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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 烈。今年由于疫情，政府号

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高祖 召留深过年，许多人留在了

刘邦回乡时感慨而歌。每个人对家乡 这个春意盎然的南方城市。

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管这个人是 我的家乡处于汉水之

王侯将相还是普通百姓，心中都会有 滨，毗邻中原，父亲可谓标

对家乡的执念，这种感情是无法改变 准的北方汉子，但父亲感情

的。春节将至，思乡之情不免更加浓 细腻不输南方人。母亲说，

我第一次远离家乡服役的那

一天，父亲哭了。在外打工

十余载，每年的传统节日和

生日，父亲不曾落下对我的

节日、生日祝福！除夕之

夜，父亲一如既往的打来视

频电话，虽然他说话一如往

常的中气十足，可两鬓斑

白，父亲显得苍老许多。千

时，他动情的说，你们公司领导真 特别异样的“两乡”感觉；在这里，里之外的我心中有些伤感：祈求上苍

好。我说是啊：节日里，我们公司都 有我生活的来源。自从外出务工以让父亲健康到永远、寿比南山松。当

会制造一种浓郁的节日氛围，以此减 来，深圳也是我的首先之地，在深近我告诉父亲，我们这里彩旗飘飘，灯

少外省游子对家乡的思念。 廿载，她俨然是我的第二故乡。深笼高高挂起，门上早就贴起了春联，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 圳，I love you, and can't help 到处是一片节日的气氛时，父亲脸上

乡。虽然在距家千里之外过大年，但 fall in love with you！今后，在堆满了笑容。这使他心安多了：儿子

这里依旧有长者的暖如春风的关怀； 深圳来日方长，祝愿深圳蓬勃向上，虽然不在家里，但仍然能过上吉祥如

依然有家乡热烈的过春节的气氛。在 也祝福自己越来越好！意的春节。父亲还得知，公司专门为

这里，和家乡共享一片明月，不曾有      （莘和平 文/罗云水 图）我们准备了丰盛节日餐和一个大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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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公司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部 署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等 工 作

3月16日，京华公司在京 样的学习教育。要把学习党史

华智能产业科技园综合楼召开 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

党委扩大会议，部署党史学习 工作结合起来，开展好“我为

教育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学

精神等工作。公司党委委员、 习党史同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和

经营班子成员、纪委委员、支 党员群众困难结合起来，把学

部书记等参加会议，党委书 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工作

记、总经理王国庆主持会议。 实绩。

王国庆强调，要深入学习 会上，党委副书记、纪委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书记罗云水传达学习中国电子

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纪检监察组《关于印发贯彻落

神，按照上级党委部署要求，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围 风”问题负面清单的通知》文

绕中国电子打造国家网信产业 件精神。他强调，要不折不扣

核心力量和组织平台的任务要 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

求，以史为鉴、以学促干，推 厉行节俭反对浪费，杜绝不合

进公司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 理开支，党员干部要抓好学

动和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 习，认真对照检查，切实提高

年。 红线和底线意识，从自身做起，从具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育，务求学有所得、悟有所进、做有

王国庆指出，开展党史学习教 体事项做起，以更加务实的精神把中行”的目标要求，引导广大党员、干 所成。

育，是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央八项规定落到实处。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王国庆要求，要坚持集中学习和

公司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开展好 会议还总结了2020年度领导班子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 自主学习相结合，坚持规定动作和自

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民主生活会情况以及研究其他事项。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选动作相结合，坚持理论学习与岗位

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精准把握“学史   （梁莹莹 文/图）力，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党史学习教 实践相结合，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

扛起国企责任担当
京华公司党委赴莲花山公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为进一步动员公司党员学史明理、学史 深切缅怀。全体党员整齐肃立，在主持人的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扛起国企责任 引导下向邓小平铜像鞠躬致敬，党委书记、

担当，履行职责，4月24日，京华公司党委 总经理王国庆同志为邓小平铜像敬献鲜花，

组织全体党员赴莲花山公园开展党史学习教 并带领大家缓步绕邓小平铜像一周，缅怀邓

育主题党日活动。 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在党委组

织委员欧文刚同志

的领读下，全体党

员面对党旗庄严宣

誓，重温入党誓

词。

随后，在莲花

山公园管理方及现

场执勤民警同志的

支持下，全体党员

共同瞻仰改革开放

总设计师邓小平铜

像，表达对邓小平

同志的崇高敬意和

“我在深圳过大年”主题征文、摄影部分获奖作品展示
留深过年，这里既有风度也有温度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春节，作为 文字的山水间徜徉，来个心灵的洗

