹胀尧早饱尧消化不良等遥 过多
的膳食纤维在阻碍有害物质吸收的同
时袁也会影响人体对蛋白质尧无机盐和
某些微量元素的吸收袁造成基本营养元
素的缺乏遥
食用粗粮注意三点
在了解了粗粮带来的利与弊之后袁 我们应该

怎样合理食用粗粮呢钥 首先袁控制食用量袁每人每
天摄入粗粮 50克比较合适袁对于特殊人群袁如儿
童尧青少年尧老年人等袁要在此基础上适当减量遥 其
次袁吃粗粮要循序渐进袁及时补水袁以保障膳食纤
维的正常消化遥 最后袁烹饪方法上建议粗粮和细粮
混合搭配袁粗粮细作袁保证营养均衡遥
小贴士：吃杂粮多喝水
野吃杂粮缓解便秘冶的说法深入人心袁然而袁很

多人亲身实践后却发现便秘更严重了袁 原因之一
可能是水摄入不足遥 杂粮富含膳食纤维袁可以促进
肠道蠕动袁但需要靠水分的帮助遥 膳食纤维有很强
的吸水性袁可明显增加肠道中粪团的体积袁减轻粪
便过硬的情况袁同时加快其在肠道中的转运速度袁
减少其中有害物质接触肠壁的时间遥 所以如果吃
很多杂粮袁但喝水不够袁膳食纤维就膨胀不起来袁
粪便体积小又密实尧 干硬袁 在肠道中运送反而更
慢遥 因此袁吃杂粮的同时一定要多喝水遥 对于老年
人尧儿童及胃肠道功能弱的人袁可以选择小米尧大
黄米等容易消化的杂粮袁 也可以通过改变烹调方
法提高消化吸收率袁 如把杂粮杂豆粥煮得软烂黏
糊尧把粗粮磨成粉尧用豆浆机制作五谷豆浆或全谷
物米糊等遥 另外袁烹调杂粮之前袁最好提前浸泡袁这
样处理后袁 做熟的杂粮口感更好袁 更容易消化吸
收袁同时也缩短了烹调时间遥

渊文章转载于离退休干部工作公众号冤

10月 31日袁 金厦银湖城三期又一波新
房源上市开盘热销袁又一次超出预期的销售
数据向大家表明了野悦洋房冶的品质魅力袁而
这也是运营理念尧产品设计尧工程建设尧营销
整合尧内外勤服务尧物业管理等多个部门袁各
个环节通力合作袁共同努力的工作结晶遥 但
其中有一支团队袁虽然它不在销售最前线袁却
是一道隐藏着的亮丽野风景线冶袁这就是整个
项目的后勤团队遥 他们一方面袁通过签约收
费办理尧数据收集整理尧协议的拟订尧资料收

集审核尧证件办理尧内部部门沟
通尧 外联单位沟通等一道道程
序袁 一件件实实在在的具体事
项袁为销售一线流畅尧快速地闭
环运作提供坚实支撑遥 另一方
面袁也在具体工作中袁直面客户袁
全心全意为客户提供优质微笑
服务袁提升项目的品牌服务满意
度遥

在开盘活动过程中袁项目后
勤服务团队所在的地方袁就是整
个开盘现场人气最火热的地方袁
一批又一批的客户袁 要缴费尧签

协议尧填资料尧兑换各种券袁任何一个环节袁都
不容许出现错误遥野关键时刻就是要顶得住冶袁
这是后勤团队一直高喊着的口号遥 在营销总
监周燕的带领下袁 团队中的所有人员撸起袖
子干起来袁拼着一把劲儿袁不但确保整个开盘
签约顺利地运转袁 统一签约结束后还得加班
加点整理各项资料尧报表尧数据汇总及入档遥
每天从早上八点一直忙到晚上八尧九点袁衣服
湿了都顾不上袁甚至还经常错过了饭点遥

