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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在前 责任在肩

这是疫情的第三个年头，似乎今年的我们和前两年变得不同，

不再像第一年在家里学着炸油条，做凉皮，每个人都努力着，也同

样期待着明天会越来越好！

 这个月天津的疫情再度袭来，接待部也迎来了小插曲，由于我
们的职工宿舍被封，住在宿舍的几个小伙伴都无法来公司上班，人

数少了，但工作量是一样的，每个人也都做好了积极备战的准备，

我们像往常一样打卡上班，更衣室空落落的，大概是少了平时早晨

的互道早安，叽叽喳喳的聊天声，能按时打卡上班的小伙伴们也都

快速的融入岗位工作中，出色的完成了本职工作和其他接待任务。

还有着多少的医护人员，志愿者比我们更辛苦，早早的起来，到达

工作岗位，维持秩序，舍小家为大家。

值得开心的是我们的小伙伴们经历了隔离期之后，也都顺利的

回到了工作岗位，我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工作，开心上班下班的日

子。

疫情不仅仅是一场灾难它也是一次考验，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守

望相助、共战疫情。不畏艰难险阻，奋发向前，这是中华精神，更

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作为中国人，大家都很爱我们的国家，同样我

们也很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居民。周围住的都是我们熟悉或者不熟

悉的亲人、朋友、同事、邻居，希望大家能携起手来，在全国人民

齐心协力的共同行动中，这一场来势汹汹的疫情，终将会过去。在

经历了如此的“战疫”后，中国人必将更加强大，更加团结。在这场考
验中，需要我们每个人认真对待，听党指挥，科学防控，共同交出

一份完美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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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分公司/王雅迪



地震—群灾之首！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2008年5月12
日汶川大地震等突如其来的“洪水猛兽”，在你毫无预警情况下无情
的降临，致使重大伤亡事故的发生。由此可见，地震小知识、避震

小诀窍、如何保护自己等基本防护措施学习、掌握的重要性，防患

于未然，让孩子们提高防震意识，在灾难到来时，能更好的保护自

己，更好的掌握逃生技巧。在大灾大难面前不惊慌。

震时就近躲，震后及时撤离到安全地方，是应急避难的较好办

法。

在学校要怎样躲避地震呢。1、当你在室内时候，可躲避在墙
角、厕所等容易构成三角支撑的地方以及结实坚固的家具底下或旁

边，用身边的坐垫、枕头等柔软物品保护头部。选好躲藏处后，正

确的避震姿势为；蹲下，低头，闭眼或用手保护头部。还可以用湿

毛巾捂住口鼻以防吸入灰尘、有毒气体。千万不要跑到阳台或窗户

旁，同时要远离玻璃门窗，悬挂物下。2、当你正在上课时，迅速
抱头，躲避在各自课桌下，震后在老师指挥下迅速撤离教室。3、
在影剧院、体育馆等处，就地蹲下或趴在排椅下注意避开吊灯、风

扇等悬挂物；注意用手或者其他物品护好头部，等地震后。听从老

师指挥，有序有组织撤离到安全地点。4、在商场、书店等地，选
择结实的柜台、商品（如低矮家具等）或柱子旁，以及内墙角等处

就地蹲下，用手或其他物品护住头部；避开玻璃门窗、橱窗或者柜

台；避开高大不稳或摆放重物、易碎货架；避开广告牌、吊灯等高

耸或悬挂物。5、当你在操场或者室外时，应该尽快跑到开阔的地
方，要远离楼房、围墙、树木、广告牌等。更不要躲在地下通道中

或高架桥下。不要坐在汽车里，要到空旷的广场避难。5、如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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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安全教育



高楼地震时不要乘坐电梯，震后迅速楼梯逃离，更不要跳楼。6、如不
被废墟掩埋要尽力保持冷静，设法自救。要保存体力，不要大声呼喊，

听到有人时再呼叫，或敲击出声，向外界求救，无法脱险时，尽力需找

水、食物，创造生存条件，耐心等待救援。

       我们要掌握防震的安全知识，提高学生在特殊环境中和紧急情况下
自我保护、自我救助、紧急逃生能力，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了生命的珍