超大型移民城市的深圳，以往一到春 礼；在这里，流连于展览馆艺术馆，

节都变成空城，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感受浓浓的文艺氛围和艺术的熏

影响，全国各地号召“就地过年”， 陶……这里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独

根据有关数据显示，约有1800万人选 具魅力，尽管车多人多，那也是城市

择留深过年，来自天南地北的人聚集 的年味，抵挡不了市民过节的高涨热

在这里度过了一个热闹非凡、喜气洋 情。

洋的春节，也进一步感受到深圳这座 一个好的城市形象，一个响亮的

城市的风度与温度。 城市品牌，会让人们留下最深刻的印

深圳是环境优美的生态园林城 象。“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留人

市，对于很多忙碌的“打工人”，终 先留心，用心用情以实实在在的福利

于可以停下来打量一下这个城市，从 政策和暖心服务诚待每一个就地过年
最温暖的底色，各单位也纷纷出台各 结束，但是年味的余温还未散尽，深容地体验它漂亮光鲜的风度。那大街 的深圳人，有温暖更有爱心。春节期
种暖心举措，比如，政府推出了惠民 圳的花都已开好，它们以绚丽多姿迎小巷挂满了红红的灯笼、插上飘扬的 间，游园人数激增，5万名环卫工人
文化消费电子券、发放数字红包；市 接共产党的百年华诞，让每一个“深彩旗，喜庆祥和就是它过年的底色。 坚守岗位，营造干净整洁的市容环
民的米袋子、菜篮子更丰富了，春节 漂”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人文关怀、政在这里，可以到户外活动活动筋骨， 境；上百名志愿者分布在深圳各个公
假期饮食无忧；用工单位组织写春 策福利。他们与这座城市同呼吸，共这个南国的城市有红的勒杜鹃、绿的 园进行疫情防控、垃圾不落地宣传，
联、留岗员工吃年夜饭、自助烧烤等 命运，将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梧桐山、蓝的大鹏海……此时春暖花 开展文明游园和秩序维护活动，成为
活动，这些服务的触角、关爱的温度 神，奋力推动深圳建设好中国特色社开，一派生机，去逛公园、爬山、海 公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还有很多外
传递到人们心坎里，也凸显了这个先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续写更多春天的边露营、帆船、游艇……与大自然来 卖小哥、快递小哥仍然坚守岗位，为
行示范城市的精细化和人性化。 故事。   （梁莹莹 文/江  祥 图）个亲密接触；在这里，图书馆、各类 留深人们轻松解决美食和年货的问

一年之际在于春，尽管春节已经独立书店照常开放，去读书看报，在 题……他们忙碌的身影就是这个城市

立正稍息  原地过年（节选）

时间是最富意义的变量，也是最为 的灵魂，需要的数量也不少，每次都是

公正的朋友，充满魔力而又见证沧桑。 十斤起。这道菜属于炸物，但有了它，

一个人对时间的认识，折射其精神气 不仅味甜多汁还非常解腻，总会成为最

质；一个民族对时间的理解，展现起前 先光盘的那一道菜。这看似普通的一道

行姿态。当时光的航船驶入农历辛丑牛 菜，基本都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制作，

年，中国人的时间历史又掀开了崭新的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能坐在一起聊聊

一页。2020很难，但2021很暖，从疫情 近况和分享生活，是难得能好好聊的机

爆发到好转，再到今年许多人为了配合 会。平时就算在家也是各自待在各自的

疫情防控，减少跨区域走动，选择留深 房间，做着自己的事情，很少会主动提

过年，因此，深圳迎来了近几年来最热 起自己的事情。边做边聊天的时间就像

闹的一次春节。 马蹄一样的存在，不是最贵的食材，也

对我们家来说，春节一直都是既平 不是最好吃的部分，确是最不可缺少

凡又暖心的节日。除了集体出行游玩和 的，家人之间也缺少不了这样的可以谈

去亲戚家拜年，大部分时间都很少外 心的时间，不起眼却珍贵。家人闲做，

出。今年为了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一直 灯火可亲，平凡而又不平淡，这样有距

待在家里。虽然家人都在广东，但是因 离也有暖心的时刻，也会让家庭更加和

为学校、工作的时间或地点等原因，一 谐美满。    （廖璀滢 文/黄香琼 图）

家人真正能聚齐的日子不长，正

因如此，大家会非常享受在新年

“大工程”中的快乐。而“大工

程”指的是家乡的一种类似炸春

卷和汾果结合的特色小食——粿

肉。

每到年二十九，都会早起

去买食材为制作粿肉做准备，材

料工序繁多，种类有马蹄、五花

肉、香菇、虾米、鸭蛋、葱头

等。每个人都各自的分工，多年

的打下手也练就了我“削马蹄小

能手”的本领。马蹄作为这道菜

我爱你，深圳

3月4日下午，京华公司应邀参加福强社区党建联席会

议，积极参与社区共建共治。华强北街道办、市总工会、

市住建局、深圳外国语学校初中部等辖区主要代表单位参

加本次会议。

京华公司积极承担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将与驻点社

区保持密切联系，发挥企业资源优势，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工作。                              （梁莹莹 文/图）

