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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郑州市亚星盛世锦绣山
河刘砦新居六号院的吕女士，疫情期
间遇到了一个不小的麻烦：吕女士一
家回安阳老家过春节，走时未带全孩
子的学习用品，特殊时期，吕女士自
觉在老家隔离，孩子的在线学习却受
到了影响。

无奈之下，吕女士给自己的楼宇
管家王玉先打了电话。尽管面临着
疫情期间 24小时轮岗、社区内 360°
全方位消杀的忙碌工作，但心系业主
需求，王玉先没有丝毫的犹豫，当即
热心地答应帮忙。

“由于无法回到郑州，我把钥匙
寄到了门岗处，王楼管百忙之中还抽
出时间，拿到钥匙后去我们家里，细
心地把我们需要的物品分成了两个
包裹，当天下午就将快递从郑州发至
安阳。”吕女士感激地说，“这可真是
帮了我们大忙，让孩子如期开始学
习，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感动。”

这是疫情期间，发生在亚星社区
的一个小小感人片段，折射出亚星盛
世物业全心全意为业主服务的赤诚
热情。

据了解，疫情期间，亚星盛世物
业全情投入，不仅急人之所急，为个
别遭遇困难的业主解决难题，还肩负
起为业主们采买生活物资的重任。
他们将业主需要的生活物品一一记

录，每隔两天就会去超市集中采买物
资，回到项目后由客服管家送到业主
家门口，并承诺“放门口，转身走，零
接触”，业主只需开门就可以安全享
用新鲜食材。此外，亚星盛世物业党
支部还联合社区办事处开展了“平价
果蔬”进小区暖心服务，真心守护业
主“菜篮子”，让业主吃上“称心”菜，
将美好生活切实带到业主身边。

亚星盛世物业始终关注着业主
的点滴需求，为业主提供细致、用心
的服务。在这一过程之中，发生的暖
心故事不胜枚举。

亚星盛世锦绣山河刘砦新居一
号院的业主文女士2月份从外地返回
郑州。到达小区门口后，文女士联系
了楼管吕军霞，吕军霞立即放下手中
的工作，急忙赶到门口迎接业主，帮
业主拎行李、送业主到家门口，并叮
嘱业主做好隔离。隔离期间，吕军霞
每天帮业主采购生活用品、倒垃圾，
让业主在隔离期间吃到新鲜的蔬菜
和水果。隔离期满后，得知文女士购
买的口罩还未到货，吕军霞又把自己
储存的口罩送给了文女士，给文女士
提供了极大的出行便利。

2月中旬，亚星城市山水一位业
主家中的天然气用尽，需到亚星盛世
雅居项目进行充值，却无法亲自前
往。当时正在雅居项目值守的维护保

安齐好玉，了解情况后主动为业主分
忧，帮助业主成功充值，还对燃气卡进
行了消毒。齐好玉细心和热心的服务
得到了业主的肯定，业主在盛世微信
群内上传手写的感谢信，以表谢意。

此外，四处奔波，走访慰问困难
家庭，为他们送去新鲜蔬菜；不辞辛
苦，为不小心遗失燃气卡的业主寻回
燃气卡；不怕麻烦，为疫情期间没有
在家的业主维修暖气；为孤寡老人送
去温暖；为无法顺利返郑的业主照顾
宠物、浇花、扔垃圾……“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无数亚星盛世物业人用
实际行动，用无微不至的付出和努
力，收获了业主的认可和赞扬。亚星
业主也自发伸出援手，为值岗工作人
员送包子，为社区消杀工作捐赠口
罩、消毒液，为物业团队捐赠方便面、
抽纸等防疫物资。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以真心换
真心，方显真心可贵。在亚星社区之
中，传递不息的爱如点点微光，如星
星之火，为人们心中送去温暖，点亮
希望。

“你们辛苦啦，你们的付出我们
全体业主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谢
谢你们，以后一定积极配合缴纳物业
费！”业主感激的话语是对亚星盛世
物业人最好的回馈。“业主的肯定就
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让我们

感受到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亚星盛
世物业相关负责人说。

不仅为生活在亚星社区中的业
主送达美好与温情，对宅在家中无法
前往售楼部的购房者，亚星集团亦给
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据悉，疫情期
间，亚星集团在各大房产网站建立了
亚星线上品牌馆，上线了亚星集团网
上售楼部，让客户宅居在家也能充分
了解各项目特点以及产品优势。此
外，亚星集团还承诺，凡疫情期间线
上购买亚星各项目房源的客户，均可
享受无理由退房服务。亚星此举为
购房者带来安心与便利，亦是一种美
好的送达。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如
今，暖春已至，冬日渐远，但充溢在寒
冬之中温暖人心的力量应被铭记与
传扬。从一笔笔资金、一次次物资的
捐赠到社区内不舍昼夜、全心全意的
守护与关怀，在党的领导下，如亚星
集团这般不忘初心、勇担责任、迎难
而上的企业凝聚出战胜寒冬的钢铁
之力，谱写出一曲曲春的赞歌。“未
来，亚星集团将始终如一，永不止步，
继续以党建为引领，肩负起企业的社
会责任和担当，倾尽企业之力助力城
市建设得更加美好，让人民生活得更
加幸福。”高国安表示。