贵，并且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形成良好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增强面对

突发自然灾害的应对反应能力，认识到防震减灾不仅事关个人切身利

益，更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发展稳定与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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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铸造美好 收获锦旗一枚

9月13日，收获一枚C3全和诚企业送来的锦旗一枚，表示
对物业服务工作的感谢。

“服务热情、尽职尽责”这八个简单的字再一次淋漓尽致地
传达了天孚物业天大科技园项目的服务精神，也表达了企业对
天孚的认可与赞誉。

天孚物业天大科技园项目管理处始终坚持“以业主的需求
为中心，以园区企业的需求出发，做到想业主之所想，急业主
之所急”的服务宗旨，在实际操作中时刻牢记物业管理不是一
件小事，做好礼貌规范的日常接人待物，对有需要的企业尽心
尽力的去奉献我们的光和热。

以专业铸造美好生活，方能赢取业主的信赖。无论是专业
标准的物业管理还是精彩丰呈的暖心问候，我们创造舒适、和
谐、安定的园区环境的初心祈愿始终如一。

在服务中不断提高我们的岗位形象和服务意识，为园区企
业创造更好的物业服务价值。

第三分公司/杨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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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接待工作根据区域岗位的分工，会议接待工作严格按照要
求，坚持正确的严守纪律，加强学习，坚定信念，强化岗位责任感。
在日常工作中始终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强化岗位责任感，圆满完成
领导交代的各项工作任务。

工作中必须认真细致地做好接待前准备、接待服务及接待后的工
作，从而更好地发挥职能部门作用，服务热情，展示形象，展示出接
待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接待工作要做到热情周到、耐心细致、规范有
序、从而更好地完成会议接待工作，使开会的客人满意。

会议开始前接待员会对每一个会议室进行仔细的检查，检查会议
所需用品的卫生、数量、摆放、各个角落卫生，电子、照明设备，绿
植摆放，空调温度，根据天气情况看是否需要降窗帘避免阳光刺眼。
从而使领导有一个良好的开会环境。提高服务质量，做到熟悉每场会
议。会议前熟悉会议时间，地点，名称，人数和会议使用相关物品，
保证会议顺利开始，保持会场安静，及时为领导续水，会议结束后及
时检查会场，检查有无客人遗留物品。认真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
作。

会议接待是一项繁杂的、需要细致对待的工作，每一场会议接待
任务的顺利完成，需要接待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在工作中，严格
遵守接待各项规章制度和接待工作服务标准，通过多看、多听、多
想、多问、多做，熟练掌握接待工作的重点和要点把握关键环节，在
点滴实践中逐步提高自己服务接待任务的意识和能力。在接待过程
中， 严格按照接待规则和流程操作，实行规范化、程序化服务，确
保工作高效、有序、有条不紊。

当好助手，积极与部门领导进行交流，在工作上出现的问题及时
汇报，积极改正工作中不足，使接待工作能够更加完善，对各种突发
事件及时提出并合理化解决。

服务至上是我们永恒的主题

05 项目风采 Project elegant demeanour



同时，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认真学习会议接待方面的专
业知识和业务技能不断提高服务会议的能力和水平，认真务实，扎
实做好各项本职工作。每一个微小细节都力求妥善、到位，确保会
议期间不出任何纰漏，保障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提高我们的服务
质量，让自己以最饱满的精神面貌服务好每一次会议接待服务工
作。

第五分公司/邓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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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在这个令人开心愉悦的日子里，滨海新
区接到了“疫情加重，严格管控”的通知，在接到通知的那一刻起，我
们知道，这意味着身为一个物业人，自己身上的责任将更重，肩上
的担子将更沉，为了抗疫的胜利，我们将冲在物业岗位的最前线。

