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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泉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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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5 日下午，集团在上海青浦太阳
岛度假中心召开了 2022 年“凝心聚力、
砥砺前行”新年工作会议。集团董事长王
岳祥、集团党委书记、总裁吴桂玲、副董
事长王哲洋、副总裁江年胜、陆燕萍、杨
伟中、方志礼，以及各部门负责人、骨干
参加。会议由集团党委书记、总裁吴桂玲
向大会报告了 2021 年集团年度工作总结，
并设定了 2022 年工作目标，王岳祥董事
长做了总结讲话。

吴总在大会上通过 PPT，以图片和数
据的形式详细介绍了 2021 年集团的一些
重点项目建设，特别是符合国家发展战略
的优质重点项目的投入所取得的实际进展
和效果以及 2021 年度集团在党建、工会
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她
在报告中肯定了各部门工作，并根据集团
下一步发展规划，为各部门制定了 2022
年度工作目标。吴总在感谢与会代表及所
有宏泉人辛苦付出的同时，为集团注入新

的活力、提出新的要求，激励每一位宏泉
人向着新目标“凝心聚力、砥砺前行”！

王岳祥董事长在总结讲话中首先感谢
吴总带领集团在 2021 年取得的成绩。他
指出，2021 年集团的发展虽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但一路走来并不平坦。展望新的
一年，集团要在产业项目上要寻找更多优
质项目、对正在进行的优质重点项目全程
跟进全身心投入。在管理上要与时俱进，
调整工作思路，要发展更要稳扎稳打，一

些基础性的管理工作必须持之以恒！他指
出，集团的发展工作，要突出长远计划，
要强化发展战略，要增强应变能力。他希
望全体宏泉人要始终怀揣梦想，遵循“聚
人、聚心、聚德，同结祥和缘”的企业文
化，上下同心，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与会成员纷纷表示定要按照集团的发
展目标立足本职加强自我，在宏泉的大家
庭中与所有宏泉人一起凝心聚力、砥砺前
行，争创佳绩！

年度工作会议后，王岳祥董事长在宴
会厅举行了晚宴，宴请全体与会人员并组
织了开奖活动，在祥和温馨、欢笑热烈的
喜庆氛围中，大家举杯共祝宏泉集团新年
再创佳绩。

宏泉人将信心满满，一同“凝心聚力、
砥砺前行”共创集团美好的明天！

畅聊发展、直面难点！
普陀企业家政协委员齐聚早餐会，

一起向未来

集团举办“凝心聚力、砥砺前行”
新年年度工作会议圆满闭幕

3 月 1 日，“政企心连心 畅聊早餐会”举行。区政协主席杭春芳邀请
12 位企业家政协委员共进早餐，上海宏泉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
普陀区政协常委吴桂玲女士受邀参加。

杭春芳主席说，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之年，是
落实区党代会目标任务的开局之年，希望广大企业家政协委员积极融入普
陀经济发展大局中，多为普陀发展作推介，多为项目建设搭桥梁，多为企
业落户牵红线，让社会各方面更好地了解普陀、感知普陀、助力普陀，努
力画大同心圆，凝聚强大向心力，汇集更多同行者，为共同谱写普陀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上海宏泉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普陀区政协常委吴桂玲女士
在早餐会上介绍了集团在普陀开发建设的项目及梅川路缤纷生活体验街招
商提升品质的新进展。她表示，集团的发展成就是上级党委政府关心、政
协组织支持的结果，将带领集团一如既往秉持初心，不惧困难砥砺奋进，
为普陀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虎虎生威，迎新纳福

1 月 29 日，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集团董事长王岳祥，集团党委书记、
总裁吴桂玲等集团高层领导来到职工中间，向集团职工拜年，对集团职工表示亲
切慰问，并向在场的员工发放了春节红包。集团副董事长王哲洋，副总裁江年胜、
陆燕萍、杨伟中、方志礼等集团领导参加了拜年活动。