龙雨晴

你因疫情忧心 我来守护家园

郑州驰援武汉医疗队接收亚星集团捐赠物资。

““星星””星之火星之火 输送力量输送力量 点亮希望点亮希望
—亚星集团同力协契战“疫”纪实

在许多人心中，家是幸福的源泉，
是避风的港湾。疫情之中，社区亦成
为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筑起阻隔
病毒的安全防护墙。

在亚星集团，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写下郑重承诺，立志守护每一个亚
星业主的美丽家园；他们无惧无畏，全
心投入这场全民战“疫”；他们周密部
署，全面出击，在疫情侵扰的寒冬里，
成为业主安全的守护者。他们都是坚
守在平凡岗位的普通人，却带给业主

无限的温暖和感动。
他们是亚星盛世物业人，1353名

坚守一线岗位的员工，筑起社区中一
道道坚固的防线，阻隔疫情，守护亚星
79268名业主的健康生活。

在社区出入口，亚星盛世物业人
24小时守候着，对社区进行全方位出
入管控，牢牢守护这道安全大门，将
病毒隔离于社区之外。就连春节时
期，小区各门岗、地下车库出入口都
由专人值守，没有丝毫懈怠。为进出

人员测量体温、进行实名登记，对所
有访客车辆、外卖、快递严格控制消
毒……他们如钢铁战士一般，不放过
一丝病毒入侵的可能，为广大业主守
护健康家园。在疫情的蔓延之下，亚
星社区的防疫工作不断升级，对社区
出入口进出人员进行消毒，并设置鞋
底消毒毯，为进出的每一位业主“加
码”健康防护。

在社区之内，处处都是亚星盛世
物业人忙碌的身影，他们为社区进行

360° 全 覆 盖 消 毒 ，撑 起 家 园 保 护
伞。为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防控
工作，亚星盛世物业从细致严格的员
工防疫培训开始，加强员工自我防护
意识，指导员工正确佩戴口罩，强调
洗手的重要性，学习消杀的流程、方
法和频次。在社区之中，从主要通道
到入户大堂，从电梯轿厢到公共开
关，从健身器材到儿童娱乐设施，甚
至休闲座椅、垃圾桶、门禁处、地下停
车场……保洁人员每天都会进行不

少于两次的消杀工作，重点区域还会
加大消毒频次。

此外，为防止交叉感染，亚星社
区中设置了废弃口罩专用垃圾桶；为
保障每一位业主的出行无忧，亚星设
置了“无接触”乘梯方式；为了给业主
提供便利，亚星盛世物业人在部分区
域放置了 84 消毒液，业主可自取使
用。细微之处方显用心良苦，亚星盛
世物业用全方位、无死角的防护，守
护业主的家园。

疫情防护，家园守护，从来不是
物业人员的孤军奋战，更需要每一
位业主的共同努力。深谙于此，亚
星盛世物业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
垒作用，紧密联合社区开展防疫防
控服务，尤为注重对疫情防护的宣
传工作，征集、号召社区志愿者同心
协力，并肩抗疫。在亚星社区，每栋
楼宇公告栏、宣传栏以及门岗等醒
目位置，防疫最新资讯永远不会缺
席，引导每一位业主了解更多的疫
情相关信息，不恐慌、不传谣。疫情
期间的每一天，楼宇管家都会在朋
友圈以及微信上提醒业主防疫常识
以及关于疫情的注意事项，为业主
传达科学防疫的观念。

春风化雨浇灌出希望，点点微光
汇聚成暖阳。彼时彼刻，亚星盛世物
业与亚星业主携起手来，众志成城，共
同筑牢了亚星社区的安全防护网。

你请安心“宅家”我把美好送达

亚星集团大力支援社区防疫工作。

志愿者参与社区守护。

亚星盛世物业为业主采买生活物资。

业主表达对亚星盛世物业的感谢。

你在前线奋战
我在背后支援

2月 24日上午 10时，一批载有
火腿肠、内衣、袜子、消毒纸巾、牛
肉、饼干的物资车成功抵达武汉。

“物资收到了，没想到这么快，
都是我们急需的，非常感谢市委、市
政府和爱心企业的关怀。”郑州支援
武汉医疗队负责接发物资的乔伍营
话语之中难掩欣喜，“真是太及时
了，许多医护人员的生活必需品已
经不够用了，家乡送来的这些生活
物资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据了解，为支援武汉疫情防控
工作，郑州各大医院抽调优秀医者
组成了精英团队前往武汉，为武汉
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

