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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看见门口挂着的大红灯笼及粘贴的福字，我知道“年”真的离我们很近了；低下
头看见我的兄弟穿着皮叉拿着管钳子站在地沟口，脸上淌着汗水，头上冒着白气，心中感
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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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了，我记不清多少次和兄弟们一起拿着手电爬地沟检查管线，多少次被狭小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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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卡住练就了员工左右手都能熟练地使用工具，多少次疏通下水，脏水弄湿了他们的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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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次站在配电设备前沉思，怎样才能让老旧的设备从半自动化转换到自动控制。
一年了，我记不清多少次与安保部协调研究可行方案，维修消防设备设施；与办公室

协力同心，共创未来——新员工入职培训

协调用车及伙房留饭事宜，能让我们第一时间用到车辆，赶到设备设施维修现场，并让兄
弟们在完成维修工作以后吃上可口的热饭热菜；与保洁部协调，及时清理设备管线渗漏的
积水，清理维修区域的卫生；与市场部协调租住企业，对租住企业内的设备设施进行入户维修。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从事一线维修的技术员工说不出太多的华丽语言，他们憨厚朴实，任劳任怨；心中只有一个工作
目标，那就是维护好园区内的设备实施，通过精心的维修维护，让设备设施平稳的多运行几年，为设备设施的保质增效贡献力量。
（物业管理分公司 张龙）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读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我被书中的主人公海伦·凯勒深深的吸引， 这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她以其勇
敢的方式震撼了世界，一个生活在黑暗中却给全世界带去光明的女性，一个度过了 88 个春秋却 87 年沉浸在无光，无声，无语的
封闭世界中。就是这个处于盲聋哑世界的人却毕业于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学院，并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建起了一家家的慈善机构，
为残疾人造福。著名文学家马克.吐温曾说过一句话：
“十九世纪有两个奇人 ，一个是拿破仑，另一个就是海伦·凯勒。
”在这本
书中海伦给我们展示了她的“最有兴趣和最有价值”的一些故事，展示了她从刚开始的迷惑，彷徨，无助到后来勇敢坚强的心路历
程。
第一天：我要看人，看那些在生活中给予我帮助，善良、温厚的人。
第二天：看黑夜怎样变成白昼，看博物馆所带来的神奇、韵律、绚丽。
第三天：看纽约的繁华，建筑的宏伟，欢乐的公园，妙趣横生的戏剧。
她又聋又哑又盲，靠的全是她的手，她的那双手几乎取代了她
的眼睛和嘴巴，她用那双灵活的手，和聪明的头脑，最终成为了作
家。她不知道太阳何时升起，也不知道身边人的来往，整天笼罩在
黑暗之中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虽然凯勒看不见，听不到，但在她
心里也有她自己想象出的世界，那是凯勒的世界，它只属于凯勒自
己。我相信她的世界也会充满阳光、充满笑声。海伦·凯勒的一生，
是在黑暗中度过的，却给人类带来了光明的一生。她用行动证明了
人类战胜命运的勇气，给世人留下了一段永不遗忘的凯歌！
海伦·凯勒对美丽的世界有着美好的憧憬，这也使她获得非凡
的成就。从她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使我找到了坚强不屈挑战生命
极限的勇气。十九个月大的海伦·凯勒因病被证实为盲、聋、哑。
但她并没有为此而崩溃，她依旧生活得很快乐，成功学完大学的所
有课程，成为作家。这些事或许正常人都难以做到，但她却做到了。
海伦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书中，用自己坚强乐观、积极
进取的生活态度，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拥有乐
观向上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坎坷中
不断前进，在逆境中获得新生。坚贞不屈、不断进取的精神是海伦·凯勒所拥有的，我们应该拥有这种美好的精神品质！
（亿兆地产 侯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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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增加，2017 年股份公司迎来了一批新员工的加入。为帮助新入职员工更快、更
好地融入公司企业文化，了解公司发展现状，适应工作环境，从而顺利地开展工作，空港股份总部人力资源
部于 2017 年 2 月 7 日、8 日举办为期两天的新员工入职培训活动，参训人员共计 15 人。本次新员工入职培
训分为理论培训和实地参观学习两部分，不仅对公司的企业文化、公司规章制度、人力资源政策等方面为新
员工们进行了全面的讲解，同时股份总部及各分子公司相关业务部门为新员工讲解了公司的业务现状，使员
工对公司的整体发展及未来的工作环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与认识。
在第一天的培训活动中，总经理宣顺华、副总经理赵云梅对新员工的到来表示了欢迎与鼓励，并希望新
员工能够快速融入新环境，协力同心实现个人的价值和企业的价值，为刚加入股份公司的新员工加油打气。
随后，股份公司人力资源部为新员工讲解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包括公司的薪酬福利、考勤管理及培训制度等
内容，让大家对公司的制度有了一定的了解，便于后续工作的开展；在组织大家观看公司总经理宣顺华 2016
年度总结表彰会的演讲视频后，通过学习、领会公司领导讲话精神的同时，使新员工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
有了更明确地认识。
2 月 8 日，培训活动以实地参观、学习各分子公司组织架构及业务现状为主要内容，股份公司人力资源
部先后带领新员工到亿兆地产、天瑞置业、天地物业、物业分公司进行学习，分子公司班子成员领导和相关
负责人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在对各自公司组织架构及业务现状进行了详细介绍与讲解的同时，各分
子公司相关负责人与在场的参训新员工开展了互动交流，并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和关注的话题进行了一一解答，
给在场参训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得到了好评，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本次新员工入职培训活动圆满成功。
虽然新员工入职培训只有短短的两天时间，但它像是一个窗口，是新员工们了解公司、融入公司的一个
重要渠道。公司为员工提供了发展的平台，鼓励支持员工的职业成长，希望全体新员工通过此次学习，能够
尽快融入工作团队，在工作岗位上实现自身的价值，积极进取。跟随公司发展的脚步，协力同心，共创未来！
（空港股份人力资源部 张连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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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全年土地成交情况汇总

