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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迈向保洁机械化 

作者：李根（机关办公室） 

在 2016 年以前，运康公司保洁队在各大公寓留给人的工作印象还是以传统

人海战术模式，“单兵”+“武器”的形象，即“大小扫把两条腿、簸箕铁锹三轮

车”，工作效率低、劳动强度大。 

传统的保洁服务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如今高档奢华的酒店式公寓管理，诸

如亮马外交办公大楼和建东媒体中心的拔地而起。运康人已经开始着手如何与当

今社会“热词”--德国工业 4.0 时代去接轨，进行一场行业的技术革新和公司产

业转型的革命。酒店式公寓公共区域清洁保养的特点： 

1.众人瞩目，要求高，影响大； 

2.范围广大，情况多变，任务繁杂； 

3．专业性较强，技术含量较高。 

俗话说没那金刚钻就别揽那瓷

器活，我们试举一下公共区域中宴会

厅地毯的清洁保养。地毯的材质非常

容易滋生细菌，如果不好好清洁打理，

会直接影响室内的环境，和参会者的

心情。对保洁员来说工作 大难点就

是地毯污渍的清理，即酒渍、咖啡渍、

饮料渍、油渍。对保洁员来说此项工

作不仅费时还费力，清理效果还往往

不好。保洁队员花大把的时间和精力

用刷子挠地毯面的方式，进行 原始

的人力清理方法。清理完毕后，整块

地毯远望犹如斑驳且颜色深浅不一

的荒秃草地，虽然清理的很干净，但

效果差强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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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2017 年工作计划，增加机械设备，减少人力成本投入，打造保洁

工作新形象。3 月 29 日，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及企业文化小组成员汇聚在亮马桥

办公楼与德国凯驰公司进行了

一场实地设备试用采买调研会，

主要意向设备为地毯结晶机和

三合一洗地机。凯驰工作人员具

体介绍了设备的功能及行业优

势，还具体讲解了设备的工作原

理，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设备演示。

给大家印象十分深刻的演示就

是凯驰工作人员找到宴会厅地

毯上一块颜色很深的污渍，用

他们的产品去污试剂一喷，然

后用干毛巾顺时针用力扭若干

次，再逆时针操作，地毯污渍

立即就被清除了，而且效果很

好，颜色与污渍周围原地毯颜

色一致，无深浅错落感。同时，我们报着与凯驰工作人员学习交流的想法，进行

了现场的互动问答，气氛活跃。随后“亮马大管家”陈嘉第一个使出“2017 撸

起袖子加油干”的劲头儿，对地毯进行污渍清除的“验证”，清理结果令大家信

服。众人对凯驰公司的试剂效果都表示肯定，省时省力，搞定污渍。 

当然，要打大仗还得有趁手的兵器。清洁大面积的宴会厅地毯还得上机器，

“主角”地毯结晶机登场。把刚才神奇的药剂倒入地毯结晶机内，对地毯进行全

面彻底的机械化清洗，全方位无死角的清理，八小时后地毯洁净如新。机械化保

洁作业模式加快了保洁进度，强化了质量，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保证了保

洁工作安全，机动、灵活、快速的特点和优势，同时也提高了速度。只要掌控机

械化保洁密度频次适当，指挥调度科学合理，使人机结合富有效率，就能保证工

作效果，确实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 2016 年以前的保洁工作环境之下，企业文化所宣扬的往往是专注、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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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等口号，因为一线员工从事的工作是单调而枯燥的，这有悖于人性追求快乐

和自由的本性。所以，企业文化需要从精神层面对员工进行激励，提高员工对工

作环境的耐受程度。而当机器替代人之后，一线员工的生产方式从手工操作转向

操作机器，企业文化宣扬的内容就可以调整为遵守工作程序、勤于检查等。而且，

员工从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企业文化就可以给予他们更多追求快乐的元

素。这将更加符合人性的需求，能够提高员工对工作的满意度，从而提升员工的

凝聚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运康工匠们想要使自己的工作做好，一定要先

让其工具锋利。走技术革新、产业转型，保洁机械化是必然之路，我们已迈出坚

定的一步，运康人对自己将来的工作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迎接我们自己辉煌

的“中国制造 2025”。  

 