慰问物业一线职工。1 月 28 日，集团副总裁江年胜，经济运营党支部书记、
祥泓物业公司总经理许菲菲，集团工会委员安鹏等一行，慰问了集团祥泓物业公
司一线职工，并向他们赠送了春节大礼包。

慰问投资管理部商办中心职工。2 月 15 日元宵节，集团工会主席李健方，投
资管理党支部书记、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陈琳前往投资管理部商办中心，看望慰
问了商办中心职工，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向他们表达了节日的祝福，并
为他们送上了元宵。

集团党委书记、总裁吴桂玲认为，我们通过开展春节慰问活动，感谢职工一
年来的工作和付出，可以让职工感受到来自企业的肯定和情感，凝聚职工为集团
发展建功立业，共同构建宏泉祥和大家庭。

集团党员和职工一致表示，要把领导的关心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尽心尽职努
力工作，在新的一年中争取有更好的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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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庆百年党庆，学百年党史。听故事：听王岳祥董事长讲述当年的创业故事，
听韩德彩将军讲述抗美援朝战斗故事。看党史：看红色电影，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讲
党课：党委书记、支部书记为党员上党课。写答卷：开展“党史知识我知道”竞答活动。
悟思想：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结合党史学习谈认识，找差距，促提高。

二、参加社会主流活动。参加镇“乘风新时代，追光新征程”迎新公益活动、镇
文明实践主题活动等，组织支部志愿者活动。

三、强化工作推进。补齐支部班子，完善工作网络，加强支部书记工作责任制考核。
四、开展多形式的学习教育活动。开展“红色引领铸辉煌，责任发展感党恩”庆

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活动，收看直播、理论学习、书记党课、专题组织生活会、学习交流、
党日活动等。

五、发扬民主选好代表。发扬过程民主，积极稳妥做好党代表、人大代表的选举
工作，确保代表的先进性。

六、圆满完成工会换届。召开工代会，选举产生集团新一届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
查委员会，圆满完成了工会换届选举工作。

七、召开集团职代会。推进集体协商、企业民主管理，签订《集体合同》，促进
和谐企业建设。

八、职工素养提升。组织“静心阅好书，书香伴我行”职工读书活动、“绣出最美”
女职工刺绣活动，参加镇总工会线上线下培训。

九、职工体育活动。举办“动起来更健康”职工运动会，参加普陀区民营企业羽
毛球比赛和长征楼宇运动会。

十、会员管理。为集团 100 余名会员办理年度注册、工会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十一、职工保障。为工会会员办理上海市工会会员专享基本保障，参加普陀区职

工互助保障计划，覆盖 100 多名会员职工。
十二、女职工专享。调整充实集团女工委员会，享受各项专属福利，举办女工专

题活动。
十三、开展慰问活动。新春和高温慰问、探望职工、帮助职工办理住院保险等。
十四、组织评先评优。全年荣获全国、上海市以及普陀区和长征镇荣誉 10 余项。

4 个集体获评集团文明班组，3 个集体获评集团工人先锋号，11 名职工被评为集团文
明员工。

2021 年集团党建工会工作有哪些

新 年 工 作 问 答
2022 年集团党建工会重点工作有哪些

2022 年主要强化七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党工班子思想建设。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带头学党史强思想，学管理强业务，凝聚党员职工，
为实现集团新的发展目标建功立业。二是强化党史学习，提高认识强素质。继续深入
开展学习党史主题教育活动，不断提高集团党员职工的政治思想素质。三是强化党建
育人，锻造高素质队伍。发挥党组织、工会的教育和组织作用，培育优秀人才，激励
党员职工勤于干事，勇于创新，打造高素质党员职工队伍。四是强化文明创建。开展
文明单位创建活动，以及以区域“创城”、“同心家园”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社企互动，
同步推进集团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五是强化祥和大家庭建设。听取党员职工心
声，积极为党员职工服务，把关心工作落实到实处。六是强化企业文化建设。组织开
展党员职工喜闻乐见的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党员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七是强化企业
民主管理建设。开展集体协商和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维护职工和企业的整体发展
利益，为集团的经济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2 月 22 日上午，根据集团党委布置，召开了集团 2021 年度组织
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布置会。