细心检查，保障运行；工程师傅们认真检查核酸检测场地内设
备，连接照明，给采集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最坚实的基础。严格检
查，不留疏漏；秩序队员们严格检查着每一个居住人员、工作人员
和来访人员的防疫资料，做到人人必查，绝不漏查。关怀备至，直
达每户；客服人员们认真梳理着每位住户的采集信息，第一时间联
系未能参加人员咨询原因，不使任何一位住户漏掉检测。

坚守的物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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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停止，更未
退缩；环境维护员们
消杀着每一片区域，
清理着每一个角落，
让公寓的环境永远保
持着干净、整洁。

无惧寒冷，不怕
雨淋，纵使天气再恶
劣，依旧不怕困难，
勇往直前，无所畏
惧，坚持到底，这是
我们作为物业人的责
任，这是我们物业人
的担当。



抗疫路上，有你我共同前行的脚印；风雨兼程，皆有你我砥砺
前行的背影。我们，是自己的“孤勇者”；我们，是自己的英雄。致
敬，每一个孤勇者；致敬，每一个物业人。

第一分公司/全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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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形势目前仍然严峻，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天津市蔓
延越发加剧，多地确诊病例频频出现，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切不可懈怠、麻痹、疏忽。

疫情防控战“疫”时期，天孚物业奋战在一线，对业主们提供
服务帮助，面对这次滨海新区疫情突然袭来，在这关键时刻，
物业有责任，也有义务冲在防疫的最前线，虽有委屈但绝不能
退缩。首先积极响应，全物业员工佩戴口罩上岗，为业主提供
最优质的后勤保障工作，作为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坚守岗
位，微笑逆行，给业主带来了安全感，也给疫情防控写下了重
要的一笔。然后全面布置疫情防控工作，全体物业员工展现出
高度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全员待命，彻夜奋战，高效协助核酸
检测、严密组织消杀清洁，全力以赴做好各项防控工作，用担
当、用真情为广大业主筑起最坚实的守护墙！全体物业员工始
终冲在一线，恪尽职守，扎扎实实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真真切
切为广大业主提供服务，舍小家为大家，既是物业行业抗击疫
情的典范，也是广大物业人在疫情防控中的真实写照。物业最
大程度解决广大业主的问题坚决打赢此次疫情防控攻坚战。

对抗疫情

09 项目风采 Project elegant demeanour

第五分公司/贾丽旭



第五分公司/沈   莹

不知不觉，2022年的白露已落幕，但是高温并未退去，临近
秋分时，又迎来了降雨。不论是高温还是降雨，物业人依然坚守
岗位，烈日炎炎时，我们为业主抵御骄阳，降温降雨时，我们为
业主挡风遮雨。就在那个气温骤降的清晨，保洁阿姨们早早来到
工作岗位，换上那熟悉的制服，带着饱满的热情和活力开始处理
降雨带来的污渍，她们干劲十足，分工有序，有的在大门口为来
来往往的业主们套上干净的伞袋，有的在户外擦拭着被雨淋脏的
护栏、玻璃及墙面，有的在道路两旁清扫着一片片的积水，有的
在地库清理着降雨带来的污渍，有的则在楼内寻找漏水点以防雨
水打湿地面。她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认真的态度，用贴心的服务
换来业主的笑脸。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营造了一个干净整洁的
雨中环境，同时也为业主的安全出行提供了安全保障。同时疫情
当前，我们所的有保洁阿姨都在坚守岗位，严阵以待，每天定时
对楼内重点区域、垃圾桶和重点区域进行消杀，确保大楼的环境
干净整洁，安全卫生。得到了业主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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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的守护



 
 

-  致最好的时光  -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tr ip

今年中秋前夕，天孚物业天大科技园项目于天孚餐厅举办
了“DIY月饼联欢活动”，邀请园区企业们共享中秋月饼、冰皮月
饼DIY、猜灯谜、送花灯等活动，共乐中秋情，一幕幕有爱、有
笑、有团聚的现场，荟萃了各类中秋特色游戏互动，成为中秋
最美好的注脚，也获得了园区企业的一致好评与感谢。

DIY冰皮月饼让园区企业体验了手作的乐趣，挂满了纸灯笼
的灯谜墙让园区企业们体味了中秋佳节的风雅，展现活力和风
采……一场联欢活动唤醒了大家心中向往的“节日仪式感”。

