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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饮食
宜酸宜苦更宜清

5 月 5 日是立夏。
夏季气候特点可概括
为“湿热”和“暑热”。
由于天气炎热，人体的
代谢活动处于一年中
最旺盛的阶段，饮食原
则应以清淡而富有营
养为主，要控制冷食冷
饮，多吃消暑利湿的食
物。

饮食原则1：清淡
富有营养

炎夏的饮食应以
清淡质软、易于消化为
主，如绿豆粥、莲子粥、
荷叶粥等。少吃高脂
厚 味 及 辛 辣 上 火 之
物。清淡饮食能清热、
防暑、敛汗、补液，还能
增进食欲。多吃新鲜
蔬菜瓜果，既可满足所
需营养，又可预防中
暑。还可适当饮些清
凉饮料，如酸梅汤、菊
花茶等。

饮食原则2：食苦
胜似进补

中医认为，凡有苦
味的蔬菜，大多具有清
热祛暑的作用，因此，
建议夏季经常吃些苦
菜、苦瓜等苦味食品，
最佳的清热解暑苦味
食物是苦瓜。此外，杏
仁、苦菜、苦丁茶、芹菜
等苦味食物也值得推
介。

饮食原则3：出汗
要多吃酸

夏季炎热，建议少
吃辛辣食物，多食酸味
食物。因为夏季出汗
多而最易丢失津液，故
需适当吃酸味食物，如
番茄、柠檬、草莓、乌
梅、葡萄、山楂、菠萝、
芒果、猕猴桃等。酸味
食物能敛汗、祛湿，可
预防流汗过多而耗气
伤阴，又能生津解渴，
健胃消食。

饮食原则4：注意
消暑利湿

湿热是夏天的主
要邪气，天气炎热又多
雨，湿气特别容易侵犯
人体，因而会使人烦
躁、疲倦、食欲不振，易
发恶心、呕吐、腹泻、痢
疾等。所以，可适当吃
一些消暑祛湿食品。
可用绿豆、莲子、荷叶、
芦根、扁豆等加入粳米
中一并煮粥，起到健胃
祛暑的功效。

部分药膳推荐

冬瓜薏米煲水鸭
材料：冬瓜250克，

薏 米 30 克 ，水 鸭 250
克，生姜2片。

做法：水鸭洗净斩
块，氽烫后用清水冲干
净，冬瓜连皮切块。将
所有材料一起放入砂
锅加水，武火煮15分钟
后改为文火，再煮一个
小时左右，调味即可食
用。

番茄土豆煲猪蹄
材料：番茄150克，

土 豆 150 克 ，猪 蹄 肉
250克。

做法：先将猪蹄肉
洗净氽烫，与切成块的
土豆一起放入砂锅，加
水适量，煮 50 分钟后，
加入番茄，再煮 10 分
钟，调味即可食用。

苦瓜黄豆焖排骨
材料：苦瓜250克，

黄豆 100 克，排骨 300
克。

做法：黄豆洗净后
浸泡半天，排骨洗净，
将苦瓜切块用开水氽
烫备用。热油锅，将蒜
蓉爆香，将排骨下锅爆
炒，加盐少许，炒至五
成熟，放入砂锅，与苦
瓜、黄豆一起焖 60 分
钟。调味后即可食用。

遗失声明

河南玉成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
4101052108008) 不 慎
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
本)。

特此声明作废
河南玉成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2012年5月7日

养生苑

五月是花的海洋，歌的世界。五月的安阳，
春风拂面，景色迷人。

五一前夕，从省会郑州传来捷报，安阳市保
安公司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卓越的经营管理
再创佳绩，荣获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状”。喜讯传
来，安阳市保安公司近 3000 名员工精神振奋，干
劲倍增。

安阳市保安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李万保
满怀信心地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安服务业已经渗透到了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
兴产业。安阳市保安公司作为市公安局筹建、省
公安厅和市政府批准成立的一家特殊企业，多年
来，在市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积极探索出一条
社会责任为先的保安事业发展新路，服务范围不
断扩大，服务质量逐步提高，经营管理日益规范，
已经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重要渠道和第三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的一支
重要力量。这次公司荣获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状’，
是全体干部职工努力拼搏的结果，也是社会各界
对安阳市保安公司的认可与肯定，公司上下一定
以此为契机，更加发奋努力，创新机制，不负众
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社会责任为先 打响职业品牌
在古城安阳，我们随处可见这样一群忙碌的

