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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部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

《建军大业》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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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餐饮暑期销售契机 争创餐饮销售新高

本报讯 为丰富公司
团员青年的业余生活，培
养读书兴趣、陶冶情操，提
升企业文化建设，8 月 21
日公司团委组织团员青年
20人，赴上海展览中心参
观正在举行的“书香中国
暨2017上海书展”。

此次上海书展出版单
位有 500 余家，参展图书
种类超过 15 万种。在迎
接十九大之际，书展的入
口处以“砥砺奋进的五年”
为主题，集中展示了近百
种关于“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的重点主题图书。面对
琳琅满目的图书，大家兴
致勃勃地开始了自己“淘
书、看书之旅。”在这场文
化盛宴中，新世界的团员
青年如同扑进了知识的海
洋，畅快遨游。他们不停
的翻看挑选，不仅开拓了
眼界，而且个个满载而归。

同时，为了在公司基
层团组织中营造积极向
上、读书爱书的良好学习

氛围，公司团委牵头，各个
团支书们当天身兼图书采
购员，为支部未能参观书
展的团员青年采购图书，
并建立自己支部的小书
库，方便团员青年之间传
阅与交流。以书为桥梁，
增强团支部的凝聚力，很
好的向团员青年传递了终
生学习的积极理念，提升
了团员青年的文化素养。

近年来，公司团委在

党委打造企业文化建设的
主题宗旨下，一直致力于
推进学习型团组织、积极
倡导团员青年爱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的学习理
念。作为青年人，我们应
借助书籍的力量，在丰厚
的文化自信上不断地汲取
营养，在加强自身文化素
质的同时与工作结合在一
起，努力做到学以致用、用
以促学、学用相长。（蒋玲）

品 味 文 化 悦 读 青 春
——新世界股份团委组织团员参观上海书展活动

本报讯 随着暑期餐
饮销售旺季的到来，更兼
今年适逢新世界城周边大
型商场如市百一店、东方
商厦、世贸商厦进行闭店
改造，近期餐饮客流量显
著提高。为抓住契机，争
创销售新高，餐饮管理部
经理室联系了多家银行网

络销售平台，并与租赁商
户进行了充分协商，牵线
搭桥，采取双方让利的模
式，与招商银行、中国银行
网络销售 APP 联合推出
了一系列的促销活动，并
结合各餐饮品牌自身的营
销活动，例如西提牛排餐
厅招商银行网络销售平台

79 元抵 100 元代金券、中
国银行网络销售平台 100
元抵 200 元代金券活动；
必胜客餐厅招商银行网络
销售平台94元抵100元代
金券、到店消费到指定金
额即送人气网游《阴阳师》
点卡活动等，成功引爆餐
饮暑期销售，近期新世界

城整个餐饮板块连续多个
周末单日销售 140万元左
右，接近历史新高；并且多
个品牌新世界门店的销售
额在整个黄浦区乃至上海
地区名列前茅，活动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并在消费
者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汤江涛）

争分夺秒电力抢修 物业部为商场营业保驾护航
本报讯 8 月 22 日深

夜新世界城二楼配电间
突发故障,公司总经理徐
家平、公司领导施炳焕、
姚璐、叶剑平得知消息
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
挥抢修，最终在营业前恢
复了供电，确保了商场的

正常营业。
抢修期间，物业部洪

经理通宵驻扎现场监督
抢修进度，电工组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

“你用电，我用心”的服
务理念。在公司的大力
支持下，克服了抢修过
程中面临的时间紧、任

务重、天气热、作业环境
复杂等诸多困难，安全、
高效、圆满完成了新世
界城电力设备的抢修恢
复供电任务。

抢修期间，物业部电
工组团队科学组织、精
心部署、严格按照技术
步骤完成各项检修、调

试，及时处理运行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确保了
新世界城供电抢修的顺
利完成。物业部电工组
团队表现出的无私奉
献、顽强拼搏的精神给
我公司留下了深刻印
象，赢得了业主及各方
的高度称赞。（顾惠达）