英勇的战士们 

——记曙光里 40 号楼 1509 火灾救援 

作者：朱晗（物业一部） 

3 月 30 日上午 8 点 10 分，正是曙光里小区物业办（以下简称物业办）人员

在楼下周围做日常巡视的时候。突然，他们发现40号楼的15层有滚滚浓烟冒出，

还听见屋内传出了呼救声，肯定有业主家里着火了。意识到情况危急，张军、刘

桂宝两位同志顾不上自己的安危，第一时间上楼查看情况。到达楼上后，他们发

现此时浓烟已布满整个楼道，熏得人刺鼻难忍，眼泪直流。但想到屋内还有人面

临着生命危险，火势又越烧越旺，他们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立刻打开 15 层楼道

内的消防栓，接水带，开阀门，从公共楼道将水枪递进起居室的窗户，以 快

短距离压灭旺盛蔓延的火苗，同时大声呼喊被反锁在房中的男孩，让他躲避到通

风的防盗护栏处等待营救。 

另一方面，刘安莉主任在拨打报警、消防电话寻求帮助后，就一直守在楼下。

望着楼上不断掉落的因大火而炸裂的窗户碎片，想到这些碎片对于过往的群众来

说是极大的生命威胁，她马上带领其他人拉起警戒线，拦住过往的人们不让他们

从这里通过，保证了其他住户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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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消防队员到达了火灾现场，他们用液压钳破窗将男孩解救下来送

往医院进行治疗。经了解男孩并无生命危险，只是受到了惊吓被浓烟呛入呼吸道，

并得知起火原因是由于住户不规范使用小太阳取暖器，取暖时将其放在纸箱，毛

巾等易燃物附近， 终点燃了这些易燃物品。此次火灾于上午 8 点 30 分彻底扑

灭。 

火灭后，物业办的同志们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清理积水的工作中。为了防止

大水对电梯及楼内设备设施浸泡损坏，他们搬来沙袋吸水，并将楼道积水尽快处

理完毕，随后叫来电梯维修人员检查电梯是否遭受影响。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清

理及时，经检查，电梯并未损坏并已重新正常投入使用。 

由于物业办的同志对火情发现及时和扑救有效，此次事故经统计并未造成人

员伤亡，除发生火灾当事人家中损失惨重外，共有五部轿车外观损坏和两户居民

家中进水被淹。正是物业办平时对消防器材管理严格，才保证了火灾来临时正得

其用，水压、水力都十分充足；更是他们平时对防火知识的培训普及、对消防设

备的有效检查维护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使得大家面对灾难能够临危不乱，有

条不紊的处理应对，极大程度的减少了人员和财产损失。 

彭传毅总经理、张超英总经理助理和后勤中心及公司领导以及局保卫处郭立

丰处长第一时间来到现场查看灾情，当时屋内水还很深，屋子热得发烫。他们在

现场指挥各项善后事宜，布置工作任务，调来塔园维修人员配合处理扫水及电力

和网络恢复。 

当日下午 1点半，后勤中心和公司领导对当事人就安抚邻居和妥善赔付相关

受害者损失进行协商，分清责任，达成共识。业主态度良好，积极配合，承诺全

面赔偿各种损失，并对给物业方造成的麻烦表示歉意，同时会写一封致歉信，对

居住在曙光里 40 号楼的住户们因火灾造成的影响和不便，表达歉意，希望能得

到谅解。运康公司在此事处理中以服务大局为重，提供保障为主，强调责任意识，

耐心做思想工作，总结细节，力争今后把消防安全做得更好。 

火灾事故虽已过去，但物业办同志们奋不顾身的勇气和恪尽职守的责任感印

在了我们每个人心中，他们在危难来临之际像守卫家园的战士般保护着居住在曙

光里小区的人们，将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有他们在这的一天，

我们的心就很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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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修班的一天 