身影——
在社区，他们 24 小时不间断地进行着安全守

护工作；在学校和幼儿园，他们身着防刺背心，头
戴钢盔，手持钢叉，全副武装地在上下学高峰时
段为孩子们保驾护航；在银行，他们威武又不失
亲和力地承担起安全守护甚至为顾客解疑释惑
的任务；在世界文化遗产——殷墟，在市党政综
合办公大楼、中国文字博物馆、厂矿企业、宾馆饭
店、繁华的商业街……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
影。

这是一支忠于职守、甘于奉献的队伍，这是
一柄维护社会治安的利剑。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安阳保安。
“保安的职责首先是保人民平安，保安公司

首先是保护人民的利益。保安服务业是为社会
提供安全服务的特殊行业，事关千家万户安宁，
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发展理
念，坚持社会效益第一，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协
助维护社会治安放在首位，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
责任，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安
阳市保安公司总经理李万保讲话掷地有声，一语
道出了公司准确定位和实现健康科学持续发展
的重要法宝。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的传承和发展，安阳
市保安公司自 1988 年成立以来，一代代保安人牢
记职责，奋勇争先，不辱使命，决胜沙场。

2010 年 1 月 13 日 3 时，在安阳市铁西路和军
工路交叉口上演了震撼人心的一幕：为了阻拦驾
驶越野车夺路而逃的蒙面歹徒，市保安公司巡防
大队殷都中队队长李景远冒着生命危险扑向嫌
疑车辆，奋力拔掉嫌疑车辆的钥匙，但被拖行了
10 多米后，摔倒在地，疯狂的歹徒竟开车从他身
上轧过，李景远顿时躺在血泊中，昏迷过去……
李景远面对危险，不忘职责，用自己的生命维护
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的表彰，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赞扬。这一年，

他荣获“安阳市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2011 年 9 月 2 日，安阳市保安公司大学生保

安员王骁鹏代表河南保安员走进北京人民大会
堂，以“第三届全国先进保安员”的身份受到表
彰，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8 年前，从河
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毕业的王骁鹏放弃外贸公
司的高薪工作，到安阳市保安公司当上了一名武
装押运员。凭着对职业的热爱，他克服重重困
难，从队员做起，到当押款员、车长、中队长、大队
长。在公司提供的广阔天地里，他一步步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这张获
奖证书上凝聚着大伙儿的汗水，我仅仅是众多保
安员战友中的一个代表。”王骁鹏说。

是的，在安阳保安员队伍里，这样的先进典
型数不胜数。他们立足岗位，胸怀大局，顶风冒

雨，尽职尽责，在人们工作、生活的各个场所，默
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汗水。在危难关头，他
们冲得上去；在平凡岗位，他们作出了不平凡的
业绩。

一位哲人说过，把最平凡的工作做好就是不
平凡，把最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

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每一名普通的保安
员都认真对待工作，追求卓越，创出特色，展现精
彩，甘于在普通岗位作贡献，为维护群众的利益
勇于献出生命。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保安队员面
对手持凶器甚至持枪的歹徒，才会毫不犹豫地扑
上去；正是有了这种精神，特勤队员迎着熊熊烈
焰，才会无所畏惧地冲在前面。2011 年，队员共

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 170 人，其中被公安机关刑
事拘留 99 人，治安拘留 57 人，查获赃物价值 5 万
余元；为客户扑灭火灾 20 起，排除隐患 52 起，避
免经济损失近30万元。

在全市重大活动和处突事件中，安阳市保安
公司立足本职，敢当重任，积极发挥协警辅警作
用，发扬了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顽强作风。
他们先后参加了奥运火炬传递安阳站协警安保
工作、争创全国卫生城市协警整治市区道路交通
秩序、反恐演习、维稳处突、“第三届中国安阳国
际航空运动旅游节”等大型活动辅警工作，仅在
2011 年参与的协警辅警维护社会稳定活动就达
261次，出动警力1万余人次。

热心公益、为民服务，是安阳市保安公司多
年如一日的坚持。公司从 2010 年开始持续帮扶
解决 24 名残疾三轮车驾驶人员的生活困难问
题。广大保安员积极投身到向地震灾区捐款捐
物、向社区困难党员送温暖等各项社会公益活动
中，为服务经济建设和促进社会和谐作出突出贡
献。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安阳保安是
一支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素质优良的队伍，赢得
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安阳市保安公司先后赢得了诸多殊荣：两次
被公安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先
进保安服务公司”称号，被劳动部、共青团中央授
予“全国青年进城务工先进单位”称号，荣获河南
省保安员职业技能大赛团体第一名，荣获河南省
金融安全防范技能练兵比武竞赛团体第一名，被
评为“河南省优秀保安服务公司”，荣获河南省

