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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服务，印记出一座城的美好

         在喧闹中更孤独的城市里，

           在充实时更空虚的生活中，

           您，是否在寻觅着一方净土，

           在那，有和煦的风、清新的空气、怡人的风景，

           在那，有亲切的脸庞、热情的笑脸、无微不至地贴心

       服务------

           在这，奥园能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期许。

           在这，奥园物业人正用服务，印记着一座城的所有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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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of Aoyuan

         奥园篇



中国奥园地产集团

奥园集团创立于1996年，于2007年10月9日在香港联交所

主板正式上市，2013年进入百亿俱乐部行列，2015年首次进军

海外市场澳洲悉尼，现已形成了“地产开发、商业运营、健康养

生、文化旅游、跨境电商、物管服务”六大核心业务。坚持“快

速开发、快速销售”的开发策略，以珠三角、环渤海、长三角、

中西部核心区及北部湾中国五大经济圈为核心的布局，逐步形成

区域聚焦、海外布局的“稳健、多元”的发展之路，扛鼎中国房

企未来。

作为中国首个复合地产的缔造者、中国主题地产创新理念

的开拓者。奥园地产集团开创性地将房地产开发与创造消费者生

活方式密切结合，将房地产产业和其他关联产业有机整合，在满

足消费者的实用性功能价值之外，为消费者创造出健康向上、和

谐美好的生活体验和文化价值。未来，奥园地产集团开将秉持

「构筑健康生活」的品牌理念，专注于住宅和商业地产的双线开

发，以品质为导向，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人居环境和创造积

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引领城市健康生活。

 ONOR

连续20年荣获  [纳税大户奖]

连续17年荣获 [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连续15年荣获 [广东房地产资信20强]

连续6届荣获 [中国杰出房地产商]

[2016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运营效率TOP10] 第5名

[2016年荣获[2016年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30强]

[2015中国房地产华南品牌价值TOP10] 第2名

[2015企业社会责任杰出企业奖] 

[2014年度最具投资价值地产上市公司] 

[中国上市房地产企业商业物业价值]50强 

奥园集团 十大荣誉H



广州奥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是中国奥园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备国家物业服务一级资质。目前服
务管理全国近80个项目，涉及：大型住宅小区、商业综合体、
公寓、写字楼及高端别墅等。

奥园物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真诚服务、贴心管家”
的服务理念，秉承“注重细节、赢在细节”的专业服务精神，
以“高效管理、诚信服务、科技创新、树立品牌”为质量方针，
打造高质、高效、高水平的物业服务体系。

未来，奥园物业将坚持以“客户至上”为出发点，持续
创新服务管理，借力互联网，将传统服务与现代互联网技术相
结合，致力于为业主提供更加标准、专业、精细、便利的物业
服务。

 
奥园物业A

 O YUAN WU YE 



发展历程D  EVELOPMENTAL HISTORY 

2017 腾飞

2010 诞生

7月广州奥园物业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成立

9月，正式更名为广州

奥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3 初啼

1、举办第一届“岗位技能
竞赛”
2、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3、正式接管项目新塘奥园
康威广场……

1、成为“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
会第四届常务理事单位”
2、成为“广州市物业管理行业协
会第五届理事单位”
3、正式接管萝岗奥园广场、佛冈
奥园、梅州项目销售案场……

1、获批国家物业公司一级资质；
2、正式接管奥园城市天地、越
时代、南海奥园公园一号、万博
国际中心销售案场------

1、标准化手册制定与推行
2、“整风运动”端正企业之风，树
“高效、诚信、责任”之气；
3、通过“服务品质提升”、“服务
技能竞赛”“军事大比武”、“标准
化手册推行、”一二四制度“等专项
活动与措施，提升物业管理品质；
4、创新地推行“四条产业链”的多
种经营模式，打造全员营销服务
5、正式接管萝岗奥园广场、梅州奥
园半岛一号、莲峰圣境‘
6、完成的交楼项目有：重庆盘龙一
号、阳江项目、沈阳会展广场、嘉兴
项目、成华奥园广场----
7、成立蚌埠、昆山、成都等6家分公
司
8、荣登“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
第21位；
9、获得“广东省物业行业先进企业、
广东省十佳最具竞争力服务企业、广
东省物业服务优质示范单位”等称号

2014 展翅

2015 进阶

2016 内优
1. 总部办公室搬迁
2、荣登“中国物业服务
百强企业”第19位
3、成立扬州、南宁、佛
山等9家分公司；
4、加快开疆拓土步伐，
接管珠海、湘潭、宁波、
惠州、北京、泉州等地项
目；



奥园物业是一家年轻有梦想的企业，也有着深厚的品牌文化。

标识右上方倾斜9度的设计，正是寓意奥园物业基业长久，永续经

营。

奥园金是奥园物业的传统色，也是标识的主色调，它代表着园

物业为广大的业主和客户提供白金管家的贴心服务。

标识中两道弧线，一道代表“奥园为您提供环保、养生、舒适

的生活方式”；另一道代表“奥园以追求人的身心健康为最高原

则”；两道弧线同时还代表奥园所坚持的复合与整合，两道弧线同

时是两条跑道，寓意奥园人在跑道上不断开拓进取，一路向前。

品牌理念B  RAND IMAGE 



玉林

沈
阳

北京

环渤海经济
圈

长三角经济圈

中西部经济圈

北部湾经济圈

珠三角经济圈

20年30城60盘商住双向发展

区域聚焦 布局中国
以珠三角为中心点，辐射北部湾、中西部、长三角、

环渤海等经济圈，囊括广东、重庆、沈阳、海南、

江西、广西等地80多个项目，管理面积达***万平

方米，项目涉及：大型住宅小区、商业综合体、公

寓、写字楼及高端别墅等。

区域布局 A
 REA LAYOUT 



管理团队M  ANAGEMENT TEAM 

     广州奥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管理团队

1.总经理：姜玥先生
2.副总经理：万立安先生
3.财务副总监：陈蓉女士
4.办公室主任：林婷婷女士
5.品质管理部经理：张勇生先生
6.工程部经理：孙航先生
7.售场管理部经理：鲍远斌先生
8.多种经营管理部经理：李海峰先生