开盘结束后袁 就是集中网签合同的高强

度工作遥 本次签约客户数量多袁签约时间紧袁
任务非常繁重遥为了能顺利完成签约任务袁营
销总监周燕与一线销售尧银行尧后勤保障及公
司其他团队高效沟通袁制订了按时签约任务尧
合理高效工作岗位尧签约流程安排尧现场银行
按揭贷款安排等计划流程遥 无论是从疑难客
户的处理尧解答困惑袁还是按揭资料的准备尧
签约的注意事项袁再到证件的复印尧银行帐号
的展示袁甚至是订书机尧印泥尧纸巾等小物件
准备袁每一个环节袁每一处细节袁都是落实到
点到人袁确保整个签约服务体系高速运转袁保
质保量遥

野时间就是效益袁细节铸就服务冶袁这是周
总对营销部工作人员的要求袁 部门每位员工
也一直将这句话作为整个部门的工作理念袁
并付诸行动遥 正是得益于这一理念的积累与
坚持袁周密的工作计划袁细节的精细把控袁短
短三天时间袁 本次集中签约活动取得圆满成
功袁并超额完成既定任务遥野继开盘之后袁又再
次打赢了一场攻坚战冶遥 在舒心的一笑后袁所
有人员又继续投入到了镙丝钉般精细尧 坚韧
却又承上启下的日常工作当中了遥

渊达丰置业 楼樱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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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物业人冬季的一天

【文摘精选】

时间就是效益，细节铸就服务
要要要记金厦银湖城这道野隐藏的亮丽风景线冶

每一个整洁尧舒适的小区袁总是离不开那
一群忙碌在各个角落的人袁 在溪西帝景物业
的平凡岗位上袁他们不怕脏尧不怕累袁当大家
还沉睡在梦乡袁 他们早已迎着清晨第一缕阳
光来到工作岗位袁为千家万户即将开始的一
天准备着遥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可亲可爱的物业

人每天在平凡的岗位上袁 在为广大业主提供
优质服务的背后袁是怎样度过忙碌的一天钥
安全守卫者渊秩序维护员冤
岗亭内站岗的保安师傅需要时刻维护小

区大门口的交通秩序对来访车辆进行询问核
实登记之后袁 为来访人员进行指引遥 他们还
要定时巡逻地面尧地下室尧楼栋检查所有地方

保证园区安全遥
环境美容师渊保洁员冤
为了更好更完善地管理小区绿化及卫

生袁 保洁员每天及时打扫尧 清理小区街道垃
圾袁同时对楼栋进行清理袁保证小区环境整洁
干净袁让业主住的舒心遥

设备维护师渊工程维修员冤
作为物业工程人员更是不容易袁不但要

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袁 而且最好还是个多面
手遥既要懂得设备维修尧管道疏通袁还要懂得
刷油漆等活儿袁最关键的是要有一颗很强的
责任心遥因为小区内公共设施设备的正常运
行关系到每一位业主尧 住户的日常生活起
居遥

贴心助理渊楼栋管家冤
业主无小事袁 楼栋管家全心全意为业主

提供服务并解决问题袁 同时我们也将通过周
检和培训等方式提高自身专业素养袁 更好地
服务业主袁 用最优质的物业服务为业主的幸
福家庭保驾护航遥

付出总会有收获袁 金厦物业溪西帝景在
项目经理楼艳萍的带领下袁 每个人都是兢兢
业业尧 认认真真地工作并得到了业主的广泛
认可袁 每一面沉甸甸的锦旗都代表着一份荣
誉尧一份实力袁更代表着广大业主对溪西帝景
物业服务中心的信任和希望袁接下来袁我们将
载誉前行袁不负众望遥