图片新闻

>>（转02版）

游莲花山
云淡风轻霞满天，

姹紫嫣红正华年。

比肩远眺各鳞次，

南城霓虹夜未央。

赏花归去踏暮色，

雀鸣投林盼团圞。

慈母叮咛犹在畔，

几度新春人未还。

（丁  炜 文/范丽果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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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  暖心  聚心
记京华物业2021年新春客户茶话会

要工作成果，滕总表示：尽管受疫情 了初步解决问题的共识。同时，京华

影响，但2020年京华物业在客户满意 物业也认真倾听和记录下客户提出的

度、出租率等重要质量目标上依旧实 一些改善性意见。会后，我们亦将针

现了新的突破，安全工作实现了零事 对重点问题召开专项会议，与客户一

故、零火情，装修、清洁及门前三包 同探讨和推进相关问题的落实。温暖

等管理工作取得了实质性提升。正因 如家的新春茶话会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为有了各位商户对京华物业一如既往 中圆满的落下帷幕。

的支持和配合，正是有了在座诸位的 催人奋进的牛年已经到来，

共同努力，我们才一起熬过了不易的 2021年也是建党100周年的历史关键

期，我们要充分发扬孺子牛、拓荒2020，才实现了京华大院的共赢硕
牛、老黄牛的“三牛”精神，携手商果。
户抱团取暖，继续在华强北这块商业会上，大家互致新春问候，尽情
沃土上辛勤耕耘、勇往直前，在后疫抒发了这一年来的感受和谢意。商户临近元宵佳节，为答谢广大客户 “2021年新春客户茶话会”。
情的新时代再次创造华强北新的商业们互诉衷肠、踊跃发言，针对电动车一年来的亲密合作，进一步增进客户 会议伊始，京华电子副总经理、
传奇！   （杨  帆 文/李丽文 图）停放、消杀联动、环境美化、以及招感情。2021年2月25日，京华物业公 京华物业总经理滕立军向与会商户代

人难的共同问题，品茗话发展，积极司领导、干部与广大客户代表齐聚一 表致以了新春佳节最美好的祝愿。滕

探讨经营、管理提升的良策，并达成堂 ， 在 京 华 物 业 会 议 室 举 办 了 总全面回顾了京华物业上一年度的主

走进《民法典》
3月7日，由京华物业与北京市 的《民法典》相关法律知识讲座在 华电子党委书记、总经理王国庆， 物业服务工作中的实际应用，使我

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联合举办 京华电子三楼会议室如期举行。京 京华电子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们深刻感受到《民法典》的颁布对

工会主席罗云水，京华电子副总经 于公司运作、日常工作的潜移默化

理、京华物业总经理滕立军与京华 的影响。讲座临近尾声，两位律师

总部员工、京华物业及京佳物业一 还为公司员工进行了充分的解疑答

同聆听和学习《民法典》的相关重 惑，现场学习氛围甚是浓厚，员工

要知识。 反响强烈。

讲座上，陈俊锐律师先为大家 通过此次两位老师的现场授

介绍了《民法典》中涉及物业服务 课，不仅帮助我们快速地学习和了

的条款，并进行了简要解读。而 解《民法典》中与我们息息相关的

后，陈律师梳理并列举了物业服务 变化，更能透过实际案例帮助我们

相关的基本法律框架；紧接着，由 与时俱进、提升风控管理，防范各

余明枫律师结合当下社会热点问题 类法律风险，维护公司和自身的合

和物业行业的现状，通过经典案例 法权益，促进企业安全平稳地发

的分析，让大家深入了解了《民法 展。   （杨  帆 文/图）

典》及配套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在

京华科技园举行消防安
全知识及技能培训活动

为了提高科技园内各企业员工的 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京华科技园安

消防安全意识和基本灭火技能，京华 委会副主任侯立亚对园区的消防和安

科技园安委会于3月26日在科技园篮 全生产工作进行总结，并针对科技园

球场上举办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灭 的安全工作特点，结合近期政府部门

火技能实操等活动，京华直属企业、 安全工作指导方向，采用通俗易懂的

各外租单位的安全负责人、安全管理 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各单位普遍

员及义务消防员等80多人参加本次培 使用的干粉灭火器检查和使用方法及

训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注意事项。京佳物业公司保安人员进

本次活动采取理论学习和技能操 行了消防水带抛、接及盘绕等方面的

技能演示，之后由各单位

的义务消防员进行使用灭

火器灭火实操训练。

培训期间，平湖街道

应急办李主任一行三人来

科技园检查和指导安全工

作，李主任观摩了我们的

培训情况并发表讲话，表

扬了我们园区安全工作取

得的成绩，同时要求园区 道防线，建立长效机制，提高员工的 患，继续做好京华科技园安全生产管

内各企业筑牢安全生产这 安全意识，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 理工作。 （侯立亚 文/徐雁侬 图）

仪式结束后，大家 舞，大家纷纷表示，作为特区建设

还实地参观了习近平总书记手植 的一份子，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树，这棵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 命，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

种下的高山榕，如今叶茂枝繁。 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努力做

通过此次参观学习，党员们集 一个有价值有作为有担当的共产党

体回顾深圳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 员，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奋发有为