会议学习了长征镇党委《关于召开 2021 年度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
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有关事项的通知》精神，传达了长征镇党委视
频工作会议要求，按照集团党委“认真落实，深入学习，实事求是，
体现民主，整改提高，树立形象”的工作目标，作了工作布置。一是
明确主题，二是做好会前准备，三是分析党性查摆问题，四是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五是落实整改。会议还要求各支部根据工作实际认真
组织实施，通过学习，通过民主评议，通过问题整改，取得实际效果，
使支部和党员经过新一轮的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坚定理想信念，
工作中积极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集
团的新发展做出新贡献。各支部一致表示，将按照集团党委的工作部
署做好相关工作，做到工作准备充分，过程推进有序，在思想上和工
作上有促进有提高。

集团党工办主任李健方主持会议，党工办李铭就集团 2021 年度组
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做了说明，投资管理党支部书记陈
琳、经济运营党支部书记许菲菲、综合管理党支部书记周燕萍出席了
工作布置会议。

集团党委召开年度相关工作布置会

集团工会召开工会委员扩大会议

1 月 17 日，集团工会召开了工会委员扩大会议，会议就劳动保护、
节日慰问、关心送温暖、防疫工作做了布置，并就 2021 年度文明班组、
工人先锋号、文明员工申报名单进行审议。方志礼、陈琳、周燕萍、安鹏、
刘红英、徐敏出席会议，李健方主持。

一、节前相关工作布置
会议要求各分工会结合春节假期，一要认真做好职工劳动保护工作

监督工作，努力促进集团安全生产，突出防火、用电、用气、防冻保暖
等工作，加强日常巡视和检查并做好记录，强化隐患的整改督促工作，
对户外工作人员、夜班保安等要做好防冻保暖工作。二要组织开展节日
慰问活动，结合各部门、公司的工作实际，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日慰
问工作，重点做好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一线职工，尤其要做好留沪
过年的外地职工的关心工作。三要积极做好春节帮困工作，特别是对因病、
因灾等原因造成经济困难需要经济帮助的职工要关心到位，希望集团职
工都能够开开心心过好年。四要做到防疫工作不放松，按照防控要求强
化工作，做好集团大楼、小区防疫工作，确保集团管辖范围之内的人员
健康平安，保证居民和企业、商家的正常生活、工作秩序。同时，要做
好职工的自身防护，出门戴口罩，不聚集，不到疫情关联地区去，有发
热等症状马上就诊，外地来沪人员主动做好报备、观察，平平安安过好
春节。

二、评先评优
会议就各部门上报的 2021 年度集团文明班组、工人先锋号、文明员

工进行评议。参会人员仔细审阅了上报材料，大家就班组人员的编排、
集体和个人表现等发表了意见，同时还就安全生产、遵章守纪等情况听
取了相关部门的意见。

“展女性风采、做魅力女人”
——集团 2022 年“三八妇女节”庆祝活动

3 月 8 日，春光明媚、阳光灿烂，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 2022 年国
际劳动妇女节，为了体现集团领导和集团工会对女职工的特别关爱，展现公司文化氛
围和人文关怀，集团精心准备了庆祝活动，为女职工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尽管近期由于防疫防控要求不能举办聚集活动，集团女职工 DIY 活动暂停，但享
受专属假期、笑纳节日慰问礼金、接受男同事赠送的节日玫瑰和祝福，享用节日的喜
庆蛋糕，满满的仪式感让女同胞们脸上始终充满如花般的灿烂笑容，大家沉浸在祥和
与温馨的氛围里。

宏泉集团对于女职工的权益和福利一向非常重视，一如既往地每年开展妇女节庆
祝活动，彰显宏泉集团“创造祥和生活”的宗旨。活动既活跃了团队气氛，增进了同
事间的情感，更凝聚了团队精神，遵循“聚人、聚心、聚德，同结祥和缘”的企业文
化，上下同心，用充满激情的阳光心态投身到工作中去，共同谱写企业发展的新篇章、
共绘企业美好的明天！