渊金厦物业 叶倩波冤

福利待遇院五险尧定期体检尧公寓尧食堂尧团队拓展尧免费培训尧法定节假尧节日福利尧生日礼金尧广阔晋升尧工龄工资尧高温补贴尧爱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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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袁 眨眼间在金厦已即将三个月袁
回想起面试那会袁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公司
大门外等待袁抱着临时抱佛脚的心态紧张地百
度着公司的相关资料袁内心在想袁金厦控股集
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混凝土公司袁我能否有幸
加入其中钥 能否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钥 面试
官会问些什么问题钥 我能否对答如流钥 和我对
接面试的人是人资部邢晟禛袁在约定时间前两
分钟到达袁很有时间观念袁而且看起来非常有
亲和力袁于是我骑上小毛驴按照小邢渊入职后
发现比我小袁所以这么称呼冤的指引袁呼呼就进
入大门袁找到停小毛驴的专用地点袁居然还有
给电动车免费充电的地方袁 人文关怀做得好
好袁瞬间好感度上升一个级别袁停好后进入大
门袁咦浴 还有门禁袁好高大上哦浴 一般陌生人无
法进入袁因为疫情期间袁门卫处需要登记袁然后

在三楼会议室等候面试袁 经历了三轮面试袁可
谓过关斩将袁终于有幸进入了金厦大家庭遥

入职第一天还是小邢来接的我袁迎新工作
让作为新人的我感受到满满的温暖袁我的岗位
需求类别是编制新增袁这是个好消息袁说明我
们要开始干大事情了遥在后续的工作中慢慢了
解到袁我们部门逐步开始建设薪酬体系尧绩效
体系尧人才梯队尧制度与流程建设等等这些重
要的事情袁慢慢觉得自己来对了袁可以学到很
多东西袁跟着我的领导逐渐接手工作袁在后续
的工作中发现同事相处很融洽袁 部门氛围很
好袁婷姐也对我们也很关怀遥 除了工作要求非
常严苛之外袁其他的没毛病袁在文件周转拿给
各部门领导签批文件的时候袁发现其实各部门
领导都很有亲和力袁金厦并不是想象中的那种
带着传统企业的粗狂袁所以袁能加入到金厦是
我的荣幸袁很高兴能和金厦一直走下去浴

我来到金厦虽然只有三个月不到的时间袁
但在这短短的三个月里袁却让我感到公司领导
对工作的精益求精袁不断创新袁对员工的无微
不至---让我感到加入金厦是幸运的遥能成为
公司的一员袁我感到无比自豪袁相信这种自豪
感将使我更有激情的投入到工作中遥

作为一名进入一个全新工作环境的新员
工来说袁尽管在过去的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的工
作经验袁但刚进入公司袁难免还是有点压力遥为
了能让自己尽早进入工作状态和适应工作环
境袁有问题及时请教同事袁积极学习工作所需
要的各项专业知识袁 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
平遥 这段时间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袁自己的技术
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袁 过得非常充实和快

乐袁再累也是值得的浴在这里袁我要特别感谢在
这段时间帮助过我的领导和同事袁正是因为有
了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不厌其烦的帮助袁才
使我能够尽早从那种紧张情绪中解放出来袁使
我尽快地适应了环境袁全情地投入工作遥 因为
正如我了解的那样袁金厦关心自己的每一个员
工袁也给每一个员工足够的空间展现自己浴

在金厦袁我喜欢劳动关系专员这个工作岗
位袁因为这个岗位具有很高的挑战性袁能让我
把以前学习到的知识学以致用袁并能很好地发
挥分析问题尧处理问题等方面的能力袁正因为
对工作的喜欢袁 使我能全情投入到工作中去遥
我知道唯有积极地行动才能带来丰硕的成果遥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袁我正用心地做着领导交给
我的每一项任务遥

对于我来说袁金厦是一个区别于以往的新
环境袁所接触的人和事物一切都是新的遥 作为
新员工袁我会去主动了解尧适应环境袁同时也要
将自己优越的方面展现给公司袁在充分信任和
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遥 除此之
外袁我还要时刻保持高昂的学习激情袁不断地
补充知识袁提高技能袁以适应公司发展遥在工作
中我可能会有迷惑和压力袁但是我相信只要能
端正心态尧有十足的信心勇敢地走下去袁就一
定会取得成功遥社会在发展袁信息在增长袁挑战
也在加剧遥 我不仅要发挥自身的优势袁更要通
过学习他人的经验袁来提高自身的素质遥 金厦
公司的发展目标是宏伟而长远的袁公司的发展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发展袁我相信我有能力把握
机遇遥