为改革开放取得的累累硕果感到自 的精神投身到今后的工作中，以优

豪。这既是一次意义深刻的党性教 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育，又是一次催人奋进的精神鼓    （梁莹莹 文/丁  炜 图）

新品简报
近期，京华&飞利浦产品服务双 基于畅销机型 AI智能录音笔 理需求。

双升级出新，围绕使用高效、创新应 VTR5102在精巧+智能+原声上的核心

用及服务核心进一步向广大用户展现 亮点，利用原有的前屏面积加大显屏

实干、创新、至诚基因的传承表达， 显示面，并以彩屏显示效果替代黑白

针对智能数字信息技术现代化应用场 显示效果，以此给使用者更清晰明了

景及需求，对产品不断进行技术、携 的内容查看体验。另一方面通过内置

带、功能等方面的迭代升级外，在产 强劲喇叭实现本地音频播放，让使用

品服务方面更是结合第三方主流社交 者无需借助耳机设备便可以直接地回

平台基础，为用户打造更高效便捷的 听录制的音频文件，更方便的播放方

咨询平台。 式带来更高效的需求应对。

京华&飞利浦借助微信平台推出

便捷售后处理平台，为用户及产品方

提供更方便的对话咨询方式，同时为 能语音终端及专业录音应用概念而成 新品主打现代一线工作领域，攻
用户提供在线售后申请渠道，简化传 的一款高端专业语音设备，拥有全面 克数字化记录应用难题，采用便携易
统性售后处理流程，让用户售后需求 且系统的独立语音运作环境，可以为 行机型设计为使用者做工作佩戴上的
在更短的时间内得到处理解决，同时 专业录音人士带来高效且便捷的语音 减负，具备优质的音视频记录实力以
也让官方售后服务得到进一步规范化 处理方式，通过96Khz的保真采样优 及机身防护等级，同时更是为警用领
管理。 势，为使用者带来优质的语音转写、 域用户带来强劲的红蓝爆闪和高分贝

在线翻译、实时编写、快速上传等应 蜂鸣警示功能，为执行人员有效提供

用体验，能够解决现代媒体行业、影 装备单一繁杂与场景需求高频多样的

视行业、音频行业等众多专业行业领 协调解决方案。

智能AI一体机VTR9100，集成智 域人士在高移动、多场景下的语音处 （刘凯玲 文/许圳链 图）

5月6日，京华正式于各大电商官

方平台上线多功能应用型执法仪新

品——京华BVR30。

4月 1日，京华&飞利浦再续经 4月1日，京华&飞利浦售后小程

典，推出全新版 VTR5102Pro升级返 序正式上线使用。

场。

4月12日，作为智能AI录音一体

机首创品牌，京华&飞利浦就机型

VTR9100推出全新指纹解锁版。

咱们女工有力量
“三．八”妇女节拔河比赛

“加油，加油……”啦啦队一 足气，稳如泰山，一点点的拉着绳 赛是我们公司的惯例活动，也是

阵阵有节奏的呐喊声，参赛队员憋 子往后退。“过了过了，赢了赢 女同胞大显身手的时刻。参加比

了。”随着 赛的有六个代表队：京佳物业龙

一声结束的 岗京华联队、京华信息技术生产

口哨声，大 一队、京华信息生产二队、信息

家都欢呼着 技术办公室队，信息SMT队，京裕

跳跃着。这 电子队。

是冠亚军精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大家

彩的片断。 都以热情、积极的精神投入到比

公司工 赛活动中。虽然拔河比赛主要拼

会于3月5日 的是力气，但与团队协作精神，

在京华智能 拔河的使劲技巧及耐力也分不

产业科技园 开。最后京裕电子队、信息生产

组织女子拔 厂一队、信息办公室队分别获得

河 比 赛 。 了冠、亚、季军。 

“三．八”   （杨瑾玲 文/赵仁杰 图）

妇女节拔河

京华勇夺“中电杯”篮球赛冠军
4月29日晚，由中电信息主办 半场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两支队 这次比赛，京华不仅获得了胜 团队精神。

的第一届“中电杯”职工篮球赛在 伍都咬紧牙关，拼尽全力，每一秒 利的喜悦，也充分展示出京华健儿      （曾钰楠 文/杨  帆 图）

深南中路冠蓝国际篮球俱乐部球场 都不敢松懈。 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和同心协力的

