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chane Group
2022 年第 3 期

总第 86 期 Hochane Communication

通讯
欢迎关注微信订阅号

宏泉集团

上海宏泉集团有限公司主办 上海市非公企业优秀内刊 名誉主编  吴桂玲      执行主编  陆燕萍      责任编辑  朱剑 陈琳  张文俊  钱光晨 　　　      图文制作  皮怀谷

企业来风A4 2022 年 6 月 20 日 聚人 聚心 聚德 同结祥和缘

地址：上海市梅川路 1357 号宏泉大厦 11 楼    邮编：200333    网址：www.hochane.com.cn    电话：（8621）52759178

春风和煦、草木蔓发。在这个最美的季节里，
新冠肺炎疫情给大家的工作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
的影响，也让这个“五一”假期变得有点特殊。

疫情面前，宏泉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化成
大白、小蓝、志愿者，走进社区、大街小巷，共
同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实堡垒，共同谱写充满希望
与力量的劳动者之歌。

节日前夕，集团副总裁江年胜陪同普陀区委
副书记周艳、长征镇相关领导查看了梅川路新设
置的核酸检测站点。

祥泓物业管理公司节日期间依然坚守岗位，
对梅川路商业街、管辖社区等进行高频消杀。认
真严格执行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积极配合防疫部
门做好社区人员管理、后勤保障等工作。

副总裁江年胜、物业经理安鹏带领团队向祥
和大厦及梅川路商户等非住宅区留守人员配送物
资。

公司多位党员职工们作为志愿者依然奋战在
抗疫一线，他们有的协助分发保供物资，有的帮
助住户搬运快递团购商品，有的在封控楼栋值守，
有的负责核酸检测点位，有的参与楼道卫生清理，
让我们用镜头去记住他们可敬可赞的模样。 

疫情“倒春寒”猝不及防地袭击了 2022 年
的春天，悲欢与感动交织，“平凡”被逆行点亮，
宏泉人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劳动之美。

在这个特别的“五一劳动节”，让我们向全
体同仁道声辛苦了！

多措并举抓管理  防疫复工两不误

喜迎“五一”，祈盼无疫！
——五一劳动节向宏泉劳动者致敬

伴随着上海 6 月 1 日进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后，宏泉集团于 6 月 6 日正式复工。公司认真贯彻普陀区政府各级部门、区商务委及长征镇防疫办关于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的指示和要求，牢记“坚持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硬、两手赢” ，针对公司运营和人员返岗进行周密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全力守护
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彰显企业的担当和行动力。

公司增派工作人员在公司入口处值守，复工人员通过场所码数字哨兵，查验健康码及 72 小时核酸阴性报告、测量体温，由指定通道进入公司。
认真严格执行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办公楼宇各个区域、梅川路商业街、管辖社区等进行高频消杀，场所配备洗手设施、消毒喷剂和洗手液；对外来货物、快递邮件

等进行消毒。
安 排 专 班 维 护 梅 川 路

商业街常态化核酸采样点的
人流秩序，最大限度减少人
员聚集和环境的交叉感染隐
患。

公司加强防疫防控的宣
传，通过大屏滚动播放、张
贴防疫海报等宣传方式督促
员工从自身做起，务必做好
个人防护，牢记防疫“三件
套”、防护“五还要”，上
班期间全时佩戴口罩，不聚
集不扎堆，保持社交距离。

“疫”消云散，全力以
“ 复”。6 月 6 日， 是 个 寓
意大顺的日子，宏泉集团在
政府和各级部门的坚强领导
和关心下，严格落实各项防
疫防控措施，积极推动企业
全速高效运作，奋力夺取疫
情防控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双胜利”！

G60 区域协同配套项目暨长三角国际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位于松江区新桥镇漕河泾开发区 15-13 号地块，由临港集团与宏泉集团共同投资，是临港集团和松江区深化
践行“区区合作 品牌联动”的重要项目，由上海临云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约 21 亿元，总建筑面积 14.8 万平方米，由 3 栋 99 米高的塔楼组成。建
成后，该项目将成为集国际五星酒店、甲级办公、精品商业于一体的高品质科创综合体。

项目于 2021 年 3 月开工，计划 2024 年竣工投入运营。该项目面向长三角城市群，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科技金融等产业，搭建科创技术研发、产业培育、
产业服务功能平台，将集聚一批龙头企业设立企业总部、设计研发中心、结算中心、商务中心等，全力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用集聚区、G60 数字经济桥头堡、G60 总
部商务核心区、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示范区。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G60 区域协同配套项目全面复工