渊集团人资部 毛丽娟冤

进入广西砼公司已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袁作为一名进
入全新工作环境的新员工袁非常感谢公司提供给我一个
成长的平台袁让我能在工作中不断学习袁不断进步袁慢慢
地提升自身的素质和才能遥 在过去的一个月袁我学习到
了很多让我受益匪浅的东西袁在此我向公司的领导以及
同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遥

在公司综合部的日常工作中袁我的重点工作就是负
责公司文件的编号尧登记尧存档整理袁各部门行文的报
批袁公司员工考勤记录等工作曰做好公司的会议记录袁起
草项目会议纪要袁负责有关文件尧资料的打印尧校对尧分
发工作曰协调沟通公司内部各部门的请示尧报告尧通知等
文件袁准确地向各部门传达相关信息袁积极尧稳妥地做好
与其他部门的联系工作遥

12月初袁我被安排至集团总部参加培训袁这对我来
说是幸运的遥 初到集团袁给我的印象是院严谨尧仔细尧一丝
不苟遥 工作时袁身边的同事总是保持着严谨的工作态度
和认真尧高效的工作作风袁集团的每位同事都非常地热

情尧友好袁对我这个新人也是格外的照顾遥 通过一个星期
的接触和学习袁我的感受颇深袁也刷新了我对培训的认
识遥 对于办公室文员的工作袁他们将自己所理解的东西袁
对我进行了简单明了的讲解袁让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
身为办公室文员的职责袁还有办公室文员该具有的工作
态度和职业素养袁也让我对文员的工作内容有了更加清
晰的认识遥

这次培训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意义非凡袁它能让我
更加明确自身的一些不足之处袁也让我意识到工作中需
要学习的地方袁从而更好地完善自己尧丰富自己袁也让对
以后的工作产生了一些计划和想法袁使我对自己成为公
司的优秀员工有了莫大的信心遥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袁我将不断努力袁发挥自己的优
势袁借鉴他人的经验袁完善自己的阅历袁提高自身的素
质袁更好地实现自己在广西砼的价值袁做好一名优秀的
金厦人浴

渊广西砼公司 龙黄鑫冤

人资部毛丽娟：用积极的行动换取丰硕的成果

广西砼公司龙黄鑫：从反思中完善自我

2020年注定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袁 年初的一场疫
情袁打破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袁而我的生活也随着进
入金厦集团发生了一丝丝的改变遥虽然在以往的工作
中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袁但第一次进入像金厦这样
的大集团公司袁也会让我稍有紧张遥

为了能让自己尽快地适应新环境袁尽早进入工作
状态袁 每当我遇到问题都会及时与同事进行交流袁积
极学习工作相关的各项知识和技能袁了解和摸清金厦
的信息系统和结构袁希望能够独立和快速地为同事们
解决和处理信息相关的各种问题遥 同时袁我也通过集
团为员工提供的学习平台要要要金厦商学院袁学习和收
获了更多专业相关的知识袁从而提高个人技能遥 在商
学院中袁我们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袁选择各个领域不同
专业的知识来丰富自己袁身边同事的学习热情也深深
地感染了我袁总裁办也很荣幸被评为第三季度的优秀
学习型组织遥

进入公司的第一个月袁我就有幸参与了由集团高
管带队开展的野一线员工送清凉冶活动袁让我深深感受
到集团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与对一线员工浓浓的人
情味遥 之后又参加了公司组织的团建活动袁前往武义
参观博物馆尧俞源古村袁与同事们感受了惊险刺激的
钱江源漂流袁让我了解了集团的企业氛围袁增进了与
同事之间的感情和交流袁也让我更好地融入这个大家
庭遥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袁我能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就是