落下帷幕。京华队以54:45战胜中 啦啦队铆足劲呐喊

电物业队，夺得本次篮球赛冠军， 助威，加油声、欢呼声

队 员 夏 继 武 获 得 个 人 “ MVP投 此起彼伏，篮球健儿们

手”。 精彩的投篮和妙传，把

本次比赛共有8支参赛队伍， 比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

赛制分为小组赛、半决赛、决赛， 潮。比赛进入了最终的

经过半个月的激烈角逐，京华队与 关键时刻，中电物业队

中电物业队在总决赛顺利会师。 奋起直追，京华队也严

比赛初始，双方就展开了激烈 阵以待。随着比赛结束

角逐，比分交替上升，僵持不下。 哨音的响起，京华队以

京华队在队长的带领下组织进攻， 54:45的 比 分 战 胜 了 中

经过默契的合作，最终在第二场结 电物业队，夺得本次比

束时以4分微弱比分暂时领先。下 赛的冠军。

为加强企业信息化管理，

京 华 公 司 近 期 升 级 了 财 务 软

件。3月16日，公司组织全体财

务人员在京华培训中心开展财

务软件培训，邀请用友公司专

业技术人员就软件的操作和管

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讲解

和交流，财务人员认真听讲并

积极参与讨论。通过培训，有

效提高了公司财务人员的业务

水平，为进一步加强财务信息

化建设，推动公司财务管理工

作夯实了基础。      （梁莹莹）

简讯京华
大院

<<（接01版）

喜讯京华
公司 XI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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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  暖心  聚心
记京华物业2021年新春客户茶话会

要工作成果，滕总表示：尽管受疫情 了初步解决问题的共识。同时，京华

影响，但2020年京华物业在客户满意 物业也认真倾听和记录下客户提出的

度、出租率等重要质量目标上依旧实 一些改善性意见。会后，我们亦将针

现了新的突破，安全工作实现了零事 对重点问题召开专项会议，与客户一

故、零火情，装修、清洁及门前三包 同探讨和推进相关问题的落实。温暖

等管理工作取得了实质性提升。正因 如家的新春茶话会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为有了各位商户对京华物业一如既往 中圆满的落下帷幕。

的支持和配合，正是有了在座诸位的 催人奋进的牛年已经到来，

共同努力，我们才一起熬过了不易的 2021年也是建党100周年的历史关键

期，我们要充分发扬孺子牛、拓荒2020，才实现了京华大院的共赢硕
牛、老黄牛的“三牛”精神，携手商果。
户抱团取暖，继续在华强北这块商业会上，大家互致新春问候，尽情
沃土上辛勤耕耘、勇往直前，在后疫抒发了这一年来的感受和谢意。商户临近元宵佳节，为答谢广大客户 “2021年新春客户茶话会”。
情的新时代再次创造华强北新的商业们互诉衷肠、踊跃发言，针对电动车一年来的亲密合作，进一步增进客户 会议伊始，京华电子副总经理、
传奇！   （杨  帆 文/李丽文 图）停放、消杀联动、环境美化、以及招感情。2021年2月25日，京华物业公 京华物业总经理滕立军向与会商户代

人难的共同问题，品茗话发展，积极司领导、干部与广大客户代表齐聚一 表致以了新春佳节最美好的祝愿。滕

探讨经营、管理提升的良策，并达成堂 ， 在 京 华 物 业 会 议 室 举 办 了 总全面回顾了京华物业上一年度的主

走进《民法典》
3月7日，由京华物业与北京市 的《民法典》相关法律知识讲座在 华电子党委书记、总经理王国庆， 物业服务工作中的实际应用，使我

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联合举办 京华电子三楼会议室如期举行。京 京华电子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们深刻感受到《民法典》的颁布对

工会主席罗云水，京华电子副总经 于公司运作、日常工作的潜移默化

理、京华物业总经理滕立军与京华 的影响。讲座临近尾声，两位律师

总部员工、京华物业及京佳物业一 还为公司员工进行了充分的解疑答

同聆听和学习《民法典》的相关重 惑，现场学习氛围甚是浓厚，员工

要知识。 反响强烈。

讲座上，陈俊锐律师先为大家 通过此次两位老师的现场授

介绍了《民法典》中涉及物业服务 课，不仅帮助我们快速地学习和了

的条款，并进行了简要解读。而 解《民法典》中与我们息息相关的

后，陈律师梳理并列举了物业服务 变化，更能透过实际案例帮助我们

相关的基本法律框架；紧接着，由 与时俱进、提升风控管理，防范各

余明枫律师结合当下社会热点问题 类法律风险，维护公司和自身的合

和物业行业的现状，通过经典案例 法权益，促进企业安全平稳地发

的分析，让大家深入了解了《民法 展。   （杨  帆 文/图）

典》及配套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在

京华科技园举行消防安
全知识及技能培训活动

为了提高科技园内各企业员工的 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京华科技园安

消防安全意识和基本灭火技能，京华 委会副主任侯立亚对园区的消防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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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场上举办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灭 的安全工作特点，结合近期政府部门

