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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工作 The first line of work

              济南公司某餐厅自去年开业以

来，接待宴会一直较多，且宴会档次较

高。

           张中炎，担任餐厅主任的同时，

勇挑重担，兼任宴会凉菜厨师。张中

炎工作态度端正，执行力强，工作踏

实、认真、负责，带领团队每天工作

十多个小时。张中炎具有较强的应

急能力，多次接收重大临时性接待

任务，都保质保量的顺利完成，受到

甲方领导认可、好评。

           2015 年 2 月，他所在的餐厅

授予济南举鑫帮厨有限公司 “服务周

到、厨艺精湛” 的锦旗，为公司赢得了

荣誉，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张中炎在平时工作中，执行力较

强，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他带

领打造的餐厅成为银行业内亮点标

杆餐厅。甲方多次带领客户到餐厅

参观工作现场，赢得了领导的好评

和认可。

          2 015 年 3 月，甲方在我方提议下

同意了增加 3 名帮厨人员的意见，张

中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功不可

没，这为餐厅顺利开展今后的工作

奠定了基础。

          为满足甲方职工的需求，餐厅每

周五下午推出特色外卖，每到周五下

午餐厅就排起了长队，看那长长的队

伍，就知道我们的菜品、面食的多受

广大客户的欢迎。
  

         “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希

望我们的“车头”带着我们跑的更快、

跑的更远。

锦旗手中拿
——记济南公司餐厅主任张中炎 

南京公司

           她，江南美女，一头长发但见识不短，身材柔弱确透着

坚强，说话声音不大但做事大胆细致，舍小家为大家，带领

团队把餐厅管理的井井有条，不信？有事例证明 :
    

            南京公司把标准化试点工作放在她餐厅，她积极配

合。从软件到硬件逐一落实，并且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特别在留样管理和清洁环节积极创新。一个保洁箱解决留

样盒的更替保存，预防留样盒流失。一顶蚊帐解决净菜货

架和半成品货架的防蝇防虫问题。每天都不辞辛劳的为餐

厅的工作忙碌着。

           在标准化基础上推广 8S 精细化管理，在餐厅內每个工

作区域都制定了责任人、检查人和监督人，责任明确，落实

到人，定期整理、整顿，清扫、清洁并让每个员工养成习惯。

每月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优秀之星，也有效的提高了每位员

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确保了餐厅能安全、高效运转。

           服务无小事，管理责任重。尽管离家只有一江之隔，她

为了把餐厅管理好每周只回家一次。舍小家为大家，工作

责任心让她显得更伟大。

           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没有白费，她所在的餐厅已经是南

京公司标准化和精细化管理的典范。集团领导来南京巡

检，也给予她高度认可。这样一个责任心强、一个专业化精、

一个美丽的女子，就是南京公司餐厅主任 --- 林学凤。

巾帼不让须眉
      精细管理到位 

济宁公司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这首耳熟能详

的歌曲传遍了大街小巷，也感染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雷

锋 , 是一个名字 , 更是一种精神，是我们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支撑力量。三月杨柳春风，万物复苏，又到了学习雷锋的传