上海职工城市定向文化寻访（黄浦赛区）启动

公司工会组织职工疗休养
本报讯 为切实加大服务职工的工作力度，促进

职工身心健康，在公司党政领导的关心支持下，作为
2017为职工办实事十项之一，公司工会组织公司先进
职工和老职工于7月25日至27日、8月8日至9日、8月
15日至16日陆续到上海市总工会沙家浜休养院，进行
疗休养，大家一起领略了尚湖的自然风光，攀爬了南通
狼山，还到荡口古镇体验了历史文化风貌，身心得到了
很好的放松，也感受到了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公司领
导施炳焕、姚璐还专程赶赴沙家浜向先进职工送上问
候与勉励。 （吴珩靓）

本报讯 上海职工城市定向文化线下寻访（黄浦
赛区）活动，于8月25日在三山会馆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体育局主办，黄
浦区总工会等承办。当天，市总工会副主席李友钟，黄
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屠齐敏都参加
了此次活动。

为了回应市总、区总的号召，我公司工会特组织了
四支队伍参加了此次比赛，比赛分别从三山会馆、一大
会址两条线路起程，逐一寻访童涵春堂老庙店、湖心亭
茶楼等4家百年老字号企业和历史文化遗址。在寻访
过程中，通过线下实地寻访和手机应用在线答题，完成
寻访任务，最终我公司的4支队伍在300多人的商圈线
下寻访比赛中脱颖而出，王者新世界队荣获第一名，荣
耀新世界队、新世界新气象队荣获第二名，N.W.荣耀
王者队荣获第五名！

通过这次比赛，职工走进了黄浦历史人文、学习了
百年老店的创新意识、弘扬了工匠精神，也感受到了在
团结协作中获得胜利的喜悦感和自豪感。 （吴珩靓）

本报讯 8月5日上午10时50分左右，天空突降暴
雨，密集的雨水造成新世界城南京西路下沉式广场18号
门处于一片汪洋之中，物业管理部接报后立即启动防台
防汛应急预案，经理洪福强、保安队总领班缪金龙与领
班陈荣彩等立即赶到现场，组织力量进行防汛抢险工
作，有序地堆放沙袋阻隔雨水蔓延，边抢险边将现场情
况及时向公司领导汇报。由于倒灌入步行街走道内的
雨水量多势急，导致部分雨水流入平行自动扶梯内，到
12:30时左右，扶梯应急排水完毕。另外，商城12楼北阳
台和13楼走道等处也有进水，32号电梯升至顶层暂停运
行，保安队都采取了合理的应急措施。在整个抢修过程
中，由于长时间持续排水造成三台抽水泵烧坏，洪经理
立即与区防汛办现场组联系，借调设备继续排水。现场
防汛抢险期间，措施得力，餐饮部营业秩序未受影响，13
时左右通道内的箱包柜恢复营业。到17时左右防汛抢
险工作暂停，现场加强力量值守。 （薛寅杰）

本报讯 近期，五楼商场在新世界城南京路步行
街地下通道开展“2017 年新世界箱包节”营销活动。
恰逢上海连续数天的高温酷暑和雷电暴雨天气。为了
给奋战在第一线的职工加油鼓劲，五楼商场周世忠经
理，张顺圣书记亲自来到现场给收银员及厂方员工送
去防暑降温的礼品。感谢她们为了在暑期旺季中多抓
销售，面对炎热酷暑，依然坚守岗位，毫无怨言。新世
界领导的关心慰问也使大家深感鼓舞，表示一定会把
这次的箱包节做的有声有色。 （蒋志征）

为了提升“青年文明号”创建工作水平、展
现与区内各青年文明号、青年突击队之间风采，
8月 22日上午，由共青团黄浦区委会组织，上海
久事国际赛事管理有限公司主办的黄浦区号、
队第一次互访互学活动在上海国际赛车场行政
楼 5楼会议室举办。交流活动还邀请了黄浦区
团委副书记刘杨，团区委基层工作部王彦、张英
华等领导出席。就“建组织”、“定目标”、“建计
划”等多方面进行学习交流，在活动中互访互
学，取长补短。新世界城总服务台朱雯璟作为
上海市青年文明号的号长在会上做了交流发
言。多年以来，总台以青年文明号创建为抓手，
以顾客满意度为核心，不断完善管理制度，把握
服务关键环节，形成人人有目标，工作有规制，
集体有氛围的良好工作局面。建设“学习型”青
年文明号，培养“学习型、创新型”青年职工作为
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全面增强业务技术素质，
提高创新能力。久事赛事法、群力草药、黄浦农
商银行、老凤祥名品楼、豫园商城、杏花楼、外滩
滨江等也做了精彩的汇报交流。会后，黄浦区
团委副书记刘杨对此次交流会进行了总结，首
先充分肯定了各单位的创建工作。其次也对参
与此次交流会的号长提出了要
求，希望以点带面，激励青年砥
砺奋进，立足岗位增强荣誉感、
责任感和使命感。