作者：朱晗 

“叮铃铃——” 

随着电话声的响起，塔园零修班师傅们一天的工作拉开了序幕，他们收拾好

所需要的各种工具，背着沉甸甸的单肩背包，奔赴到各个报修地点，开始了紧张

而忙碌的一天。 

北到和平里，南至光华路，东奔酒仙桥，西去德内大街，24 栋楼房，9 处平

房，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不论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寒风凛冽的深冬，他们始

终坚守在工作一线，全年无休，24 小时维护着服务局家属院居民的生活起居。 

业主反映

家中无热水，

是他们第一时

间赶往现场查

看，在零修班

与报修点之间

多次往返，及

时更换零部件；

水管冻裂跑水，

又是他们放下

刚拿到手中的

已经凉透的盒饭，马不停蹄地来到事故地点紧急抢修，排除隐患；暴雨来袭，还

是他们冒雨前去组织抢险，清理倒灌返水和外墙渗水，雨不停人不撤…… 

零修班的工作是麻烦而辛苦的，一个电话就是一项任务，这需要师傅们第一

时间排查并处理好诸如跑水、停电以及管道堵塞等险情。即使人手不够充裕，他

们也从来不肯怠慢，24 小时随叫随到，为的就是让小区的业主无后顾之忧，“责

任”和“担当”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一张张填满的维修单就是他们工

作成绩 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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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外中控指挥中心 
作者：李嘉陵（建外中控主管） 

2017 年，建外物业部对中控班提出更高的安防工作要求，中控值班人员不

能只是等待报警信号或治委会安排调取监控录像等工作，将中控室提升为公寓安

全的指挥中心，要主动发现公寓里出现的各类安全事件情况，及时与特卫保安或

巡逻班等人员做互动处理措施。依照房屋公司物业部和运康公司物业三部领导工

作指示，做出以下工作安排： 

一、班组成员轮换 

1、从原各班组人员固定模式，自 3 月 1 日起改为每两个月从 4 个班组轮换

各抽出一名同事，4 名同事轮换两个月内将上长白和长夜班。 

2、轮换同事与任意班组同事搭配值班时，三人一定有事共同处理，（各项值

班记录本和表格、调取监控录像等工作）维护良好的相互协作关系，保证和谐的

工作气氛。 

二、安防巡视 

1、为加强中控安防工作措施，起到公寓安全工作指挥中心作用，做到及时

发现、及时上报、及时处理，制定中控安防巡视工作。 

2、将公寓划分六个区域，两小时利用监控设备对整个公寓安防巡视一次，

及时将发现的问题通知特卫保安、巡逻班等人员。 

3、各班组值班三人，两小时必须由专人负责安防巡视工作，巡视负责人必

须在表中签字，巡视工作可按区域或时间三人轮换负责。 

三、业务考核 

1、为加强中控值班人员的各方面

相关业务能力，制定培训、抽查及考

核计划。 

2、按季度安排各班组同事参加一

次相关业务培训，加强安防工作能力

及责任意识。 

3、每月对各班组同事进行应知应

会、应急预案、设备实操方面掌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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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抽查。 