统文明月，我们身边也不乏学习雷锋的好人好事。

           3 月 6 日早 5 点，济宁公司某餐厅员工吴长强同志在上

班途中，发现一个黑色书包，停车捡起发现里面有钱包、身份

证、工作证、技能证书等重要证件，吴师傅意识到这个书包对

于失主的重要性，眼看上班时间临近，吴师傅果断的给单位领

导打了电话简述暂时不能回单位原因，骑车毫不犹豫的飞奔

就近公安局，将事情经过告诉了警察，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联

系到了失主。得知找到失主，吴师傅终于松了一口气，骑车迅

速返回工作地点，当警察反应过来以后，吴师傅已经走远了。

           作为月收入不高的普通职工，面对诱惑毫不动摇，雷锋精

神在吴长强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相信这种高尚的品德将在

举鑫大地发扬光大。

济南公司

济宁公司

        济宁公司某餐厅保管员李振利加入举鑫七年有余，

李振利谦虚好学，努力钻研业务知识，在集团审计于兆平

同志的手把手培养下，很快的熟悉了保管员业务，胜任了

本职工作。
   

        作为保管员李振利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在工作中

她时刻以企业利益为重，坚持原则，严格执行公司的各项

规章制度。工作中她善于观察和发现问题，协助餐厅主任

找提高成本效益的方法，在业务上她做到了精益求精，为

餐厅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生活在举鑫这个大家庭中，我们每个成员只有

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保管员是一线的经营卫

士，企业需要保管员在数据统计、经营监控及生产服务方

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企业更希望每一位保管员以李振利

同志为学习榜样，不断的丰富业务知识，在日常工作中养

成良好的职业习惯，提高自身修养，与企业同发展！

——记举鑫优秀员工李振利

尽职尽责是目标  
工作完美是标准 

“菜品质量月”
我们一直在行动

             潍坊公司积极响应集团“菜品质量月”活动的号召，

开展了“菜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月”活动，并评选出了一星、

二星、三星级餐厅，使各餐厅菜品质量和现场卫生有了较

大的改善，活动效果明显。
    

             在此活动中, 电厂餐厅管理人员重点检查食品的采购、

贮存、加工以及出售等环节 , 做到事事有人管 , 人人有责任 ,

并对食堂全体员工进行了食品卫生安全培训 , 对关键岗位、

特殊工序进行了专项培训 , 建立统一的操作标准。在全体电

厂餐厅职工的共同努力下 , 华能电厂职工餐厅荣获“一星级

餐厅”的光荣称号。

            比德文餐厅被评选为“二星级餐厅”，餐厅将每日所

出的菜品晒到公司菜品交流群中，领导都会对每日的菜

品做出点评，及时提出不足及需要改进的地方，这对菜品

质量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定置定位方面，餐厅将

所有岗位的内容及流程张贴在了餐厅展示墙，使每位职工

都能够对自己的工作一目了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所

有的职工严格遵循公司杨书记提出的“三分四定”的规定，

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工作效果得到了明显改善。

         济南公司积极响应集团开展“菜品质量月”活动的

号召，按照集团的要求，迅速行动，开展了多种形式

的菜品、面食的交流、比赛活动，提高了饭菜质量。

         济南公司东部区域陈经理率先组织了区域内各餐厅

面食交流会。交流会开始，各餐厅拿出自己的创新面食，

现场边制作，边交流，边学习。不到 2 个小时，一盘

盘各式的精美面点就摆上了桌，令人垂涎欲滴。制作

完毕后，大家共同品尝，交流心得、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通过此次面食交流会，不仅检验了我们员工的技

术水平，也点燃了员工学习面食制作的热情，大家相

互交流学习、共同提高，为提高饭菜质量、赢得客户

的认可提供了支持。

潍坊公司
“菜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月”

活 动 记



红岛公司 臧芹芹

潍坊公司 王晓婧

日照帮厨公司  庄博文

日照食品公司 尹璐瑶

济南公司 济宁公司 青岛公司

午间小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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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生活 The staff of life