践行使命责任，跑出复工加速度

2022 年 6 月 1 日一早，随着第一辆混凝土搅拌车
经入口消杀后驶入工地，G60 区域协同配套项目暨长
三角国际协同创新中心项目打响了经历上海本轮疫情
后全面复工的发令枪。为了这一刻，项目团队慎终如始，
积极协调复工准备工作，提前谋划复工方案，与属地
政府、所属园区保持紧密沟通，确保复工条件应知尽知、
应备俱备。

复工伊始，项目参建各方就地转身，马力全开投
入到复工工作中来。管理团队总结工地封闭期间在疫
情防控、安全保障、人员管理方面的经验，优化各项
举措，全面开启建设工作。进度方面，根据现有的材
料和人员，统筹安排人、材、机，针对当前重点工程
制定施工计划，日夜施工抢抓进度，配合项目关键节点，
合理制定抢工措施，保证项目整体任务目标按期达成。
人员方面，通过慰问关怀、每日动员、保障生活防疫
物资等稳定工友情绪，合理安排工种和用工配置，同
时提前做好人员招募和补充工作。材料方面，充分调
动内部物资保障供应资源，协助物资供应单位办理复
工手续，对于用量加大的材料提前进行采购储备，锁
定货源和供货时间，确保物资供应满足施工的进度要
求。机械方面，重新规划进度计划，根据不同施工阶
段的机械材料安排，与总包单位及设备租赁单位提前
对接。技术方面，组织设计单位、顾问单位和总包相
关单位，对设计文件不断进行优化和细化，确保现场
施工一次到位。

接下来，项目团队将以更精细化的管理手段，以
时不我待、分秒必争的精神状态跑出建设加速度！

创建“无疫”工地，为安全复工保驾护航

放眼全面复工后的项目现场，工程车辆在道口排
队进场，灯火下工友有序施工作业，一派忙碌景象。

项目自 3 月 11 日起进入全封闭管理状态。根据市
委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整体部署，项目公司严格按照
临港集团疫情防控管理要求，第一时间召集总包、监理、
及各参建单位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并成立疫情防
控指挥部，与上级平台公司、区直管部门、属地政府、
所属园区形成了“八方联防联控”的防控管理机制。
封闭管理的 81 天中，项目公司组织开展核酸检测 34 次，
抗原检测 54 次，累积检测 2.3 万人次，200 多名项目
员工始终保持 “全阴”，为顺利复工复产奠定了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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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抗疫逆行者
长征镇总工会暖心慰问

为做好抗疫一线职工的关心关爱工作，充分发挥工会“娘家人”
作用，长征镇总工会积极行动，为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者送去
关怀和温暖。5 月 30 日下午，在梅川路商业街的防疫一线工作人员收
到了镇总工会的暖心慰问，鼓励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坚定信念，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中。

防疫尽责暖民心  业主致谢赠锦旗

6 月 3 日上午，祥泓物业管理公司收到了祥和尊邸全体业主赠予的锦旗 :“热情周到，兢
兢业业”，表达了居民群众在社区封控期间的真实心声和对物业工作人员的由衷感谢。

自上海采取疫情防控管控措施以来，为了做好小区疫情防控工作，同时满足居民的日常
生活需要，祥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的同时把业主的冷暖放心上，做
到虽人不出户但情要入户，公司上下主动担当作为，24 小时分组轮流值班，为居民配送生活
物资、上门核酸采样、消毒、处理生活垃圾、疏导情绪等贴心服务，稳住居民情绪。他们舍
小家为大家，主动放弃休息，争当抗疫先锋，与社区基层组织、医护人员一同构筑起了同心
战“疫”的坚固防线。

陆燕萍

王明捷

李铭志愿者证书宋丽英志愿者证书普陀区委组织部发给祥泓物业、临云公司表扬信 时硕志愿者证书 沈怡志愿者证书

刘红英 时硕 张志春（右一） 孙志杰（二排左一）

胥晓伟 李铭 滕翔峰（左一） 陈思洁 宋丽英

宏  泉  志  愿  者  风  采

“积极响应疫情防控政策、筑牢抵御疫情严密防线”
——集团新冠疫情防控专刊之风采篇

4 月以来的新冠疫情“倒春寒”形
势越发严峻，疫情防控已到了最吃紧的
关键时刻，越是此时，越需要团结一心，
奋勇抗疫，才能赢得这场硬仗的最终胜
利！

疫情无情人有情，危难时刻显担当，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公司上下闻
令而动、向疫而行，宏泉人以最美的逆
行姿态投入到抗疫的每一条战线！

集团员工们自发成立集团防疫志愿
者队伍，充实到集团大楼保安岗位，协
助做好集团大楼的管控工作。集团党委
委员、副总裁陆燕萍以及综合管理部、
财务审计中心、投资管理部、党工办等
部门的党员和职工积极报名参加，站好
每一班岗、值好每一日勤，严格执行出
入制度，为集团疫情防控工作尽心尽责。 