春 节

北京土地市场在 2016 年以最惨淡的数据收场。据北京市国土局的公开数据显示，2016 年北京土地市场共实现 44 宗地块成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耳边总能想起儿时的歌谣：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过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交（其中包含 3 宗棚户区改造）
，同比减少 66 宗地，并创造了 2004 年北京土地市场全面实施“招拍挂”以来的最低点；44 宗土

二十三，糖瓜儿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炖白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

地建设用地面积合计 464.88 万平方米，跌至 10 年来的低谷；此外，44 宗土地出让金合计 852.51 亿元，同比减少 62%，刷新了

三十儿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去拜年。

4 年来的新低。

在中国，春节也是少数民族人民的风俗节日。各族人民按照自已的习俗，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具有各自浓厚的民族独

从土地性质划分来看，2016 年，北京出让的 44 宗土地中

特风采。春节是中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如何过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

（含 3 宗棚户区），
其中经营性用地出让 28 宗
（不含 3 宗棚改），

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四处热闹腾腾，世界一片欢声笑语。街道进行了装饰点缀在夜空映衬下格外漂亮。过

较上年减少 53 宗，
规划建筑面积 508 万平方米，
同比减少 60%，

年了，人们怀着收获的喜悦为自己祝福，满是欢喜、满是温馨，一家人团聚一起，分享着那份欣喜的感动。

开发商用于经营性用地支出仅为 844 亿元，创造了历史新低。

在拥挤的城市中，我们心灵深处要恪守住一块小小的心岸，让它成为奔波忙碌之后的一个驿站。静下心来，慢慢的去品味，

去年北京住宅用地变化最为明显，数据显示，2016 年，住

去感悟，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轻轻地俯下身来，听听自己的心跳，放飞你自由的心绪……去聆听、去回忆、去品味……回味这

宅类土地成交仅为 15 宗（不含 3 宗棚改）
，相比上一年减少 35

过年的味道。

宗；建设用地面积合计 99.07 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合计
（天地物业 王夺）