4、按季度对各班组同事安排一次考核，对多次考核成绩不合格者，上报三

部办公室。 

四、人脸考勤机 

1、为更好的加强中控考勤制度，保证各班组交接班工作，增加人脸考勤机。 

2、中控各班组同事必须严格遵守考勤制度，到岗后进行人脸扫描记录上班

或下班时间。 

3、每月将人脸考勤机上设备记录上报建外项目经理审批。 

五、建立建外中控与治委会工作汇报信息微信群 

1、利用监控摄像头，及时去发现公寓内各类安全事件情况。 

2、及时将值班期间发现的情况，通过微信汇报给物业部治委会主管人员。 

通过近一个月的运转，中控室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观，大家从精神面貌和工

作责任心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工作从被动转为主动，增强了相关班组间的联动、

互通有无，为建外公寓的安全保卫工作提供了保障，得到了物业部领导的肯定，

同时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给记者朋友一个整洁的家                                    

作者：刘淑琴（建外经理助理） 

2016 年刚刚过去，美丽的 2017 已经到来！2 月份的建外外交公寓分外繁忙，

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中非记者换届工作。今年与往年有所不同，增加了东南亚的

新闻记者。起退套房高达 45 套。不仅套房数量有所增加，而且保洁标准也很严

格，局领导和房屋公司领导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到建外公寓亲临视察。保

洁队在接到任务后，专门开会部署，组织精兵强将，克服困难、团结一致，利用

短短 13 天时间，圆满完成了此项工作，得到了物业部领导的表扬。 

按照物业部的要求，本次建外公寓共配备了 45 套记者用房，其中建西共计

30 套，为中非新闻机构记者使用；建东共计 15 套，为东南亚记者使用。建外保

洁队承担套房退租保洁、起租保洁以及与之配套的新闻发布会会议服务工作。保

洁队内充分发挥了“东西”联动、团结互助的团队配合优势。由空房班长诸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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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班长田坚、建西楼内班长温汝萍、建东楼内班长高玉双分别带领各自旗下员

工分头奋进工作。在短短 10 余天内，高标准完成套房的清理保洁工作，速度之

快、质量之高，实属不易。或许是各国记者们的工作过于繁忙，以至于退租套房

的卫生状况相当的差，有的套房内甚至有十几袋的生活垃圾需要清理，可以说是

堆积如山。为了让记者朋友来到公寓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们的保洁员工不辞辛

劳，放弃休息时间，加班加点的工作，让每一间房间都达到光亮如新的效果。套

房内的物品摆放工作也是保洁工作的重要环节，从铺床单、套被罩，再到浴巾、

地巾的码放，包括套房内小食品的摆放，必须严格地统一标准、统一位置，只有

注重每一项工作细节，在每个环节上都做到细致入微。才能达到保洁工作的标准

化和精细化。为

了配合检修电

气、摆放家具、

换窗帘等各项

其他维护工作，

重复保洁工作

是必不可少的，

有的房间维护

频次高达5次以

上。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保洁

队提前两天，高标准的完成了全部套房的保洁任务，为记者团队顺利入住提供了

保证。与之配套的在多功能厅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也是此次活动的重头戏，外交部

相关司局的领导、局领导、房屋公司领导、各界新闻媒体等 100 余人参加了活动。

为了做好此次发布会的会议服务工作，从前期的会场清洁、会场布置到会议期间

的衣帽服务，保洁队都精心作了安排，自始至终体现了专业的服务流程和服务规

范，配合物业部圆满的完成了此次新闻记者入住的服务工作。 

活动过后，队内召开了全体员工大会。对本次中非、东南亚记者入住的大型

活动进行了总结和表扬。我们本着服务第一的宗旨，利用更短、更快的时间完成

了本次工作，带给记者们一个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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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外保洁队的辛勤付出，保障了中非、东南亚记者入住的高质量完成，

也很好的诠释了运康公司大力提倡的为业主服务的精神，同时我们为自己勤劳奋

进完成大工作量，且保质保量、高效运行的团队配合而骄傲。 

 

关于党费计算方法 
作者：王喆（运康财务） 

“交党费没？” 

“已经交了，不过咱们党费的金额是怎么算出来的我还是不明白，要是有个

明细就好啦！” 

各位领导、同事们别着急，今天运康财务就来给大家简明地介绍一下党费计

算的来龙去脉！ 

根据外交部党费收缴规定，党费收缴依据党费基数差别征收，计算分为两步

走： 

（1）计算党费基数=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补贴工资+副食补贴+书

报费+职岗补贴+工龄补贴+综合奖+洗衣费+双月奖+年度绩效奖-税前扣项（包括

预扣北京市养老保险参保或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以及职业年金）-代扣税金 

（2）根据党费基数按标准进行计征：党费基数在 3000 元及以下的，党费上

缴额按基数的 0.5%征收；3000 元-5000 元（含 5000 元）按基数的 1%计征；

5000-10000 元（含 10000 元）按基数 1.5%计征；10000 元以上按基数的 2%计征。 

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有些领导、同事是 2005 年前参加北京市养老保险，

因养老保险改革并未涉及，所以会出现无职业年金的情况。另外，根据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通知规定，2017 年开始实行最新标准，因此我们也让大