“五一劳动奖状”，被安阳市人民政府荣记集体三
等功，保安员王骁鹏当选为“第三届全国先进保
安员”。

公安部原副部长、中国保安协会会长罗锋亲
笔为安阳市保安公司题词“殷都保安，积健为
雄”，省公安厅领导赞扬“安阳保安是河南保安业
的一面旗帜”。

建设现代企业 实现持续发展
经过几代保安人艰苦努力，安阳市保安公司

白手起家，历尽坎坷，从单纯的人防保安服务开
始，现在发展成为涉及金融守押、技防安保、货物
押运、特种保安、驾驶员培训、保安员培训等多个
业务领域，现有员工近 3000 名，资产 3000 余万
元，年创利税400余万元。

安阳市保安公司领导班子深刻地认识到：“推
动保安服务业科学发展，是增加社会就业、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是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群
防群治工作的需要。加快保安服务业发展步伐
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制度创新、机制创
新，实现持续健康科学发展。这对于当今和谐社
会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至关重要，也是
安阳保安的职责所在。”

成功的企业源于卓越的管理。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整个行业即将进入“战国时代”。如何

实现从“独舞”到“领舞”的角色转变，跨入江山如
此多娇、唯我独领风骚的境界，成为公司新一任
领导班子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他们在具体调
研的基础上，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

一是强化建设和打造公司内部五种能力。
第一，提高经营决策能力。凡涉及公司机制改
革，人事任免，重大支出，经营结构调整等问题，
做到未调查不决策，没论证不决策，不集体研究
不决策，保障公司沿着又好又快，持续健康的道
路科学发展。第二，强化执行能力。实行目标责
任制，把目标任务量化分解到部门和员工身上，
做到“年初有目标，平时有检查，年终有考核”，突
出了业绩的导向功能。第三，提升服务能力。保
安队员的素质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是支撑
企业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因此，加强队伍教
育，保证坚强有力，是安阳市保安公司一直坚持
的信念。为了加强队伍素质、形象建设，加强保
安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竞争力，安阳市保安公
司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员工行为。安阳
市保安公司员工的职业操守有了质的飞跃，2010
年、2011 年客户满意率均达 100%，无责任事故。
2011 年，保安员为群众排忧解难做好事 670 人次，
收到表扬信 18 封、锦旗 9 面。2012 年 4 月 19 日，
保安员董治国拾到现金 5000 元，及时上缴，找到
失主，受到人们的好评。公司将大练兵、大比武
作为保安队伍建设的一个永恒主题，每年坚持开
展岗位练兵活动，坚持“实际、适合、实用”的练兵
方针，力求“训练科目、标准、内容与工作要求”四
统一，做到“干什么、用什么，就练什么”，极大地
提高了队员的军体素质和服务水平，为公司良性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增强驾驭市场能
力。公司采取了“抓大放小，有取有舍”的市场整
合策略。公司成立特勤大队，为社会提供高端特
保服务，突破了保安服务收费在低价位徘徊的困
境，同时在多次协警执勤中，出色地完成了市委、
市政府和市局党委交给的急、难、险、重任务。守
押保安立足金融单位的同时，向危险和特种物质
押运进军，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近两年公司还不
断加大向金融守押的投资，更新守押装备，提高
竞争力。技术保安向高附加值技术领域进军，投
资 80 万元，筹建了与市公安局联网的监控中心；
建立 GPS 卫星定位系统的安装与维护系统，并逐
步应用于商业服务，开展“零投诉、零发案、零风
险”营销服务，使技防业务新增客户率稳步增
长。三产辅业向规模和品牌方向努力，蓝盾驾校
逐步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和方法，招生数量和利润
稳步增长，现已成为豫北地区驾校第一品牌。第
五，锻造创新能力。人才是企业腾飞的动力、发
展的关键。安阳市保安公司有一支以公司为家，
以工作为重，甘守清贫，乐于奉献的干部队伍。
为建设一支懂管理、善经营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安阳市保安公司在选人用人方面，打破一切壁
垒，一切凭实力竞争，靠业绩说话，以实绩定升
降，以实绩用人才，形成了苦干、实干的风尚。公
司将竞争上岗引入用人机制，把有才华、能力强

的同志选拔到重要工作岗位上来，最近两年有一
批优秀队员先后通过竞聘走上领导岗位。广大
员工看到希望，干有奔头，成为一个极富生命力
的整体，凝聚成了一股企业高效的团队管理与协
作能力的核心竞争力，为企业的长足发展提供了
坚实的保障。