这个集团的一份子袁感受到自己每天都在工作当中的
成长和进步袁 忙碌的工作让自己觉得特别踏实和安
心遥 在以后的工作中袁我也会用实际行动证明一份耕
耘尧一份收获的道理袁与同事们一起奋进袁一起努力袁
去感受成功后的自豪袁让我们齐心协力袁为金厦集团
更辉煌的明天而奋斗遥

渊集团总裁办 朱磊冤

总裁办朱磊：一分耕耘一份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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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金厦非凡建材有

限公司

地址院衢州市东港工业
园绿园中路 8号
办公室电话院
0570-3832685
传真院0570-3832685
营销部电话院
0570-3688100

义乌市金厦商品混凝

土有限公司

地址院义乌市廿三里街
道钱塘产业聚集园

办公室电话院89972796
传真院85052615
营销部电话院85052555

浙江金厦控股集团兰

溪混凝土有限公司

地址院兰溪市永昌街道
永昌赵村红店头

办公室电话院88388902
传真院88388902
营销部电话院88388960

金华市高恒混凝土外

加剂有限公司

地址院兰溪经济开发区
轻工工业园区星光路 5
号

办公室电话院88766309
营销部电话院88766309

金华市江晨石料有限

公司

地址院金华市婺城区雅
畈镇南干村

营销部电话院82790109

金华市创佳湿拌砂浆有

限公司

地址院金华市金东区金
源街 99号
办公室电话院89129456

金华远达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院金华市金东区金
源街 99号
办公室电话院89128488
传真院82471539

衢州金厦管业有限公司

地址院衢州市柯城区市
经济开发区东港工业

园区

办公室电话渊传真冤院
0570-3832685

浙江益勤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院 金华市李渔路
1118号创新大厦四楼
办公室电话院
82226396

浙江名珏装饰有限公司

地址院金华市金东区金
源街 266号
办公室电话院
0579-82226322

浙江丽泽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地址院 金华市丹溪路
1489 号 渊鼎泰大厦冤8
楼

办公室电话院89009786
传真院89009796

金华市婺城区锋盛制

砂场

地址院苏孟乡端头村旁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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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厦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地址院 金华市金东区金
源街 99号
办公室电话院89101522
传真院89101550

浙江金厦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地址院 金华市婺江东路
188号御江帝景 5号楼一楼
办公室电话院89003030
传真院82863356
招商部电话院
82866666

浙江千物洋堂超市有限
公司
地址院 金华市婺江东路
188号帝壹城一楼
办公室电话院89003176
传真院89003176
团购电话院89003196

金华达丰置业有限公司
地址院 金华市八达中路
599号
办公室电话院89009661
营销部电话院
89009666/83733333

金华市江晨房地产有限
公司
地址院 金华市金东区金
源街 99号
办公室电话院89101511
营销电话院82059999

兰溪市金厦房地产有限
公司
地址院 兰溪市兰江街道
西山路 1111 号溪西帝
景会所
办公室电话院89011680
传真院89011676

浙江金厦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地址院 金华市金东区金
源街 99号
办公室电话院83530711
御江帝景院83530711
溪西帝景院89011681
银湖城院89058215

金华市金厦商品混凝土
有限公司
地址院 金华市金东区东
湄街 118号
办公室电话院82160806
传真院82160970
营销部电话院82160677

金华市诚骏建材有限
公司
地址院 金华市金西开发
区渊汤溪镇冤越溪街
办公室电话院84997361
传真院82660509

宜州市蓝天混凝土有限
公司
地址院 宜州市金宜大道
三旺车辆检测站旁
电话院0778-3223499
传真院0778-3223888

金华市江晨商品混凝土
有限公司
地址院 金华市金东区傅
村互通与甬金高速公路
交叉口
办公室电话院82964308
传真院82964307
营销部电话院82964306

永康市永捷商品混凝土
有限公司
地址院 永康市花街镇九
桂路 108号
办公室电话院87588626
传真院87208145
营销部电话院87548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