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旅行 
                                            ——冬日游北戴河有感 

冬日里一个周末，闲来无事，我用手机查了查海边的酒店，发现有房有实惠，便赶紧收拾东西拎上娃儿，洗个车加满油，

出发！ 

从六环路上了京秦高速，一路畅通无阻。来到黄金海岸的滨海新大道，往日的熙攘更是不见踪影。入住酒店，服务一如既

往的好，更少了一份人满为患的焦虑感。我们用很好的价格定了套很大的房间，孩子们学习、玩耍互不影响……漫步在海边，

简直惬意的不行。照片里少了路人甲乙丙，海边的苍凉雄壮渗透进每一个被定格的瞬间，全成了大片！这片离北京最近的海，

到了寒冷的季节被人们冷落，人多时无暇感受或者根本无法感受到的寂静之美、磅礴之美、包容之美此时此刻任由它肆无忌惮

的宣泄流露。而之于我们，这是一份意外的收获。我不禁庆幸自己所做的决定，成就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旅行，遇见这份突如其

来的美好。 

想一想，我们的人生何尝不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旅行？我们学习和存储知识，就像给汽车加满油；我们掌握专业技能，就像

我们能够熟练的驾驶汽车；我们心中的理想就像对诗和远方的浪漫追逐；再加上一点点勇气，一点点想别人之不敢想、做别人

之不愿做的魄力，一点点行动力……每个人都在路上。 

谁能预知将来，预知我们的一生？谁知道会在哪一个时点，遇见怎样的人，发生怎样的事，邂逅怎样的惊喜？而我们每个

人都行走在人生的旅途中，总是会和一些美好不期而遇。人生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旅行，知识和技能就是我们行走的力量，力

量越大越自信，我们就可以走的更远，看到更多更美的风景。为了这场旅行更加有趣、风景更加绚烂，我们每时每刻都要让自

己变得更有力量。因为你若盛开，蝴蝶自来。而蝴蝶，就是那扑面而来的美丽风景。 

（天瑞置业 马环宇） 

 

底蕴 
我每天开车上班都要经过一条临河的辅路，这条路前一半绿柳成荫，后一半娇杨挺立，偶尔有一些银杏树、桃树和迎春花，

路边的格栅上还有爬山虎茂盛生长，无论春夏秋冬总那么多姿多彩，煞是好看。这些风景，让我每天上班都有一个好心情。 

今天走在路上，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词：底蕴。你看路边这两排粗壮的树木，它们一年比一年高大挺拔，树冠如盖，

两边的树冠连起来，像在一个绿色的洞里穿行，路上车不多，格外幽静。没有树木几十年的生长底蕴，我不可能看到这番景象。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人的文化底蕴，比如知识面宽不宽、经验阅历丰富不丰富、为人处世怎么样，是否自信、从容、豁达……

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最近比较热的谢娜事件，她被选中主持央视《我要上春晚》节目，却主持了一期就被换掉了。人

们都说没有文化底蕴，只有搞笑功能驾驭不了央视节目。我觉得不能说她没有底蕴，只是适不适合罢了，但相比董卿的出口成

章还是有差距的。 

鲁迅说过一句话：没有底蕴的人生就是一潭死水，确实是，头重脚轻腹中空，对什么事都一知半解，工作生活没有一点激

情，这样的生活我想我们谁都不想要。所以我们应该多读书，多思考，工作认真，生活热情，做一个底蕴越来越深厚的人。 

（天瑞置业 戈荣华） 

 

从攀登者看中国精神 
《攀登者》这部反映登顶珠峰的电影已经上映很久了，屏幕上那大风大雪的震撼场面和悲鸣的风声依旧在我心中回荡……

人类在自然界面前是如此渺小，就像大风中的一粒尘埃，微乎其微。 

在影片中，方五州登山的过程里，老队长不幸离世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影响，而这时他临危受命接替了队长一职，一路

上困难重重，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只剩下了三个人。面对困难，他们一起努力相互扶持，相互协作，终于登上了珠峰的顶

峰。可是由于当时没能拍一张照片和视频资料，这次的登顶一直被外国看作是虚假的。后来在国家组建登山队时，为了给国家

争光，也为了向老队长致敬，他们再次报名并入选，再一次向珠峰发起了挑战。凭借着强大的信念与迎难而上的精神，他终于

再一次登顶成功，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的实力！ 

看完了此部影片后，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祖国的繁荣昌盛正因为有了许多这样攀登精神，才有了今日的美好生活。

作为物业人，在日常管理中，更需要发扬这种迎难而上、勇攀高峰的精神。我所在的市场部是物业公司比较重要的一个部门，

与企业业主要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关系，与安保部门、维修部门、客服部门、保洁部门要相互协作，与工商、公安等部门也有

联动机制等，随时都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这时候就需要发扬攀登者精神面对问题毫不畏惧，迎难而上，在物业管理服务工作

中取得更大成绩，再攀物业行业高峰。 

（物业管理分公司 赵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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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系统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组织生活会 

根据开发党委《关于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要求，股份公司系统各支部

积极组织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活动，领导干部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强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念精神。 