家对 1、2 月份的党费进行了补缴。 

看完计算过程大家可以结合每个月工资条的信息进行核对，当然，这对财务

部计算党费也提供了双重的保障，我们也会继续认真工作，保证质量，也希望各

位有问题及时来找我们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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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科普 
编辑：王喆 

1、关于共享单车你了解多少？ 

共享单车是一类“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的新型交通工具，人们通过下

载软件、注册、交押金、充值、扫码的方式使用停放在马路周边的公共自行车。  

目前使用共享单车的步骤将更加简单，支付宝芝麻信用已经与 ofo、永安行、

小蓝单车等多家共享单车品牌达成合作，北京用户在绑定身份信息后，芝麻信用

分只要超过 600，就可以免押金租永安行单车，小蓝单车也仅需 700 分，只要大

家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开启单车。 

 

2、什么是“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

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

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

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从国家发改委获悉，中国一带一路网日前正式上线运行，网站微博、微信同

步开通，将成为“一带一路”深入开展的对外窗口。 

 

3、 医改新政改了什么？ 

（1） 取消药品加成和挂号费、诊疗费，同时设立医事服务费。以三级医

院为例，普通门诊医事服务费 50 元，副主任医师 60 元，主任医师 80 元，知名

专家 100 元，急诊医事服务费 70 元，住院医事服务费 100 元每床每日。 

（2） 调整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对 435 个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进行有升有降

的调整并重新规范。重点提高了床位、护理、中医、手术等项目价格，降低了

CT、核磁等大型仪器设备检查项目价格。 

（3） 实施药品阳光采购。向所有药品生产企业公开药品质量信息，动态

联动同厂家、同品规药品的全国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最低中标价格，并在阳光采购

平台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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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周边 

编辑：朱晗 

1. 北 27 号 

 
 
 
 
 
 
 
 
 
 
 
 
 
  
  
推荐指数：4 星 
人均：50 
地址：三里屯北 27 号楼 1 层(近三里屯太古里北区) 
推荐菜：牛奶鸡蛋醪糟、兰州酿皮、秘制排骨。 
小编点评：简餐，位置在一栋居民楼的门脸房，您找的时候得细致点。而且
据说是一家网红店，来的晚可就要排队了，菜色不是那么惊艳但吃起来还是
挺舒服的，不过大众点评有 8.8 分感觉虚高，醪糟醇香，酿皮香辣爽口，排
骨肉烂咸度适中，值得尝试。 

 
 

2. 乐三里屯面馆 

推荐指数：4 星 
人均：50 
地址：三里屯北路 3.3 商场 5 楼
5007 室 
推荐菜：辣爆小公鸡面 
小编点评：这家面馆面条比较粗，
所以吃起来很有咬劲，招牌辣爆小
公鸡面其实没有特别辣，肉量很足，
肉质口感弹牙，浇头汤汁咸香适中，
吃着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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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公司将准备完成三证合一（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

代码）的变更调整。 

◆一部与行政处完成 54 套房屋的移交，并建立房屋信息库。 

◆建外中控室被定为公寓安防指挥中心。 

◆为响应局企业文化建设活动，公司成立6人小组开展相关工作。  

 

 

1.I hope you will enjoy your stay in our apartment. 

祝你在公寓过得愉快。 

2.If I were in your position, I would think better of that. 

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我会重新考虑的。 

3.In short, the main qualities of a good worker are patience, 

understanding and love. 

简而言之，好的工作者应具备的品质主要包括耐心、理解和有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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