219.93 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减少了 77%、75%；土地出让金合
计 525.33 亿元，同比减少 64%。
2016 年，北京住宅类用地成交的 15 宗地块中，如果以可
售纯商品住宅部分为标准，只有 7 宗地块成交。从成交楼面价来看，最高是位于朝阳区的驼房营地块为 55000 元/平方米，大兴、
门头沟、
顺义三宗地块均超过 40000 元/平方米，
而位置相对较远的昌平南邵两宗及延庆楼面价也已经全面超过 30000 元/平方米。
上述 7 宗包含可售纯商品住宅的地块，规划总建筑面积仅 39 万平方米，而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16 年 12 月单月的纯商住
宅成交量已超 50 万平方米。相关人士认为，未来供需出现巨大缺口，而地块供应数量少而价格高，再加上各类政策性住房产品
的挤压，使得未来北京住宅市场新盘供应将呈回落态势，价格仍是向上趋势。
鉴于土地资源不可再生，北京在经历了多年的集中规模化开发后，土地稀缺愈发明显，并且还将继续延续。因此北京土地资
源进入极度稀缺阶段已经成为业内共识。
从 2017 年土地市场预期来看，虽然新政提出要增加土地供应，但鉴于北京严格控制建设规模，五环内禁止新增建设用地，
预计未来北京土地供应则以郊区为主，住宅市场外延将成为现实，城区少量可出售住宅项目的价格更将保持坚挺。
（空港股份产业发展部 戎文静）

 上证指数本月走势
上证指数 1 月 3 日周二起始

元宵节里话元宵

3103.64 点，1 月 10 日周二为本
正月十五月儿圆，标志着中国大年的真正完结，辞旧迎新。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古时又称“上元节”
，从古至今，每逢元宵佳节必定处处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地惊。三百内人连

一出现本月最低 3044.29 点，1

袖舞，一进天上著词声。
”不正是元宵佳节热闹团圆的景象吗！

月 26 日周四收于 3159.17 点。

元即缘，欧阳修曾说：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辛弃疾也说：
“众里寻她千百度，暮然回首，

本月共 18 个交易日，成交量为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都在诉说着缘的情境。而传统戏曲陈三和五娘也是在元宵佳节因相遇而一见钟情，乐昌公主与徐德言在元

27.59 亿手，成交额为 3.05 万亿

宵夜破镜重圆，故说元即缘。

元，月区间涨跌+55.53 点

元即圆，纳兰性德说到：
“瑶华映阙，烘散蓂墀雪。比拟寻常清景别，第一团圆时节”
；丘逢甲写到：
“三年此夕月无光，明

(+1.79%)，区间振幅 4.20%。

月多应在故乡。欲向海天寻月去，五更飞梦渡鲲洋”都记载着对团圆的渴望。新年是中国大团圆的时刻，却或多或少不能和家人
团圆，在这月圆时刻寄托着对团圆的向往，故而元即圆。

 公司股票本月走势

元即愿，苏轼留下：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李持正写下：
“小桃枝上春风早，初试薄

公司股票 1 月 3 日起始价

罗衣。年年乐事，华灯竞处，人月圆时”都表露出希望其乐融融的时光能一直持续下去。新年寄托着对未来的祝福与愿望，故到

14.93 元，1 月 4 日周三达到本

元即愿。

月最高价 15.78 元，1 月 16 日周

爱元宵三五风光，月色婵娟，灯火辉煌。元宵佳节有很多习俗与传说，都承载着对未来美好的祝福与向往。
（天瑞置业 李梦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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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最高 3174.58 点，1 月 16 日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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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现本月最低 13.85 元，1 月 26 日以 14.54 元收盘。本月共 18 个交易日，成交量为 35.66 万手，成交额为 5.32 亿元。月区间
涨跌-2.61%(-0.39%)，区间振幅 12.93%，区间换手 14.15%；加权均价为 14.91 元。
如图：公司股票 1 月整体走势弱于大盘，前期保持平稳，后期弱势加大。
（空港股份证券部 张鹏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