火技能实操等活动，京华直属企业、 安全工作指导方向，采用通俗易懂的

各外租单位的安全负责人、安全管理 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各单位普遍

员及义务消防员等80多人参加本次培 使用的干粉灭火器检查和使用方法及

训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注意事项。京佳物业公司保安人员进

本次活动采取理论学习和技能操 行了消防水带抛、接及盘绕等方面的

技能演示，之后由各单位

的义务消防员进行使用灭

火器灭火实操训练。

培训期间，平湖街道

应急办李主任一行三人来

科技园检查和指导安全工

作，李主任观摩了我们的

培训情况并发表讲话，表

扬了我们园区安全工作取

得的成绩，同时要求园区 道防线，建立长效机制，提高员工的 患，继续做好京华科技园安全生产管

内各企业筑牢安全生产这 安全意识，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 理工作。 （侯立亚 文/徐雁侬 图）

仪式结束后，大家 舞，大家纷纷表示，作为特区建设

还实地参观了习近平总书记手植 的一份子，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树，这棵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 命，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

种下的高山榕，如今叶茂枝繁。 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努力做

通过此次参观学习，党员们集 一个有价值有作为有担当的共产党

体回顾深圳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 员，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奋发有为

为改革开放取得的累累硕果感到自 的精神投身到今后的工作中，以优

豪。这既是一次意义深刻的党性教 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育，又是一次催人奋进的精神鼓    （梁莹莹 文/丁  炜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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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体验，能够解决现代媒体行业、影 装备单一繁杂与场景需求高频多样的

视行业、音频行业等众多专业行业领 协调解决方案。

智能AI一体机VTR9100，集成智 域人士在高移动、多场景下的语音处 （刘凯玲 文/许圳链 图）

5月6日，京华正式于各大电商官

方平台上线多功能应用型执法仪新

品——京华BVR30。

4月 1日，京华&飞利浦再续经 4月1日，京华&飞利浦售后小程

典，推出全新版 VTR5102Pro升级返 序正式上线使用。

场。

4月12日，作为智能AI录音一体

机首创品牌，京华&飞利浦就机型

VTR9100推出全新指纹解锁版。

咱们女工有力量
“三．八”妇女节拔河比赛

“加油，加油……”啦啦队一 足气，稳如泰山，一点点的拉着绳 赛是我们公司的惯例活动，也是

阵阵有节奏的呐喊声，参赛队员憋 子往后退。“过了过了，赢了赢 女同胞大显身手的时刻。参加比

了。”随着 赛的有六个代表队：京佳物业龙

一声结束的 岗京华联队、京华信息技术生产

口哨声，大 一队、京华信息生产二队、信息

家都欢呼着 技术办公室队，信息SMT队，京裕

跳跃着。这 电子队。

是冠亚军精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大家

彩的片断。 都以热情、积极的精神投入到比

公司工 赛活动中。虽然拔河比赛主要拼

会于3月5日 的是力气，但与团队协作精神，

在京华智能 拔河的使劲技巧及耐力也分不

产业科技园 开。最后京裕电子队、信息生产

组织女子拔 厂一队、信息办公室队分别获得

河 比 赛 。 了冠、亚、季军。 

“三．八”   （杨瑾玲 文/赵仁杰 图）

妇女节拔河

京华勇夺“中电杯”篮球赛冠军
4月29日晚，由中电信息主办 半场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两支队 这次比赛，京华不仅获得了胜 团队精神。

的第一届“中电杯”职工篮球赛在 伍都咬紧牙关，拼尽全力，每一秒 利的喜悦，也充分展示出京华健儿      （曾钰楠 文/杨  帆 图）

深南中路冠蓝国际篮球俱乐部球场 都不敢松懈。 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和同心协力的

落下帷幕。京华队以54:45战胜中 啦啦队铆足劲呐喊

电物业队，夺得本次篮球赛冠军， 助威，加油声、欢呼声

队 员 夏 继 武 获 得 个 人 “ MVP投 此起彼伏，篮球健儿们

手”。 精彩的投篮和妙传，把

本次比赛共有8支参赛队伍， 比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

赛制分为小组赛、半决赛、决赛， 潮。比赛进入了最终的

经过半个月的激烈角逐，京华队与 关键时刻，中电物业队

中电物业队在总决赛顺利会师。 奋起直追，京华队也严

比赛初始，双方就展开了激烈 阵以待。随着比赛结束

角逐，比分交替上升，僵持不下。 哨音的响起，京华队以

京华队在队长的带领下组织进攻， 54:45的 比 分 战 胜 了 中

经过默契的合作，最终在第二场结 电物业队，夺得本次比

束时以4分微弱比分暂时领先。下 赛的冠军。

为加强企业信息化管理，

京 华 公 司 近 期 升 级 了 财 务 软

件。3月16日，公司组织全体财

务人员在京华培训中心开展财

务软件培训，邀请用友公司专

业技术人员就软件的操作和管

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讲解

和交流，财务人员认真听讲并

积极参与讨论。通过培训，有

效提高了公司财务人员的业务

水平，为进一步加强财务信息

化建设，推动公司财务管理工

作夯实了基础。      （梁莹莹）

简讯京华
大院

<<（接01版）

喜讯京华
公司 XI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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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 烈。今年由于疫情，政府号