举鑫专版B4 2015年6月18日 举鑫专版B3 2014年10月28日

        我作为一名保管员，在举鑫帮厨红岛公司某餐厅

工作一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红岛公

司一直非常重视保管员的工作，也组织了多次的保管

员培训。2015 年 4 月 18 日，在红岛公司办公室，又

一次对整个红岛公司所有保管员进行了全面的培训。

        对于这次培训，集团领导申经理也给予了足够的

重视并亲自参与了培训。我以为这次培训最主要的意

义，在于使每个保管员能通过培训提高自己的职业技

能和水平，尤其是需要每位保管员能够坚持原则，遵

守职业道德。通过培训，我明白了虚心求教是成功的

途径之一，作为一名保管员，必须要不断地学习和充

实自己，要具备良好的心态，朴素的生活态度、严谨

踏实的工作作风、公平公正的处事原则。保管员的工

作头绪很多，任务琐碎繁杂，工作处理起来并不简单，

        第一次听到感谢不平凡的自己这句话时对我有很

多的感触，其实我们每个人大都一样。我们大多数的

人一生在平凡中度过。

        从小时候的学生时代，这个时代也是我们大多数

人最美好的时光，那时的我们无忧无虑，那时的我们

最纯真，我们的友谊也最纯粹。到长大后的参加工作。

也许我们还能清晰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记得与我们

共事的同事，记得帮助我们的领导，记得第一份的工

资 ......，然后就是结婚生子，也许是家庭生活的琐碎

消磨了我们身上的锐气，也消磨了年轻时为了理想奋

斗的冲劲，但我们也逐渐融入到这平凡的生活中，在

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着平凡的工作。每天在重复同样

的工作，每天在做相似的事情。

        但张瑞敏说过，什么叫做不简单？能够把简单的

事情天天做好，就是不简单；什么叫做不容易？大家

公认的、非常容易的事情。非常认真地做好它，就是

不容易。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平凡的工作中把工

作做好就是不平凡。我们应该感谢一下这样的自己。

为自己加油。让自己前进的路上更加的充满动力。

感谢不平凡的自己。 

           2015 年的 4 月 9 号，我来到了潍坊举鑫帮厨，在

这里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

            作为一名进入一个全新工作环境的新员工来说，

尽管在前期面试准备中，已经对公司有了些初步的了

解，但进入公司的第一天，还是对周围的环境感到好

奇和陌生。然而这种紧张情绪在公司领导、同事的关怀、

帮助下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短短十天，就让我感受到强大的企业文化。爱岗

敬业，真诚服务，开拓创新，诚实守信，热爱举鑫，

回报社会，每天早上的口号凝聚了我们员工的心，员

工严谨的工作作风正如口号中呐喊的，执行程序，严

守纪律。

           这几天，亲身经历了对账，巡检，制作会计所用

的表格，使用仓库管理软件，这些实际操作与我所学

的专业结合起来，在面对这些新事物的时候很容易的

就被接受，但是，毕竟时间还短，我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接下来的日子，谦虚谨慎，虚心学习的心态仍然要保持，

充实自己，回报举鑫。

           时光飞逝，春去冬来，不知不觉已经在举鑫一年了。

一年中有感动，有努力，有拼搏，所有的点点滴滴历

历在目。
     

            去年的此刻，我工作餐厅的承包单位，换成了举鑫帮厨。

刚开始，以为自己要失业重新找工作了，可是在

但是不管事情有多杂，采用什么方法解决，都不能忘

了工作程序，从原材料的验收到储存到出库，都以公

司的规章制度和集团标准化工作的相关要求为标准，

去衡量自己的工作做的是否到位，
    

        通过这次培训，我看到了公司完善的制度和良好

的工作作风。我相信，在这样的公司里，一定会有我

学习和成长的空间，这样的公司也一定值得我付出努

力。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实现

自己的价值，我愿意跟公司共同成长共同进步，走向

更加美好的明天。

在学习中成长

感谢不平凡的自己

来举鑫这一年

你好，举鑫！

员工心得 Staff experience

         春风轻拂，万物生辉，在这春意盎然的日子里，迎来了

我们广大女同胞的节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我们的承诺没变！我们的美好传承没变！

         在这个属于女性的特别日子里，集团公司下属各公司

她们一一送上了精心挑选的礼物，并代表集团公司祝愿

她们：美丽与智慧并济，事业与家庭共融，健康与快乐同

在，永葆青春容颜和美丽心情。勉励工作在一线的女性员

工，发扬“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展现新时代女性风采，为

举鑫的发展壮大添砖加瓦。

               2015 年 5 月 17 日、星期六，济南公司某餐厅利用休息时

间组织了一次有意义的郊游活动。

                5 月 17 日早上，在区域经理王亮和餐厅主任王青亮带

领下，餐厅员工一行十多人，浩浩荡荡向南部山区进发。我们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欢声笑语，很快顺利到达目的地。城郊风

景秀丽、空气清新，游人络绎不绝。

            济南公司某餐厅主任为缓解员工身心压力，设计了一

套小游戏：员工排成一行，后面的员工给前面的员工按摩

肩膀、捶背等，然后转身回头、重复动作。

            餐厅利用午会时间，开展小游戏，这既有游戏的趣味性，

又有利于加深员工之间的感情、增强团队的凝聚力，为更

好地完成本职工作注入活力。

            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创意，值得推广。

            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到了，为庆祝这个美好的节日，

济宁公司为我们员工的孩子们准备了精美的礼品，公司书

记任宗太将礼物亲手递到员工手里，勉励员工好好培养祖

国的下一代，相信孩子们一定能够成长为有理想、有抱负

的栋梁之才 , 并祝愿所有的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礼物虽小情意重，员工们被我们的细微服务所感动，