通过此次交流活动，增进了
各青年文明号、青年突击队之间
的了解，使得号、队之间相互学
习，相互交流、提高材干、实现资
源共享，为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
打下坚实的基础。 （朱雯璟）

本报讯 今年8月1日是我党建军90周年庆典，公
司党委于7月31日、8月1日两天组织全体党员与部分
积极分子观看了电影《建军大业》。作为一名积极分子
能够参加这次活动感到非常光荣。以前我对党的建军
历程只有片面的了解，通过这次观影活动对这段历史
有了新的认识，而且理解得更加具体，更加深入了。

1927 年 4 月 12 日，上海爆发了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大批党员干部被屠杀。共产党人拿起武器，在周恩
来、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导下，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
和秋收起义，一支全新的强大的人民军队诞生了。

整部电影非常煽人泪下，特别是是两场战争场面。
第一场是南昌起义，当我看到为了起义能赢得胜利，少年
英雄是那般英勇无畏于战火中奋不顾身飞身跃起挥刀
砍向敌人，叶挺与贺龙等人豪情万丈地身先士卒浴血奋
战时，英雄豪迈的热情豪情足以令人激动地热泪盈眶。
第二场是河坝战役。这是全片中打得最燃同时也最艰
苦惨烈的一场战役。由于实力悬殊，我军伤亡惨重，为保
留革命火种不至于全军覆没，朱德审时度势，做了一个无
比艰难的决定：留下200人断后，其他人先行撤退与大部
队汇合。从他在战壕之上发表战前动员演说到众将士
争先恐后决定留下把生的机会留给其他战友，从营长等
全营200多名勇士血染沙场壮烈牺牲到百里之外正在赶
路的朱德等人听到最后的爆炸之声全体立正遥敬军礼，
这段20分钟左右的戏足以让人眼泪几乎不断！

最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我们现在的和平生活是
多么来之不易，是多多少少革命先烈用牺牲与血肉换
来的。我们要珍惜如今和平的生活，过好每一天，把这
种艰苦奋斗与牺牲小我的精神发扬到工作中去，为实
现我们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徐 枫）

尊敬的新世界领导、亲爱的同事们
您们好！
我的名字叫高静，是新世界股份有限公

司七楼小家电部汉美驰柜台一名普通的厂
方促销员。

今年三月查出我癌症晚期，巨额的医疗
费和病痛令我自身俱疲，这时七楼经理室领

导和厂方工会领导在百忙中抽时间几次来浦东医院
探望我，安慰我，给了我战胜病魔的勇气和信心。

更让我感动的时七楼经理室的领导和各部门的
主任知道我的情况后都纷纷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
慷慨解囊献爱心，厂方员工也都自发的慷慨解囊相
助，我知道大家工资其实都不高，可献爱心他们都那
么慷慨，我生了病是不幸的，但得到了同事们巨大的
关爱和帮助我又是幸福的！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保洁公司的小宋和小胡，他
们平时都很节约，收入很低，却向我慷慨解囊。

我还要感谢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为我爱心
捐款令我心里倍感温暖，真是人间处处有真情！

我收到近 200 人的爱心捐款 15710 元的巨额现
金，七楼商场的领导已将巨额现金转交给我，让我们
全家感受新世界人的温暖和真情。

各位领导同事们，您的真挚关爱和真诚爱心我
也如数收到，我及我的家人非常感谢您们，感谢您们
的仁爱之心，博爱之举，我一定不辜负亲爱的同事们
的期望，积极治疗，战胜病魔。

衷心的祝愿领导同事们健康、快乐、幸福！
高静携家人

2017年5月3日

感
谢
信

感
谢
信

本二党支部组织党员积极分子参观四行仓库

五楼商场经理室慰问酷暑中的一线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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