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高祖 召留深过年，许多人留在了

刘邦回乡时感慨而歌。每个人对家乡 这个春意盎然的南方城市。

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管这个人是 我的家乡处于汉水之

王侯将相还是普通百姓，心中都会有 滨，毗邻中原，父亲可谓标

对家乡的执念，这种感情是无法改变 准的北方汉子，但父亲感情

的。春节将至，思乡之情不免更加浓 细腻不输南方人。母亲说，

我第一次远离家乡服役的那

一天，父亲哭了。在外打工

十余载，每年的传统节日和

生日，父亲不曾落下对我的

节日、生日祝福！除夕之

夜，父亲一如既往的打来视

频电话，虽然他说话一如往

常的中气十足，可两鬓斑

白，父亲显得苍老许多。千

时，他动情的说，你们公司领导真 特别异样的“两乡”感觉；在这里，里之外的我心中有些伤感：祈求上苍

好。我说是啊：节日里，我们公司都 有我生活的来源。自从外出务工以让父亲健康到永远、寿比南山松。当

会制造一种浓郁的节日氛围，以此减 来，深圳也是我的首先之地，在深近我告诉父亲，我们这里彩旗飘飘，灯

少外省游子对家乡的思念。 廿载，她俨然是我的第二故乡。深笼高高挂起，门上早就贴起了春联，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 圳，I love you, and can't help 到处是一片节日的气氛时，父亲脸上

乡。虽然在距家千里之外过大年，但 fall in love with you！今后，在堆满了笑容。这使他心安多了：儿子

这里依旧有长者的暖如春风的关怀； 深圳来日方长，祝愿深圳蓬勃向上，虽然不在家里，但仍然能过上吉祥如

依然有家乡热烈的过春节的气氛。在 也祝福自己越来越好！意的春节。父亲还得知，公司专门为

这里，和家乡共享一片明月，不曾有      （莘和平 文/罗云水 图）我们准备了丰盛节日餐和一个大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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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公司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部 署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等 工 作

3月16日，京华公司在京 样的学习教育。要把学习党史

华智能产业科技园综合楼召开 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

党委扩大会议，部署党史学习 工作结合起来，开展好“我为

教育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学

精神等工作。公司党委委员、 习党史同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和

经营班子成员、纪委委员、支 党员群众困难结合起来，把学

部书记等参加会议，党委书 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工作

记、总经理王国庆主持会议。 实绩。

王国庆强调，要深入学习 会上，党委副书记、纪委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书记罗云水传达学习中国电子

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纪检监察组《关于印发贯彻落

神，按照上级党委部署要求，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围 风”问题负面清单的通知》文

绕中国电子打造国家网信产业 件精神。他强调，要不折不扣

核心力量和组织平台的任务要 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

求，以史为鉴、以学促干，推 厉行节俭反对浪费，杜绝不合

进公司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 理开支，党员干部要抓好学

动和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 习，认真对照检查，切实提高

年。 红线和底线意识，从自身做起，从具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育，务求学有所得、悟有所进、做有

王国庆指出，开展党史学习教 体事项做起，以更加务实的精神把中行”的目标要求，引导广大党员、干 所成。

育，是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央八项规定落到实处。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王国庆要求，要坚持集中学习和

公司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开展好 会议还总结了2020年度领导班子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 自主学习相结合，坚持规定动作和自

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民主生活会情况以及研究其他事项。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选动作相结合，坚持理论学习与岗位

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精准把握“学史   （梁莹莹 文/图）力，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党史学习教 实践相结合，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

扛起国企责任担当
京华公司党委赴莲花山公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为进一步动员公司党员学史明理、学史 深切缅怀。全体党员整齐肃立，在主持人的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扛起国企责任 引导下向邓小平铜像鞠躬致敬，党委书记、

担当，履行职责，4月24日，京华公司党委 总经理王国庆同志为邓小平铜像敬献鲜花，

组织全体党员赴莲花山公园开展党史学习教 并带领大家缓步绕邓小平铜像一周，缅怀邓

育主题党日活动。 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在党委组

织委员欧文刚同志

的领读下，全体党

员面对党旗庄严宣

誓，重温入党誓

词。

随后，在莲花

山公园管理方及现

场执勤民警同志的

支持下，全体党员

共同瞻仰改革开放

总设计师邓小平铜

像，表达对邓小平

同志的崇高敬意和

“我在深圳过大年”主题征文、摄影部分获奖作品展示
留深过年，这里既有风度也有温度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春节，作为 文字的山水间徜徉，来个心灵的洗