 

中秋共团圆——所有欢聚 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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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公司/杨   帆

团圆佳节，自然少不了象征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月饼。项目上的
员工早已妥帖准备好各种食材，邀请园区企业至天孚餐厅，手工制
作饱含爱与暖意的月饼；闲谈欢笑中，月饼慢慢成型，企业与物业
间、企业与企业间彼此的亲切熟悉感和友善相处、有难相扶的情
谊，也凝聚成所有人向往的生活模样。

欢声笑语的背后，凝聚着来自物业团队共同倾注的美好祝福，
在与园区企业们共度的珍贵时刻，这一刻的团圆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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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人，平凡而低调，没有豪迈誓言华丽衣衫，甚至走入
人群即被淹没，默默地奉献，细致的服务；物业人，质朴而坚
韧，没有撼天动地的惊人壮举，但这丝毫不影响把责任揣在心
间，以兢兢业业的态度去工作，带着温暖和力量，服务万千业
主。

说起提升物业服务品质，我们就不得不了解下这个问题表
现出来的是什么，这个差距到底在哪里，这个差距是业主理想
的物业服务品质和实际日常生活中享受到的物业服务品质之间
的差距，那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物业服务、水平：坚持“以人为本”为业主服务的根本理
念，充分地为业主排忧解难，要学会从业主的利益角度去为业
主提供良好的物业服务，增强项目的物业管理水平，保证在原
有的优质物业服务的基础上，增加服务种类，进一步提升物业
服务的水平；

2.业主投诉：及时有效的处理业主的投诉，无论业主投诉
合理与否，物业方面都应该耐心接受，并立即准备着手处理，
将业主的事当做是自己的事，及时有效的联系沟通相关各方面
共同解决问题，与业主相安处理，把业主的投诉当做是改进提
升的方面；

3.服务要点：在服务中，还必须结合实际，做到精细、准
确。精细是指服务的流程要周全详尽、尽善尽美，做到最细
致、最具操作性；准确是指服务流程设计要切中要害，分工要
清晰明确，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第五分公司/顿   妍

如何提升物业服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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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文化视角Cultural Perspective

知乎上有个问题：“一个人活得很累的根源是什么？”
高赞回答说：“不是能力问题，不是外貌问题，而是没能处理好与自

己的关系。”确实，很多时候，人之所以感到痛苦，不在于事情本身，而
在于我们内心的冲突。对一件事过于敏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激
起情绪上的波澜。久而久之，不仅对自己越来越不自信，甚至对生活也
产生了厌烦的感受。有时，一天下来，即便什么都没做，也会觉得好累
好累。

其实，这些都代表着严重的精神内耗。内耗的过程，就像是用一把
勺子，慢慢将自己掏空。想要摆脱内耗，让生活恢复活力，《人民日
报》推荐的这9个方法，你一定要试一试。

停止活在他人眼里。叔本华说：“人性有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在
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生活中，很多人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太在乎
周围人的反应。同事无意间的一个眼神，会让心情失落许久；朋友不经
意的一句话，会默默纠结半天。太过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后果往往
是，在敏感和讨好中委屈了自己。你要明白，生活说到底，是取悦自己
的过程。学会将生活的重心转移到自己身上，你才能活出最闪耀的人
生。

停止后悔。有一位从业精神病理学多年的专家，在精神病学界享有
很高的声誉。他说，自己有许多病人，都把时间花在缅怀过去上，后悔
曾经做过的或者没做的事。要是我在那次准备得好一点；要是我当初没
犯那样的错误……反反复复地懊悔，最终让自己陷入了无尽的精神消耗
之中。人活一世，难免有遗憾的时候。一时的反思可以推动我们进步，
长久的懊悔只会令我们步履维艰。毕竟，我们无法改变过往的遗憾，却
可以决定未来能否不留遗憾。

停止苛求完美。在我们的身边，完美主义者往往有两类人。一种是
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极致；另一种是对别人要求
很多，严于律人，不允许周围人犯一点错。不管是哪一种，都注定活得