空港股份党总支 

空港股份党总支召开组织生活会，空港开发党委书记卞云鹏参会。会议首先由党总支书记王鹏同志做 2019 年度“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汇报。随后，王鹏同志代表班子成员作对照检查，并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发党委书记卞云鹏同

志对本次组织生活会召开情况给予了肯定，同时提出要求：一是需进一步加强提升、严格标准，坚持向先进学习、做好对照检查。

二是持续创新提升，党建工作要在已有特色、亮点的基础上，更敢于、善于做好创新工作。三是解放思想，多下基层，切实了解

一线工作，抓好层层落实。 

天源建筑党支部 

天源支部召开了党支部委员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发

公司副总经理陈文松同志出席本次会议。会议首先由支

部副书记高素梅同志代表党支部进行述职，党支部书记

赵建志同志根据对照查摆的问题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建

议制定了整改事项和整改措施。随后，党支部全体委员

结合自身实际开展自我批评及相互批评。开发公司副总

经理陈文松同志对天源党支部整体工作业绩充分肯定，并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安全工作是重中之重，要常抓不懈。二是对具备

条件的项目部可以成立农民工临时党支部，让每位党员都能找到组织，及时了解国家方针政策，了解国家大事。 

天瑞置业党支部 

天瑞置业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并开展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活动，开发公司领导韩剑同志听取了本次会议。大会在听

取了支部书记曹广山同志代表支委会做述职报告后，党员们对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作风进行民主评议，各班子成员带头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开发公司副总经理韩剑同志对天瑞党支部的工作进行了点评和指导，他指出：第一，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进性，

充分发挥创造力和开拓精神，充分发挥党员担当，努力实现天瑞置业主营业务的成功转型，将天瑞置业的经营工作做好；第二，

要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政治觉悟，严防死守“意识形态”阵地，永葆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亿兆地产党支部 

亿兆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发公司党委副书记孙成、股份公司党总支书记王鹏参加支委会会议。会上，首先由支部

书记刘磊代表支部班子作述职报告，并带头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党总支书记王鹏在会议上指出，要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找差距、补短板，力争多出经验、多出亮点、多出成效；要学

习借鉴其他支部先进经验做法，扎实推进支部建设。开发公司党委副书记孙成在总结时指出：一是要持续加强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自学、组学、研学”，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做实”；二是要认真抓好问题整改，提高党支部

建设水平；三是抓好成果转化，谋求公司发展，要以此次专题组织生活会为契机，坚持学习，学理论，学业务，找差距，补不足，

充分发挥好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在把方向、管大局、促发展方面发挥好支部的作用，带领全体党员以优良的作风，推动企业

高质量发展。 

物业分公司党支部 

物业管理分公司党支部在 B 标大会议室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和党员民主评议大会。由党支部书记杨大航对上一年的党建工作

进行述职报告，征求意见和查摆问题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支部党员们结合支部实际情况畅所欲言，提出各种意见和想法，

集体探究，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会议最后为大家发放测评表，每位党员都进行了民主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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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快讯—— 

 天瑞置业：组织员工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为有效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切实做好冬季火灾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公司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强化落实全员消

防安全责任，2019 年 12 月 5日上午天瑞置业邀请空港消防中队杨教官为员工进行了一场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此次培训中杨教官为员工讲解了火灾的分类，灭火器的种类及使用方法，日常工作生活中容易引发火灾的消防安全隐患，

家庭电器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简易逃生装置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的使用方法，液化石油气罐着火、天然气泄漏的处置方法

以及讲解了真实的火灾事故案例。通过此次消防安全培训，再一次提高了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员工扑灭初期火灾以及自救能

力进一步提高，也让大家明白了安全工作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安全生产要人人有责。 

                                        （天瑞置业 张家祎） 

 

天瑞置业：工会举办“羽你同行”职工羽毛球比赛 
为丰富员工业余生活，为员工构建健身平台，营造和谐的企业文

化氛围。12月 5 日下午，天瑞置业工会举办“羽你同行”第一届职工

羽毛球比赛，共有来自各部门的 38 位选手参赛。 

本次比赛采用积分循环赛制，共有男双、女双、混双 3 个项目。

整个比赛过程紧张激烈，直至比赛最后才能凭借积分分出胜负。比赛

场上，选手们努力拼搏，每球必争,不轻言放弃，将自己的水平发挥的

淋漓尽致。激烈的扣杀，迎来大家的阵阵喝彩和掌声。经过 3 个小时

的激烈比赛，梁树春、白鹏飞、彭华等选手分别获得各组比赛第一名。 

整个比赛大家顽强拼搏，充满活力，展现了天瑞员工积极向上、

团结合作的精神风貌，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进一步激发出了员工以

健康的体魄投入工作的干劲和热情，营造了良好和谐的企业氛围。 

（天瑞置业 刘爱军） 

 

 2019年 11月北京市土地成交情况汇总 
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发布的土地成交情况统计，北京市在 2019 年 11 月通过招拍挂方式共成交 7 宗地块，包括

4 宗居住用地,3 宗工业用地。成交土地面积合计约 30 公顷，规划建筑面积共计约 60.7 万平方米，总成交价约 134 亿元。 

本月成交 3 宗工业用地，其中 1 宗位于平谷区兴谷开发区，成交土地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