副总裁江年胜通过渠道采购生活保
障物资和农副产品，代表公司慰问管控
期间的祥和星宇小区中的孤寡老人，解
老人后顾之忧，慰老人安心保重。

祥泓物业管理公司制定多项疫情防
控工作方案，除积极协助社区开展核酸
筛查工作，配合防疫工作人员进行组织
和疏导工作外，更是采取加派人手实施
24 小时不间断轮岗值守等措施做好封控
社区的后勤保障工作。经多方筹集，及
时为祥和大厦及梅川路商户等非住宅区
留守人员配送物资，配合居委会向社区
住户提供民生大礼包，并挨家挨户嘱咐
业主疫情当下一定要安心配合社区各项
防疫措施并做好个人防护；安排专班为

住户提供自行团购物资的运送服务；安
排专班人员加强配电房、水泵房的值守
和运维，维修中心人员时刻待命，确保
社区设施正常运作，以更周到更细致的
服务和更快捷的响应让业主更安心更放
心。人性化的措施、细致体贴的关爱、
热情周到的服务，让住户感动不已，得
到社区业委会、全体业主的一致好评和
感谢！

发扬互帮互助美德，宏泉人在疫情
“倒春寒”中暖意浓浓！当得知员工在
配合社区封控期间遇到生活困难，同事
们都会积极提供帮助解忧排难，让受控
员工更安心放心。公司用“宏泉温度”

守护每一位“宏泉人”，处处彰显宏泉“聚
人、聚心、聚德，同结祥和缘”的企业
文化。

“疫情防控，志愿同行，党员带头，
人人有责”。公司在履行企业责任担当
的同时，要求公司党员和群众积极响应
《关于开展疫情防控党员“双报到”工
作的通知》和《普陀区疫情防控志愿者
招募令》，在工作之余或居住地管控期
间，号召员工就近就便积极参与社区基
层组织的防疫工作、宣传防疫知识，为
夺取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尽自己的一
份力。公司多位党员职工，如江年胜、
陆燕萍、刘红英、王明捷、宋丽英、孙

志杰、李铭、胥晓伟、滕翔峰、张志春、
陈思洁、安鹏、沈怡、黄柳、徐斌、时
硕等积极加入到社区街镇防疫志愿者队
伍，化身“大白”、“小蓝”，跑楼道
送物资、核酸筛查维护秩序、协助社区
居委会做文档做统计报表等，助力基层
疫情防控工作，齐心协力，为抗疫践行
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为抗疫尽自己的责
任和义务。 

汇沙成塔，滴水成涓，正是有我们
每一位的点滴奉献，我们的城市才更充
满希望。愿疫尘早日消散，静待春暖花
开！

“积极响应疫情防控政策、筑牢抵御疫情严密防线”
——集团新冠疫情防控专刊之战疫篇

3 月，上海新冠肺炎的疫情卷土重来！集团认真贯彻政府各
级关于疫情防控部署的要求，通过多举措，切实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织牢织密疫情“防控网”，切实把疫情防控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执行到位。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对疫情，公司高度重视，
立即召开会议对防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成立了“集团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由集团党委书记、总裁吴桂玲同志任组长，
副总裁江年胜同志担任常务副组长，副总裁王哲洋、陆燕萍、杨
伟中、方志礼以及总裁助理陈琳为组员。发布《集团疫情防控
工作安排通知》，对公司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做了具体的部署
和要求，并安排专班对各项防疫防控工作进行专项指导和检查，
使公司疫情防控工作有了坚实的保证。

积极响应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发出的《关于鼓励企业采取居家办公等灵活措施的倡议书》，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引导被封控在小区中的员工通过居家线上
办公、远程办公等方式协同工作，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行。

全面提升疫情防控等级，公司执行安保 24 小时轮值，严格
落实进出人员管控，设立双门岗，对进入公司的人员须持有有
效核酸证明，要求扫“场所码”并进行体温检测和登记。

设立快递、外卖物品专放区，谢绝外来人员进入，增加对
宏泉大厦、梅川路休闲街、祥和尊邸等小区消杀频次，最大限
度减少人员聚集和环境的交叉感染隐患。

加强防疫防控的宣传，牢记防疫“三件套”、防护“五还要”，
上班期间全时佩戴口罩，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做好个人日常健
康防护，“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听官宣”，积极传播正能量。

定期安排检测机构到办公大楼来给员工进行核酸检测，在
严格落实凭有效的核酸阴性证明上岗的同时更方便了员工就近
就便的快速检测。

充分做好防疫防护物资准备，积极配合疫情防控管控措施，
对管控场所，公司积极安排组织人员协助相关防疫检测、管控、
值守和后勤服务工作。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我们坚信，集团上下
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