请停止精神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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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累。因为这个世界，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如你所愿。《道德经》中说：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与其在苛求完美的路上让自己精疲力竭，不如
放松下来，给生活留一点缺口。保留那份遗憾，人生也许不够完美，却
能变得更加完整。
       停止思虑过度。博主张不同讲过自己的一段经历。大学毕业后，他
入职了一家公司，领导找了一位老员工带他熟悉公司业务。但是，那位
同事每次和他说话，嗓门都特别大。有时候听上去，简直就是像在吵
架。为此，他郁闷了很久，觉得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得罪了对
方。后来他才发现，原来那位同事耳背，常常听不清别人说话。所以在
讲话时，音量也会不由自主地变大。很多事就是这样，本来没什么，就
是因为想太多，才让一切变得复杂。
       停止陷入消极。有句话说：“事情压不垮人，但面对事情的态度可
以。”乐观的人，总能以从容和满怀希望的步履轻松走过岁月。而消极
的人，总是陷入失败和困惑的阴影里。比如，表白被拒了，就觉得此生
注定孤独；一次没考好，就觉得以后都前途灰暗。小问题造成了负面的
情绪，负面的情绪又进一步放大了问题。最后，一点小事，却变成了一
场灾难。真正优秀的人，不是遇不到困难。而是在困难来临时，不会将
自己置身于颓废和悲观的情绪之中。保持微笑，凡事看淡，好运才会与
你不期而遇。
       停止设限。有时候人之所以痛苦，不是因为我们不具备这样的实
力，而是在心理上默认了一个“不可跨越"的高度限制。因为自己不是专
业出身，就放弃了原来的梦想；因为自己还是个新人，所以就不敢争取
想要的机会。久而久之，但凡遇到点困难，就会选择退缩；但凡遇到点
机遇，都会被无情错失。有句话说得好：“生命的意义在于开拓而不是
固守，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失去前行的勇气。
       停止反复犹豫。你是不是也这样？本想去减肥，但是一想到运动好
累，就有点纠结；本想去旅行，但是一想到出发前要做的功课和准备，
就有点动摇；本想去创业，但是一想到可能面对的困难，就有点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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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公司/卢振莹

犹犹豫豫到最后，常常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做成。作家脱不花曾说：

“人生总有很多左右为难的事。如果你在做与不做之间纠结，那么，不
要反复推演，立即去做。”所谓三思后行，如果只停留在“三思”，所有美
好的愿景都会沦为遗憾。

       停止自我攻击。“我真差劲，因为我不会说话，情商太低了”；“我是
一个失败的人，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我不配被爱，因为我不够优
秀”。内耗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无法接纳自己，进而自我攻击。当你
不满意自己，对自己挑三拣四时，你就注定很难得到快乐。人活在世

上，最难也最重要的课程，就是和自己和解。或许你不善言辞，但是你

有着出色的行动力，能代替一切花言巧语；或许你能力一般，但是你一

直勤勤恳恳，让家人得以衣食无忧；或许你普普通通，但是你有着良好

的品行，足以得到大家的喜爱和尊重。所以，从今天起，不要再自我贬

低。学会相信自己，欣赏自己，看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只有你拥抱自

己，世界才会敞开怀抱接纳你。

       停止拖延。奥巴马当选总统时，有人问他：“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在
哪里？”他回答了四个字：总是提前。为什么提前去做？就是因为不想
让拖延的习惯，成为自己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拖延是雪花到雪崩的积

累，长久拖延只会让我们陷入焦虑和紧张的情绪之中。打败拖延也很简

单，只需要记住两个字：行动。今日事，今日毕，永远不要把问题拖到

明天再处理。

       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自己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是唯一的终结者。
告别内耗，是一场自己和自己的战斗。当你克服了内心的障碍，你会见

到别样的风景，领略到不一样的人生。点亮“在看”，从现在开始，改变
自己，摆脱桎梏，用轻松、欢畅的脚步度过余生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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