他们真正体会到了举鑫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一个朴实的大

姐接过礼物握着书记的手说：“我替孩子谢谢您们，有你

们这么好的领导我哪有理由不干好 , 我会让孩子好好学习，

将来学业有成回报举鑫，回报社会。

                 郊游不忘工作，在郊游途中，我们一直拉着公司的

横幅：济南举鑫帮厨有限公司，多名游客上前咨询我们

公司的情况，我们一一解答，并大力宣传公司的业务。

              郊游午餐我们自带了食材，烤起了肉串。有的生火、有的烤

串、有的摆桌子……大家齐动手、相互协作，不一会儿，肉串香

味弥漫。劳动是快乐的，大家都觉得自己烤的肉串最好吃！

                对于此次郊游我们有很多感触，平时工作繁忙，员工之间

交流沟通少，通过这次郊游，加深了同事们之间的感情，提升了

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注入了动力。

           2015 年 5 月 30 日，青岛公司某餐厅为配合甲方运动会

的召开，充分地做起了供餐任务的准备。

           这次供餐任务主要做到两个标准：第一保证食品安全。

夏季天气较为炎热，在选菜以及制定菜谱方面尤为谨慎。最

终敲定了最为合适的菜品。在原材料的清洁上严格按照清

洗标准，保证每样原材料在清洗干净的前提下至少清洗三

遍。第二保证供餐速度。正所谓先到先得，由于这次供餐还有

另一家公司的餐厅参与，所以，我们只有在保证食品质量的

前提下最快速的将所供员工餐送到运动会的召开场地，才

能保证员工餐的销售量。所以，此次供餐任务我们采用流水

线加工，定岗定位，最终保证所供员工餐最先装车，最先到

达，最先售罄。

             此次供餐，参与其中，收获颇深。不论在什么条件下，大

家只有协同一致，把劲使到一处才能取得好的成绩。

            为进一步提升枣庄公司职工人员的面点制作水平，增

强员工的安全技能、安全意识和服务意识，4 月 22 日上午，

相继对滕州某监狱三个餐厅员工进行了面点师培训和安全

知识培训。
          

            在面点师培训过程中，枣庄公司生产部的商经理不仅

详细介绍了各类面点的配料方法、制作过程、火候掌握等

注意事项，还进行了现场制作示范，边示范边讲解；大家

边认真看边做记录，同时积极踊跃地动手参加实践练习。

在商经理的耐心指导下，面点师们学会了芝麻糖饼、香酥

豆沙饼、葱香火腿卷、满口香酥条、五香椒盐饼等多种花

样面点的制作方法，切实掌握了其制作要领和注意事项。

            安全知识培训由任书记主持，人力部潘经理进行了现

场讲解示范，对全体员工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安全培训。

任书记首先向大家简单介绍了举鑫帮厨公司的发展和内部

管理情况，勉励大家扎实工作，搞好团结，互相配合，共

同努力推动公司发展，为服务客户做好饮食服务工作。随

后潘经理结合帮厨人员的工作实际，以“确保食品安全、

提升服务水平”为出发点，对不同组别、不同岗位帮厨人

员日常工作流程依次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讲解讲解通俗易懂，

现场气氛热烈，效果良好。

            通过此次专项培训，员工的技术水平、服务技能、服

务意识、安全意识、规范意识、团队协作意识均有了较大

提升，必将为“服务质量年”活动的顺利开展、餐厅职工

饮食质量的提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又是一年
      三八节

WE ARE TOGETHER我们
大家在一起
  ——记济南公司某餐厅郊游活动

欢度“六一”儿童节
快乐运动    快乐供餐

----优质服务全力保障甲方运动会后勤餐饮支持

枣庄公司某餐厅
       “服务质量年”专题培训

甲方和举鑫领导的积极交流和沟通下，我决定继续留

下来工作。

         刚开始可能是因为陌生，所以心里还有抵触和不

安，可是在以后的工作中慢慢了解到，这个拥有十六

年餐饮服务经验的企业，和拥有自己企业风格及企业

文化的公司，并没有那么陌生，让我重新认识举鑫，

重新更加拥有信心。

         在这一年里我看到的举鑫是，作为一家食品餐饮

企业，不把利益放在首位，而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

这是让我感到敬佩的，也是我过去工作过的企业所不

具备的。是的，在餐饮行业迅速发展，食品添加剂日

益繁多，人们对健康的饮食越来越重视的环境下，企

业把食品安全卫生作为重中之重，确实是一个明智之

举，也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

        在公司的引导下，作为一名厨师，我也深刻地认

识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在以后的工作之中，我会牢

记企业宗旨，杜绝添加剂，严把质量关，真正地做到

民以食为先，食以安为先。

         一年的工作与生活，使我认识到了“举鑫帮厨“四

个字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良心。举鑫好比是一

座灯塔，指引着我这艘刚启航的小船，驶向成功的彼

岸。我会继续加倍努力地工作，和举鑫共同进步，共

同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