二是实施“品牌强企战略”。公司率先通过
了“ISO9001 国际质量认证”，为公司应对保安市
场的全面开放，跨区域经营对外发展，取得了“通
行证”。

三是开源节流。公司在不断开拓新业务开
源增收的同时，努力采取多种措施减少开支。
实行财务公开，修改完善了公司财务管理制度，
规范了报账审批程序，定期在不同范围、不同会
议上公布财务收支情况，主动接受监督。采取
大 宗 物 品 集 体 公 开 采 购 ，集 体 谈 价 的 方 式 。
2011 年，安阳市保安公司经过市场调研，采取集
体采购、分期付款的形式购买 15 辆运钞车。这
些措施减少了公司资金占用量，降低了公司经
营管理成本，增强了公开透明度，为提高利润创
造了空间。

公司领导层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紧紧把握
市场脉搏，牢牢抓住发展机遇，以浓重的笔墨，在
企业的发展史上书写了精美的华章，为推动企业
跨越式发展、实现全面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构建和谐团队 营造温馨家园
随着保安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保安市场的

竞争也愈演愈烈，人才层面的竞争更加突显。
谁能够招来人才、留住人才，谁就能占领市场成
为赢家。公安机关创办的保安公司信誉度高、
管理规范、服务优质，但也背负着不少包袱，和
一些新兴的同类企业竞争，安阳市保安公司坚
持“职工是本、民心是根”的管理服务理念，坚持
为员工服务，坚持员工与企业同步发展，不断构
建企业与员工的和谐关系，不断增强员工对企
业的忠诚度、认同感，进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形成促进企业发展的强大合力。这成为安阳市
保安公司与员工同发展共命运的和谐发展之
谜。

安阳市保安公司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坚持把
企业做成“职工之家”，让职工有家可依，解决职
工的后顾之忧，注重职工的情趣培养，重视职工
的情绪引导，让职工在公司工作得舒心、生活得
有尊严。

安阳市保安公司历经 20 余年的发展，经过几
代领导和全体保安人的共同努力，虽然已经取得
了不凡的业绩，步入健康、持续发展的良好阶段，
但是仍然有很多制约公司发展的瓶颈问题。公
司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克难攻坚，为广大职工办
实事、办好事。一是按规定为队员缴纳社保金，
并将欠缴老队员社保金历史遗留问题澄清底数，
登记造册，分批加以解决。二是近两年连续三次
为队员提高了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工资 25%以
上。三是实施了“人防队员工资在确保全市最低
工资标准的基础上随保安费增长浮动增加办
法”。目前，公司普保队员、守押队员的月工资在
原有基础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公司在不断提
高队员工资待遇的同时，还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
活动。

根据保安队伍年轻化，队员精力旺盛、热情
好动的特点，公司成立了“登山协会”“篮球协会”
等，制作了“我运动、我健康、我工作、我阳光”的
户外运动旗帜，定期不定期在节假日、休息时，举
行各种文体娱乐活动。2011 年，公司组织“十佳
保安队员”、先进工作者先后到延安、西安等地参
观学习；组织 100 余名退伍复转军人举行了庆“八
一”户外登山越野拉练活动，陶冶了情操，活跃了
士气，增强了职工队伍的集体荣誉感，丰富了职
工业余文化生活。

安阳市保安公司为确保经营活动健康发展，
特聘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公司的业务开展，同时免
费为职工提供涉及侵害保安员合法权益的涉法
涉诉案、事件帮助。所有队员每逢生日，公司领
导都要送上一份蛋糕、发一条生日祝福短信，表
达公司对队员的衷心祝福和美好祝愿，送上了单
位的一份由衷关怀。公司夏季为队员发放防暑
降温费，逢重大节日为确保队员安心本职工作，
解决队员后顾之忧，给队员送去了粮油、蔬菜等
节日物品，让队员体会到保安大家庭的温暖。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面对新
的机遇和挑战，安阳市保安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充
满信心，寻求在经营领域，服务理念，资本运作，
结构调整，人力资源，品牌服务等方面，实现新的
突破，新的挑战，新的跃升……他们将社会满意、
客户好评、行业领先、员工自豪作为企业的奋斗
目标。

安阳保安人风雨同舟，携手共进，安阳保安
事业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强！

积健为雄铸利剑 实力当先傲中原
——写在安阳市保安公司荣获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状”之际

□ 杨克忠 侯立敏

保安员为群众贴心服务

公司领导班子研究发展大计

龙腾虎跃 守押防抢劫预案演练整装待发的守押队员 中国文字博物馆英姿飒爽的女保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