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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员工张惠
她是中州皇冠假日酒店的客房部员工，工作积极主动，接听电话标准清晰，出色完成本

职工作的同时，确保了与酒店各部门的沟通顺畅，对客服务能够耐心聆听，多站在客人的立

场尽心尽力为客人排忧解难，提供优质服务，得到客人赞扬。

8月份，她接到一位南方客人的来

电，询问他的遗失物品，由于客人方言

比较严重，普通话不标准，沟通一时陷

入僵持，当时她灵机一动，和客人沟通

留电话号码，主动添加微信，通过打字

聊天获取了客人的相关信息，顺利地找

到了客人的遗失物品并按客人要求当

天就邮寄给客人，而且她过了三天还主

动询问客人，确保快件安全到达客人手

中，让客人很感动，得到客人的赞许!

她在完成本职工作外，还保证了办

公室的清洁整齐，为大家创造了舒适的

工作环境。还主动承担了客房部日常使

用的各类报表的整理、归类、装箱。每个

月的月底和月初，她都会将本月皇冠和

假日客人的遗留物品按编号分箱分类，

归纳到指定的存放柜，并做好登记，以

方便客人随时查找，更快捷的给客人提

供服务!

(皇冠假日酒店 陈锦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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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副秘书长，省接待办党委书记、主任张荣斌
莅临集团调研党建工作

9月 14日上午，省委副秘书

长，省接待办党委书记、主任张荣

斌带领调研组莅临集团对党建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并在中州

皇冠假日酒店召开座谈会。省接

待办党委委员、副主任沈怀军主

持会议，办机关秘书处处长宋超

峰、经营管理处处长肖凌、机关纪

委书记黄江源、机关党委邢镭陪

同调研。集团班子成员、各党支部

书记及党员代表 28人参加调研。

座谈会上，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易建

国代表集团汇报了今年以来的总体工作情

况及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党委委员、总经理

李鹏汇报了经营管理工作情况，纪委书记、

副总经理康健简要汇报了纪检工作开展情

况，5名党支部书记分别汇报了支部党建

工作的开展情况。办经管处处长肖凌、机关

纪委书记黄江源分别结合本处室分管业务

对集团党建工作提出相应意见和建议。

在听取集团工作汇报后，张荣斌指出，

今年以来，中州国际集团党委能够坚持把

责任扛在肩上，使命记在心上，工作抓在手

上，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在强担当、

顾大局、整体提升、搭建平台、夯实基础

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切实做到

了以党建促发展，以发展带党建，党建和

业务双融合，取得显著成效。也明显感受

到集团干部职工的精神面貌在不断改

变，向好的方向不断发展，工作的干劲儿

越来越大，这些都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

促进作用，统一思想、团结队伍、人尽其

才的成果。这一点在前不久我们所经历

的防汛救灾和疫情防控这两项战斗中，

也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大灾大疫面前，党

员领导干部走在前、干在前，基层员工齐

心协力、共克时艰，展示出能打仗、打胜

仗、打硬仗的优良作风。相信只要我们把这种

精神长期坚持下去，坚持在抓好生产经营的

同时，把党建这盘棋下活、下好，中州集团一

定能够披荆斩棘，取得新的业绩。

随后，张荣斌针对办系统党建工作实际，

结合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集团下一步工

作提出四点具体要求：一要持续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扎扎实实把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搞好;二要

对照巡视整改要求，按时保质完成巡视整改

工作任务; 三要持之以恒把全面从严治党工

作向纵深推进;四要在抓党建、业务工作双融

合方面有创新的举措，提炼亮点。

张荣斌强调，党建和业务方面的

工作，有的是表面工作，看得见;有的

是内在工作，看不见。集团要双管齐

下，“面子”、“里子”都要抓。下一步，中

州集团要在丰富党建元素、营造氛围

和加强品牌宣传、展示形象方面下功

夫，打造线上和线下的宣传阵地，树立

起集团的品牌形象。要借助“万人助万

企”活动，加强与办各处的对接联系，

助推集团党建和经营深度融合，高质

量发展。要认真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对党

员、群众做好正面引导，支部书记处于基层

一线，要履行好模范带头作用，关心关注党

员、职工的思想动态，及时了解所思所想所

盼，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好心

理疏导，把矛盾化解在最基层。

调研结束后，集团迅速行动，组织召开

管理层会议认真传达学习张荣斌主任重要

讲话精神，并结合集团工作实际，研究具体

贯彻落实措施，确保不折不扣把办党委各

项部署要求落实到位，切实以党建高质量

推动经营管理高质量发展。

(党群工作部 李倩倩 /文 张帆 /图)