容积率 1，土地性质为 M2。由北京中安泰华科技有限公司以 3408 万元成交。另 2 宗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性质为 M1，出让

年限为 20 年，成交土地面积约 5.2 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合计约 9 万平方米，容积率分别为 1.8 和 1.5。 

本月成交居住用地 4 宗，分别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 2 宗、房山 1 宗 1

宗，石景山区 1 宗。2 宗位居经济技术开发区住宅用地，成交土地面积合

计约 9.8 公顷，规划建筑面积合计约 26.2 万平方米，成交金额均以近乎

地价成交，合计约为 73.5 亿元。位于房山区地块为 R2 居住用地（全部

用于建设共有产权房，均价 2.9 万元/平方米）和 A33 教育用地。土地面

积约 5.7 万平方米，其中建设用地面积约为 3.6 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

积约为 7.2 万平方米，居住用地面积容积率为 2.15，以 8.5 亿元成交，

溢价率为 10%，地价为 1582 万/亩，楼面价 1.2 万/平方米。位于石景山

区地块，包含 R2 住宅用地、F3多功能用地和 A33 教育用地，土地面积约 6.1 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 14.9 万平方米，由中海

集团和首钢房地产联合体以底价 51 亿元成交，地价为 5567万/亩，楼面价为 3.4 万/平方米。该地块对商品房不设限，但竞得人

需代建幼儿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养老设施，并无偿移交石景山区相关部门。 

11 月 13 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表示，为了加强区域功能的统筹，提升居住环境品质和公共服务水平，今后北京不再

供应 F1 类用地（住宅混合公建用地）和 F2 类用地（公建混合住宅用地），均将结合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在土地入市前把住宅及商

办建筑分开单独布局。北京土地市场明显出现了商业地块难卖的现象，北京商业地块政策严格，之前严格执行的限制 500 平方米

的单层划分政策，使得商业属性地块流标，对于住宅混合商业的地块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该新规有利于住宅项目的纯粹化。” 

（空港股份产业发展部 朱立娇） 

——大事小情—— 

上证指数本月走势 
上证指数 11 月 1 日起始 2929.06 点，10 月 9 日为本月最高 3026.38 点，9 月 2 日出现本月最低 2891.54 点，10 月 31 日

收于 2871.98 点。本月共 21 个交

易日，成交量为 30.45 亿手，成交

额为 3.36 万亿元，月区间涨跌-

57.07 点 (-1.95%) ， 区 间 振 幅

5.11%。 

公司股票本月走势 
公司股票 11 月 1 日起始价

7.16 元，11 月 4 日达到本月最高

价 7.39 元，11 月 12 日出现本月最

低价 6.90 元，11 月 29 日以 7.03

元收盘。本月共 21 个交易日，成交

量为 23.12万手，成交额为 1.64亿

元。月区间涨跌-0.13(-1.82%)，区

间振幅 6.84%，区间换手 7.71%；加

权均价为 7.11 元。 

如图：公司股票 11 月整体走

势弱于大盘，前期小幅震荡，后期

保持平稳。 

（空港股份证券部 张鹏楠） 

 

关于 PPP 模式的学习 
为进一步提升部门专业知识储备，12月 2 日，产业发展部对 PPP 模式进行了深度研究学习。PPP 是 Public（政府）-Private

（社会资本）-Partnerships（合作关系）的缩写，即政府部门为提供城市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以特许经营权协议的方式与社会

资本方建立起来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PPP 模式的运作时限最低为 10 年，运营模式可分为 EPC（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运

行等全过程承包）、BOT（建设-经营-转让）、BOO（建设-拥有-运营）。 

PPP 模式的引入，最初动因即是为减少地方债务压力，

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 2014 年，国发【2014】43 号文

《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中明确政府和企业

的职责，政府债务不得通过企业举借，企业债务不得推给政

府偿还，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按约定规则依法承担相关

责任。故 PPP 模式中政府在选择社会资本方时，对其融资能

力将进行考量，不仅如此，项目的施工质量、运营状况都与

公共安全紧密相关，所以对企业的资格、资质等都有较高要

求。 

对于社会资本方，选择投资项目的标准是既能够还贷又

有投资回报。PPP 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社会资本方有利可图，政府会给予投资者相应的政策扶持作为补偿，通常是以政府付费

的方式。使用者付费也是社会资本方收入来源的一种，由项目公司直接向消费者收费，如收费金额不足以弥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成本的，政府会采取可行性缺口补助的方式，来保证社会资本方的利润。 

PPP 模式的风险主要有五方面：一是政策风险，如政府颁布项目相关条例法规，导致项目不能如期开展；二是审批流程风险，

现在政府对 PPP 项目进行遴选的审核标准严格，审批流程也相对较长；三是政府信用风险，如政府不履行合同约定或未按期支付

补偿款等；四是决策失误/冗长风险，如政府决策程序冗长，或对市场价格预判过于乐观；五是是融资风险，项目公司资金筹措困

难，或未能完成融资。 

（空港股份产业发展部 朱立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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