2 月 25 日上午，伴随着灿烂的阳光，集团领导班子率全
体中高层管理人员和骨干前往“长三角国际协同创新中心”
工程项目建设工地，并在项目办公地对区域的建设规模、建
设进度和计划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该项目傲居松江、闵行交界处，向东承接上海中心城区，
内接 G60 走廊，外接虹桥枢纽，为长三角入户的 CBD 科创区。
项目由国际设计师丹尼尔 . 里伯斯金执笔设计，涉取“天空、
巨石、花园、流水”的设计理念。

自“长三角国际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各
项工作始终有条不紊的快节奏展开。今天，项目已初具雏形，
整体框架已然展现，集团领导班子与全体参与人员兴致勃勃
地亲眼目睹了工程的恢弘气势。

项目建设工程部经理周鸣俊、临云公司金艳向大家介绍
了项目建设工程进展情况和工程建设规划。目前施工单位正
积极组织施工力量，抓紧对工程主体楼宇进行地下第三层的
开挖，按照计划 2022 年 7 月地下结构出 ±0M、2023 年 6 月
主体结构封顶、2023 年 9 月家住外立面完成、2024 年 1 月办
公和商业竣工、2024 年 12 月酒店精装修完成、2025 年 5 月酒
店开业。

随后，参观一行来到项目施工区域实地，大家神采奕奕、
步履轻松畅所欲言，表达着对“长三角国际协同创新中心”
未来雄伟的建筑、宏大的规模、完善的设施、优美的环境的
美好憧憬。所有人都热血沸腾，激情满怀，在感叹的同时，
纷纷表态要尽心尽力为集团的发展和长远规划添砖加瓦！

“长三角国际协同创新中心”工程建设怎样了？一起现场看看去！
——集团组织全体中高层管理人员和骨干前往项目工地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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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砥砺前行”——集团 2022 年拓展活动纪实
为培养团队精神，体现集体力量，增强各部门之间的凝聚力，激发团队更高昂

的工作热情和动力，集团于 2 月 26 日上午在上海青浦太阳岛度假中心举办了户外拓
展活动。这次活动旨在通过组团比赛的方式，塑造团队协作的精神，提高各部门之
间的合作与交流。

参赛者通过抽签组合为四个小组，比赛共分三个环节：“123 木头人”、“特别
版羽毛球赛”和应景冬奥会的“旱地冰壶竞技”。

“123 木头人”：在前进中需要参赛者克服困难（光脚踩按摩垫）的同时更要做
到令行禁止（当裁判回头看是必须静止）。这项比赛既给予参赛者发挥的空间，更
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必须遵照指令、按规则行事。

“特别版羽毛球比赛”：可不是常规的打羽毛球哦！由各队抽取不同的击打球
拍（有标准球拍、儿童球拍、乒乓球拍和包装盒），既要灵活运用好手中的各种球拍，
又要应对上下左右晃动的球网，在比赛中更体现出参赛者接球的配合默契以及现场
对各类情况的应变能力。

“旱地冰壶竞技”：需要各队在比赛过程进行策略调整，在比赛中，需要根据
赛场状况，通过充分的讨论并决定是要得分还是要破坏或阻止对方得分。比赛侧重
培养大家的协调能力和大局意识。比赛环节结束后，各支队伍得到了名次和奖励，
大家仍意犹未尽，分享比赛的成功和喜悦。

活动尾声，所有参与者在组织者的编排下，在绿茵草地上拼出了人形的宏泉
LOGO——“HOCHANE”字样。

本次拓展活动对每一位参与者而言都是非常具有深刻意义的一次活动，也让大
家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应继续发扬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凝心聚力、砥砺前行”，
坚信我们可以打造一支更加优秀的团队，更好的去完成集团新一年的各项工作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