“战斗”力量。
由于物资运输不便，武汉后勤

保障压力非常大。亚星集团董事长
高峰在得知郑州市政府“为武汉减
轻压力，我市医疗队伍的生活物资
由我们自己提供”的决定后，主动请
缨，当即决定捐赠 350 万元，其中
150万元定向用于郑州支援武汉医
疗队的后勤保障，尽企业之力，替政
府分忧，为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医护
人员送去温暖和真挚的关怀。

心系抗疫“战士”们的生活需
求，亚星集团雷厉风行，与郑州慈善
总会共同努力，在短短几个小时之
内迅速筹集了第一批急需的物资，
于 2月 23日下午 5时发车，连夜送
往武汉。2月 26 日下午 1时，载有
家乡美食河南烩面、胡辣汤和提供
营养的银耳莲子羹、新鲜蔬果的第
二批物资车也迅速就位，准时发车
送往武汉。

“物资已经发下去了，大家的心
情也好了起来。”乔伍营告诉记者，
医疗队伍支援武汉已 20多天，大家
都非常想念家乡，特别是想念家乡
的味道，吃到家乡送来的食物就像
过节一样，“这不仅解决了大家的物
质需求，还带来了精神力量和来自
家乡的温暖。”

“我市支援武汉医疗队伍的使
命不结束，我们的后勤支援就不结
束，如果医疗队有什么特殊需要，我
们将随时安排，随时送达。”高峰之
言，字字铿锵。

这一幕，是亚星集团在党的号
召之下奉献企业爱心，勇担企业责
任，全力支援疫情防控工作的一个
缩影。从疫情初期果断捐赠 150万
元，到持续关注疫情进展，捐赠 350
万元定向郑州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用于防疫后勤保障；从紧急运输物
资为前往武汉的郑州医疗队带来家
乡的温暖，到一次次捐赠物资大力
支援社区防疫工作……都说锦上添
花易，雪中送炭难，正是在严寒之
中，危难之时，企业敢于担当、勇于
奉献的时代精神才愈发凸显。

而事实上，这家企业早已在践
行社会责任这条路上砥砺前行了
27年。数十年如一日，亚星集团始
终坚持“听党话、跟党走、报党恩”，
以党的建设引领企业品牌建设，关
注民生，捐资助学，奉献爱心。

从投资 3000 万元为上街区建
设公益性广场、公益性公园到捐款
1000 多万元资助偏远山区修建道
路；从资助贫困大学生、捐赠爱心书
屋到脚踏实地办教育，发展教育文
化；从参与郑州共青团“绿城使者”
志愿服务到此次捐赠 500余万元助
力抗疫。亚星集团对社会责任的践
行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日积月累的
坚持不懈，是深植在企业文化之中
自然而然的“寻常”举动。在党建工
作的引领之下，对这片土地爱得深
沉的亚星集团始终不忘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时刻关注社会发展、民生健
康，将慈善公益视为“事业”，印刻在
企业发展的每一个脚印之中。

物业工作者为业主测量体温。

这是一个有些寒冷的春天。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疫”，让人们度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新春，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这又是一个饱含暖意的春天。疫情阴霾之下，一些挺身而出、雪中送炭的企业，一个个充满爱的暖心片段，抒写出同舟共济、众志成城的动人篇章。

2月5日，亚星集团以线上转账捐款的形式捐赠150万元，其中，向郑州市上街区慈善总会捐款100万元，向郑州市二七区慈善总会捐款50万元，助力抗击疫情。

2月22日，亚星集团向郑州慈善总会捐赠350万元防护资金，定向郑州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用于防疫后勤保障。

2月 23日，亚星集团携手郑州慈善总会，将内衣、袜子、饼干、火腿肠等一批急需的物资连夜送往武汉；2月 26日，河南烩面、胡辣汤、银耳莲子羹、新鲜蔬果等第二批物资送往郑州支援

武汉的医疗队，为他们带来“家乡的味道”。

3月10日，亚星集团走进二七区嵩山路办事处，为一线社区抗疫工作者捐赠方便面600箱、火腿肠500箱，大力援助社区防疫防控工作。

3月19日，亚星集团向二七区政府捐赠一次性手套、84消毒液、背式喷雾器、手持压力壶等价值310490元的防疫物资。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越是在危难之时，亚星集团在党建引领之下迸发的企业责任、企业情怀之光芒越是鲜明耀眼，其“听党话、跟党走、报党恩”的赤诚信念越显磅礴力量。“家是

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企业与国家同命相依。”亚星集团党总支书记、董事局主席高国安说，“作为一家根植中原、深耕郑州的企业，作为一家坚持以党建引领发展的企业，亚星始终牢记自己

的责任和使命，致力于以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助力国泰安康，助力中原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亚星集团捐赠350万元防护资金，高峰（左）出席捐赠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