河南仰韶营销有限公司郑州天宝品牌运营
中心总监冯宝星一行莅临公司交流座谈

9月 7日下午，河南仰韶营销有限公

司郑州天宝品牌运营中心总监冯宝星一

行莅临公司交流座谈，河南中州皇冠贸

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成进行热情接

待。

双方首先来到公司名酒店参观，了

解仰韶天时产品陈列及销售情况，随后

到会议室就双方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

坦率地交流。冯宝星总监首先对中州皇

冠贸易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随后针对

天时系列产品未来发展提出六大工程建

设，要精准定位高端消费人群，提升品牌拉

力，在各个方面协同发力，助推天时系列产

品成为豫酒振兴的排头兵。同时要加强市

场管理，以商管商，提高执行力，严厉打击

损害公司品牌力的行为。王志成总经理对

冯宝星总监提出的看法表示深切认同，提

出仰韶将是豫酒振兴的中流砥柱。在白酒

工业化生产的今天，如何将天时系列产品

做大做强、突破瓶颈，关键在于保证稳

定的酒质，并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

酒质，不断提升产品口碑，增强产品影

响力和市场认可度。

双方与会人员坦诚交流，一致认为

应以提升产品质量为核心，挖掘文化内

涵，多举措并行提升产品影响力，提升

客户体验感，真正做到物有所值。会后，

双方达成一致，认为应在现有基础上加

深合作，以天时系列产品为着力点，为

豫酒振兴赋能。

仰韶营销公司王伟、费飞、段君丽，中

州皇冠贸易靳卫东、李明、张晓宁参加座

谈。

(皇冠贸易公司 郭鸣远 /文 高歌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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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尊老

敬老人之本，和谐社会孝为先。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9月 16日上午，在中

秋佳节来临之际，河南中州皇冠

假日酒店领导班子一行来到金

水区中心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

驱车到达后，慰问组一行人为老

人送去了水果等物资，并详细了

解了老人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

况，以表达对老人的关爱和温

暖。在与敬老院万主任亲切友

好地交流中得知，院区基本都是

卧床老人，职工们不辞辛苦、精

心照料老人生活起居，尽心尽力

创造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给

予老人亲人般的关怀，深深的感

动了我们。由于疫情还未消散，

我们不便与老人进行过多的接

触，所以拜托敬老院工作人员转

达老人，要保重身体，注意适时

添衣保暖，并祝老人们健康长

寿，节日愉快。

探望结束后，酒店总经理张朝晖表

示能为敬老院的老人献上一份爱心，是

荣幸，扶危济困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希

望通过大家的努力，帮助更多的弱势群

体，为社会公益事业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定期慰问老人对于我们每一位员工

也是一种教育。河南中州皇冠假日酒店

会一如既往地将“关爱老人、尊重老人”

的公益行动开展下去，履行社会责任，弘

扬尊老爱幼的中华传统美德。

(皇冠假日酒店 马曼迪 /文图)

明星员工关艳军
她是中州皇冠假日酒店的客房部楼层普通的员工，主要工作是打扫房间和对客服

务，她平时工作踏实，积极，主动，认真，她有很强的责任心和团队精神，虽然每天打扫房

间很辛苦，但是她依然能面带笑容对客服务。她工作时既细心又用心，每次在打扫客人房

间时都细心观察每位客人的生活习惯，看

到客人在房间看书她会主动给客人加书

签，看到房间客人用电脑，就主动悄悄地在

旁边放上了鼠标垫，见到年纪大点的就主

动送上足浴盆，给客人烧好水。每天她都专

心专注地为客人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

2021年 9月，她在打扫 623房间时，

观察到客人有点感冒，就主动联系送餐部

送姜汤到客人的房间，客人看到很是感动，

感动地连声道谢，“你们太贴心了，太贴心

了”。她看到浴室的面盆里泡着客人的袜

子，就悄悄给客人洗好，晾起来。她的一举

一动被客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第二天，

客人身体好转后，专门打电话到客房部找

她，要求和她合影留念，还主动拿出 100欧

元给她表示感谢，都被她婉言拒绝了。客人

说他住过很多家酒店，像这样贴心的服务

还是第一次感受到，真是让他太喜出望外

了，他终于找到他最喜爱的酒店，以后这儿

就是他的另一个家。

不同的岗位闪耀着相同的光辉

“你们让我们感觉到像回到家一样，给了我们太多的帮助，也让我们很

放松，减轻了我们很多的心里压力和负担……”“每天穿一身湿漉漉的衣服

无法换洗，这下解决了大问题，真的很感谢!”作为一名酒店行业的服务人员，

每当想起感谢信中的内容，我都会更加肯定自身工作的价值，感受到工作的

自豪和骄傲。

7.20汛情过后的几天，郑州大面积的停水停电，“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来自

全国各地的供电救援队赶来郑州抗洪抢险，由于没水没电许多酒店不能接待，

救援人员的吃住成了大问题。关键时刻显担当，为了提供良好的住宿就餐环境，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易建国，党委委员、总经理李鹏带领酒店干部职工，克服