超大型移民城市的深圳，以往一到春 礼；在这里，流连于展览馆艺术馆，

节都变成空城，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感受浓浓的文艺氛围和艺术的熏

影响，全国各地号召“就地过年”， 陶……这里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独

根据有关数据显示，约有1800万人选 具魅力，尽管车多人多，那也是城市

择留深过年，来自天南地北的人聚集 的年味，抵挡不了市民过节的高涨热

在这里度过了一个热闹非凡、喜气洋 情。

洋的春节，也进一步感受到深圳这座 一个好的城市形象，一个响亮的

城市的风度与温度。 城市品牌，会让人们留下最深刻的印

深圳是环境优美的生态园林城 象。“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留人

市，对于很多忙碌的“打工人”，终 先留心，用心用情以实实在在的福利

于可以停下来打量一下这个城市，从 政策和暖心服务诚待每一个就地过年
最温暖的底色，各单位也纷纷出台各 结束，但是年味的余温还未散尽，深容地体验它漂亮光鲜的风度。那大街 的深圳人，有温暖更有爱心。春节期
种暖心举措，比如，政府推出了惠民 圳的花都已开好，它们以绚丽多姿迎小巷挂满了红红的灯笼、插上飘扬的 间，游园人数激增，5万名环卫工人
文化消费电子券、发放数字红包；市 接共产党的百年华诞，让每一个“深彩旗，喜庆祥和就是它过年的底色。 坚守岗位，营造干净整洁的市容环
民的米袋子、菜篮子更丰富了，春节 漂”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人文关怀、政在这里，可以到户外活动活动筋骨， 境；上百名志愿者分布在深圳各个公
假期饮食无忧；用工单位组织写春 策福利。他们与这座城市同呼吸，共这个南国的城市有红的勒杜鹃、绿的 园进行疫情防控、垃圾不落地宣传，
联、留岗员工吃年夜饭、自助烧烤等 命运，将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梧桐山、蓝的大鹏海……此时春暖花 开展文明游园和秩序维护活动，成为
活动，这些服务的触角、关爱的温度 神，奋力推动深圳建设好中国特色社开，一派生机，去逛公园、爬山、海 公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还有很多外
传递到人们心坎里，也凸显了这个先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续写更多春天的边露营、帆船、游艇……与大自然来 卖小哥、快递小哥仍然坚守岗位，为
行示范城市的精细化和人性化。 故事。   （梁莹莹 文/江  祥 图）个亲密接触；在这里，图书馆、各类 留深人们轻松解决美食和年货的问

一年之际在于春，尽管春节已经独立书店照常开放，去读书看报，在 题……他们忙碌的身影就是这个城市

立正稍息  原地过年（节选）

时间是最富意义的变量，也是最为 的灵魂，需要的数量也不少，每次都是

公正的朋友，充满魔力而又见证沧桑。 十斤起。这道菜属于炸物，但有了它，

一个人对时间的认识，折射其精神气 不仅味甜多汁还非常解腻，总会成为最

质；一个民族对时间的理解，展现起前 先光盘的那一道菜。这看似普通的一道

行姿态。当时光的航船驶入农历辛丑牛 菜，基本都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制作，

年，中国人的时间历史又掀开了崭新的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能坐在一起聊聊

一页。2020很难，但2021很暖，从疫情 近况和分享生活，是难得能好好聊的机

爆发到好转，再到今年许多人为了配合 会。平时就算在家也是各自待在各自的

疫情防控，减少跨区域走动，选择留深 房间，做着自己的事情，很少会主动提

过年，因此，深圳迎来了近几年来最热 起自己的事情。边做边聊天的时间就像

闹的一次春节。 马蹄一样的存在，不是最贵的食材，也

对我们家来说，春节一直都是既平 不是最好吃的部分，确是最不可缺少

凡又暖心的节日。除了集体出行游玩和 的，家人之间也缺少不了这样的可以谈

去亲戚家拜年，大部分时间都很少外 心的时间，不起眼却珍贵。家人闲做，

出。今年为了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一直 灯火可亲，平凡而又不平淡，这样有距

待在家里。虽然家人都在广东，但是因 离也有暖心的时刻，也会让家庭更加和

为学校、工作的时间或地点等原因，一 谐美满。    （廖璀滢 文/黄香琼 图）

家人真正能聚齐的日子不长，正

因如此，大家会非常享受在新年

“大工程”中的快乐。而“大工

程”指的是家乡的一种类似炸春

卷和汾果结合的特色小食——粿

肉。

每到年二十九，都会早起

去买食材为制作粿肉做准备，材

料工序繁多，种类有马蹄、五花

肉、香菇、虾米、鸭蛋、葱头

等。每个人都各自的分工，多年

的打下手也练就了我“削马蹄小

能手”的本领。马蹄作为这道菜

我爱你，深圳

3月4日下午，京华公司应邀参加福强社区党建联席会

议，积极参与社区共建共治。华强北街道办、市总工会、

市住建局、深圳外国语学校初中部等辖区主要代表单位参

加本次会议。

京华公司积极承担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将与驻点社

区保持密切联系，发挥企业资源优势，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工作。                              （梁莹莹 文/图）

图片新闻

>>（转02版）

游莲花山
云淡风轻霞满天，

姹紫嫣红正华年。

比肩远眺各鳞次，

南城霓虹夜未央。

赏花归去踏暮色，

雀鸣投林盼团圞。

慈母叮咛犹在畔，

几度新春人未还。

（丁  炜 文/范丽果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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