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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打造党员活动新阵地
记上海建工房产有限公司“党员之家”
十九大前夕，为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进一步丰富上海建工房产的党员组织生活内容，为党内活动、组织学习、读
书读报等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不断提高基层党建工作水平，提升广大党员归属感和主体意识，公司党委建立了上海建工房产“党
员之家”。
温入党誓言的方式， 让在场的党员们一同回忆那庄严的
时刻，在思想上受到洗礼，从灵魂深处得到升华。 入党誓
词是党员对党和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每一名党员都要
自觉践行入党誓词的每一句话，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不
忘初心，始终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
向不偏。 宣誓完成后，党员们对照
“
两学一做”常态化开展
“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讲话要求，对自己的
和习总书记
在履行党员义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剖析，为
下一步在工作学习中更好地发挥党员应有的示范作用辨
明了方向。

深刻领会
内容丰富

营造良好的活动环境

“
党员之家”的建立，为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提供了平台和空间， 为党委及各支部今后开展各项活
动提供了有利的硬件保障和精神支持。 公司
“
党员之家”
中设立了
“
党员之家”看板，包含了党员风采、主题活动、
党员承诺、学习心得等几个栏目，还将中央
“
两学一做”常
态化工作要求、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概述、党章重点章节
等具有号召力的内容张贴在看板上， 以激发党员们的自
豪感和责任意识，发挥统一思想，凝心聚力的作用。“
党员
之家” 中还开辟了一块党员学习园地， 提供党的学习书
籍，供广大党员学习，提高党员理论知识。“
党员之家”的
建立，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力，为公司党组织更好地开
展各项活动打造了一个新的阵地。

亮出身份

的，是要让全体党员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信仰和责任，
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 亮出一名共产党员
的光荣身份。
亮身份体现了身份认同。 表明其作为一名党员，必须
用党员的标准去履行自己的义务， 为自己是一名党员而
自豪，公开党员身份并愿意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
亮身份体现了信仰自信。 通过设立党员示范岗，表明
始终维护中央权威，从言行上实践这一态度。 坚定了执行
党中央的决定、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决心，这一行为本身就
体现了党员的信仰自信。
亮身份体现了责任担当。“
道自微而生”，党纪严于国
法，作为党员，必须要承担比普通人更多的义务，要以更
“
党员示
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注重细节，时刻自省。 设立
范岗”就是唤醒党员的责任意识，为群众监督提供便利平
台。

不忘初心

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

“
党员之家”看板中有一个特殊的区域，展示的是上
海建工房产
“
党员示范岗”的名单。 设立这一新栏目的目

重温入党的庄严誓词

在
“
党员之家”落成的当天，上海建工房产党委组织
部分党员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宣誓仪式， 通过在党旗下重

守护企业声誉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近日，
“
党员之家”迎来了落成之后的第一次重要会
议——
—上海建工房产党委召开了第四次支部书记会。 公
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国华主持会议，各支部支部
书记参加会议并做交流发言。 在听取了公司前三季度党
员发展和基层党建情况汇报后，王国华交流了十九大报
告的学习成果，布置了下阶段党支部学习贯彻落实十九
大重要精神的工作要求，传达了集团纪委书记培训会的
精神。 会议还听取了几位支部书记对上阶段开展
“
两学
一做”常态化工作的心得体会。 会后，各位支部书记纷纷
表示，在“
党员之家”召开党务会议的形式非常好，浓郁
的红色氛围让党员们的使命感和庄严感油然而生，更加
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义务，坚定了为共产
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为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贡献
的决心。
上海建工房产
“
党员之家”就是这样一个能让党员静
下心来，进行理论学习、经验交流、开展组织生活的地方。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党员们的共同努力下，
“
党员之家”
将成为一个集服务、管理、教育、培训于一体的，服务党组
织、服务党员、服务群众的阵地，切实发挥全体党员
“
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示范性功能，真正成为广大
张凌波 陈烨
“
家”。
党员和群众心灵深处的

维护社会安定

上海建工房产有限公司基层信访干部工作纪实

信访工作和客户服务是房地产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窗口”，信访工作
和客户服务做得是否到位， 既影响到房
产公司的声誉，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魏
芝勇作为上海建工房产有限公司的客户
服务部主任， 同时也是一位国企信访干
部，他始终坚持“民生无小事，为民办实
事”的原则，认真对待每一起客户信访诉
求，千方百计地帮助客户解决困难。 他不
断加强自身建设， 积极研究和探索新的
工作思路和方法， 并不断地运用到工作
中去。 通过多年来的不断努力，魏芝勇将
信访工作和客服工作结合起来， 受到了
客户的广泛好评。