种种困难，进行抢险和维修，及时恢复了水、电，接待了 400人的救援队员。

集团领导要求酒店落实落细各项举措，确保救援队员住的舒心、吃的放

心，全力做好救援队伍生活保障。由于各救援队抵达时间不一，员工们每天

坚守至凌晨五点接待完最后一批客人才拖着疲惫身子回家; 救援任务繁重、

地点分散，就餐时间不确定，酒店工作人员全员上岗、24小时值班值守，克服

道路无法正常通行、菜市场食材紧缺等困难，前往多处采购新鲜食材，确保

全天候供应可口的热饭热菜;对救援队员随时换洗的一身泥、一身水的衣物，

酒店安排人员 24 小时轮班，随

时和洗涤公司做衔接，免费为队

员们清洗输送衣物近千套。我们

把每一个客人当成自己的家人，

为他们送去嘘寒问暖的关心，为

他们送去祝福的生日蛋糕……

救援队员被酒店员工提供

的真诚贴心的服务深深打动，他

们送来了漂亮的花束、甘甜的西

瓜，送来了一颗颗感谢的心!

以工作为先，不计个人得

失，以诚待客、细心体贴，我们一

如既往!中州皇冠假日酒店是一

个用心做事、以诚待人的团队，

是一个团结争先、勇于奉献的集

体。

(皇冠假日酒店 游佳丽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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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

书记余艳红带队，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常继乐等 80余人组

成的工作组，莅豫指导疫情处置和防控工作。郑州索菲特国际饭店

作为此次疫情防控接待酒店，在省接待办、集团领导的指导下，第

一时间行动起来，积极做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河南工作

组在豫期间的接待保障工作。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为保障正常的服务接待，酒

店立即召开会议成立接待小组，从住宿、餐饮出品、安全保障、防疫

措施等方面制定了细化接待方案，保证所有环节井然有序。接待期

间，酒店施行全闭环管理，所有人员不进不出。酒店内设置体温检

测台、公共区域全面消毒、酒店员工全部戴口罩上岗、在客人入住

的房间准备测温仪、消毒用品等措施，严格落实客房、餐厅和器皿

器具各项消毒措施，从个人卫生、餐具消毒、食品加工操作规范等

全面严格的做好安全防控工作。

餐饮部想办法变花样，保证荤素合理搭配，营养美味，让大家

吃的饱，吃的暖心;酒店干部职工为做好专家开会时的服务工作从

早上六点到夜晚两点排班值守，随时待命;工程人员及时检修各个

设施;采购人员严格审

查每一项采购物资。在

坚守的 24天里，酒店

员工虽然不能在防控

疫情的第一线，但全体

员工以自己的方式将

这场“战疫”打到底!

索菲特国际饭店全体员工秉持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时间紧、

任务重的情况下，以高标准、高要求的工

作态度确保服务保障落实到位，为抗疫

英雄们奉上热心、舒心、暖心、贴心的服

务，酒店全体人员的辛勤付出、热情服务

也得到了各方肯定，工作组专门致信感

谢。

(索菲特国际饭店 张丽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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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不容辞 中州国际集团志愿者下沉社区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近日，全国多地出现新冠疫情反弹现

象，疫情防控形式依然严峻复杂，为全面落

实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集团

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上级疫情防控工作指示

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疫情防

控作为当前工作重中之重，党员干部迅速

行动，深入到社区，深入到一线，积极配合

社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社区值守、宣传引

导、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控工作。

主动出击，筑牢社区防控“安全屏障”。

党员干部下沉到社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协助小区严格落实进出人员登记制度，对

进出小区人员及车辆，一律进行体温测量、

查看健康码等，严格守好第一道防线，积极

劝导居民佩戴口罩、及时接种疫苗、外出情

况及时报备，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勇于担当，为全员核酸检测“保驾护

航”。为使核酸检测工作顺利、高效开展，各

志愿者协助社区维护现场秩序，引导居民

扫码注册，督促提醒居民排队等候期间全

程佩戴口罩、间隔一米，协助社区做好参检

人员信息录入等工作。面对情绪烦躁的居

民，他们积极安抚大家情绪，化解现场矛

盾;有的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他们手

把手地帮助老人扫码健康码，进行注册登

记，有效确保检测流程快速通畅。

疫情就是命令，一线就是战场，哪里有

需要，哪里就有志愿者的身影。中州国际集

团全体党员干部把党史学习教育激发出的

信念和斗志，转化为推进落实防疫抗疫的

强大动力，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走在

了抗疫最前沿，守护生命，守卫家园，为早

日战胜疫情彰显责任担当。

（党群工作部 李倩倩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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