兢兢业业

认真做好客服信访工作

在日常工作中，魏芝勇始终坚持认真
处理每个客户的信访诉求，时常与业主面
对面交流，倾听业主的诉求，发现问题找
原因，现场落实解决，直到业主满意。
上海建工房产开发的某小区从2005
年第一批业主入户至今已超过10年，由于
当时建设时间比较紧， 且房屋长期空置，
导致小区内房屋存在质量问题。 该小区一
户业主的屋面长期漏水，经物业多次维修
依然无法彻底根治，其无奈求助上海建工
房产的信访客服人员。 考虑到该业主是一
位残疾人，情况特殊，魏芝勇亲自上门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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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并迅速联系维修人员帮助其彻底解决
了屋面渗水问题。 事后，该业主特地前往
公司，赠送一面锦旗以表感激之情。
此前，上海建工房产开发的某小区业
委会来电反映，小区门口的学校车辆进出
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出行及安全，虽与校方
多次交涉，但分歧严重。 公司信访办、客服
办获悉此事后马上赶赴现场勘查地形、了
解实际情况，立即出面协调并协商解决方
案。 最终，上海建工房产不惜减少盈利，提
供开发商持有商铺的部分地下车位供校
方使用，以此保障业主的出行方便和生命
安全，同时也承担了服务社会的责任。 小
区业委会事后寄来感谢信，对上海建工房
产以牺牲自身利益来保障客户权益的做
法非常感激。 一位业主对公司信访干部激
动地说：
“
你真的和我们的亲人一样。 ”

锲而不舍

积极解决企业遗留问题

静安区某小区的维修问题是上海建
工房产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 法院于
2006年判决生效后始终执行未果。由于该
小区部分业主不配合，维修工作一直无法
展开。2013年5月，在法院、街道、居委会等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该小区的修缮工作有
了突破性的进展。 在魏芝勇的带领下，组
织相关人员冒着40℃的高温， 对诉讼、信
访业主进行上门勘察33次，对业主晓之以

地址：上海市斜土路 2567 号 A1 座南二楼

电话总机：60850403

理， 设身处地地拿出精心准备的施工方
案，劝说业主不要放弃这次机会。 经过耐
心细致的沟通， 其中8户业主同意修理并
签署备忘录。2013年年底，该小区8户业主
家中维修工作全部结束。
魏芝勇耐心细致的工作，加上认真负
责的服务态度，得到了报修业主的一致认
可。 部分业主写来了感谢信，表达了他们
的深深谢意。 一户业主在感谢信中这样写
道：
“
维修一开始并非一帆风顺，但是经过
多次沟通，我感受到了你们解决问题的诚
意， 你们设身处地地为我们业主着想，拿
出了务实的施工方案，我们很放心。 ”

临危不乱

善于解决突发重大事件

某小区业主家窗台漏水，但因其对窗
台进行私改， 已不属施工单位的保修范
围。 该业主多次至房管局信访办上访，情
绪比较激动，希望可以解决其住房窗台渗
漏问题。 考虑到业主的实际情况，从维稳
大局考虑， 魏芝勇积极和施工单位联系，
帮其解决了窗台渗水问题，并多次回访确
认维修情况，得到了业主的认可和好评。
公司某楼盘周边三个小区居民因打
桩造成业主房屋不同程度受损，业主群访
至区政府，还经常有居民三五成群地到项
目公司闹事，对项目公司的日常工作带来
了极大的影响。 为此，公司安排魏芝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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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处理相关群访工作，他针对这些业主的
投诉，按照公司
“
积极主动、耐心细致、加
强沟通、争取支持”的十六字原则积极开
展工作，冒着酷暑走访了近500户业主，挨
家挨户地了解核实情况，做好居民的解释
工作，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和谅解，并在此
基础上制定了相关工作方案。 通过不懈努
力，在8个月的工作中，圆满解决了这160
户业主三年来无法处理的投诉，得到了区
政府的表扬。
这些年来，魏芝勇在信访和客服岗位
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做出了不平凡的
业绩，在业主和上海建工房产之间架起了
一座沟通的桥梁，用实际行动守护了企业
的声誉，维护了社会的安定。
赵燕捷
全年订价：100．００ 元

（承印：上海长鹰印刷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