总经理

副总经理

总经理助
理

多种经营
管理部 工程部 办公室 售场

管理部
品质

管理部
财务部

                  奥买家集团
            广州奥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管理团队M  ANAGEMENT TEAM 

工商管理硕士

中国连锁金麒麟奖之最佳CEO 

2016年度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杰出行业领袖奖

2015年度广东商业行业卓越职业经理人 

2015年中国体验式商业创新人物

2014年广州商业地产卓越经理人

奥园物业领军人    奥园集团副总裁

奥买家集团总裁

苗思华 先生



管理团队M  ANAGEMENT TEAM 

工商管理硕士，物业管理师、中级人力资源师

2016年中国杰出职业经理人

2015年度第八届广东十大杰出职业经理人

2015-2016年度广东省物业服务管理十佳人物

2014-2016年广东省物业管理杰出人物

奥园物业领军人    

副总裁、总经理

姜玥 先生



管理团队M  ANAGEMENT TEAM 

奥园物业领军人    

副总经理

万立安 先生

工商管理硕士，深耕奥园十余

载，从基层崛起的典范，对物业全

盘管理有着扎实的实战经验。



管理团队M  ANAGEMENT TEAM 

奥园物业领军人    

总经理助理

陈蓉 女士

工商管理硕士，中级会计师

与公司共成长的老奥园人，见

证了奥园集团的诞生与雄起，对物

业管理，尤其是物业财务管理，有

深刻的理解。



chapter of service

         服务篇
    奥园物业人，以对贴心服务的膜拜砥砺前行。



S  ERVICE CONCEPTION

服务理念

         真诚服务  贴心管家    

      奥园物业人深信，只有秉承一颗真诚的心，想业主所想，做

业主所未想，真正成为业主们最贴心、交心、放心的管家，才是

制胜的关键。

      正是这种信仰，支撑着奥园物业人自公司成立起，不断摸索、

持续创新，打造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服务经营模式，深得业主和

开发商的认可。



地产营销服务专家    

S  ERVICE LOCATION

结合楼盘定位，定制套餐服务

依据项目定位及区域特点,为其量身打造具有项目特色的销

售案场物业服务，在销售过程中提供包括车辆管理、尊享礼宾、

重大接待、销售活动配合、清洁绿化等高品质的专业服务。

打造售场亮点服务

       关注细节至每个环节，打造“停车场、销售大厅门口区

域、大厅内沙盘区域、洽谈区、样板间、卫生间、离开销售

大厅”七大区域亮点服务。

服务定位



地产开发顾问专家    
       奥园物业人秉承“高效  诚信  责任”的企业宗旨，高标准、

全方位跟进前期介入三阶段：

规划设计阶段

       从业主的角度出发，对配套功能，安全预防，能耗合理、物业

管理品质定位等各个方面给予设计部门合理化建议和意见，并推动

完善。

施工阶段

       依据国家标准、设计图纸、完善的内部管理标准，监控现场施

工，隐蔽、外围工程施工质量、监督现场设备设施成品保护情况等。

交付阶段

       严格按照交付标准，施工规范进行承接查验。确保交付时无重

大质量问题，重点设备设施，分户验收的前期查验率实现100% 。

S  ERVICE LOCATION

服务定位



社区服务经营专家    
创新式“四条产业链增值业务”，实现业主与物业公司共赢

拎包入住

       整合装修、家具家电、房屋配饰、材料展销等上游优质合

作商家，有效链接业户需求，打造一站式入住服务。

 

     依托物业的供需市场；商业运作房屋资源，如车位、尾盘

代售，二手房、商铺买卖、租赁、托管，酒店经营管理等，实

现资产的经济效益化。   

传统多种经营

     整合社区资源、专业团队运营，高新科技引入，打造智

慧便民社区。

文旅健康

     甄选优质生活产品供应商，为业户线上、线下同步提供

生鲜配送、旅游产品、保险、保姆钟点工、婚庆、酒店预订

等服务。

房屋托管

服务定位S  ERVICE LOCATION

智慧社区020服务

    以业户需求为导向打造的020服务平台—佳园APP，为物业

和业主提供智慧社区服务：不仅让物业实现停车、门禁智能管

理，节省人员配置；而且通过平台，业主足不出户即可享受生

活缴费、维修、房屋托管，购买国内外精品等线上服务。

 



基础管理运营专家    

  铂金管家服务理念

       秉持“奥园•铂金•管家”的服务理念，为客户提供标准、专业的星级服

务，满足业主需求的同时不断制造惊喜。

    构织“五环安全网”，满足高尚住宅第一需求

由总控、外控、门控、内控、群控组成的“五环安全网”“外驰内张”、

技防与人防相结合， 形成“点与点、面与面、点面结合”网状安全防范体系。

 科学管理保障公共设施安全、环保运行

       通过修订标准化手册、制定严谨设备设施运行方案，建立项目能耗数据模

型，延长设备设施的使用寿命。

社区智能化综合服务

通过佳园APP搭建社区O2O平台，业主通过线上足不出户，即可享受缴纳

各种生活费用、查看物业通知下单购物、衣物送洗、房屋保修等“管家式”服

务。

S  ERVICE LOCATION

服务定位



地产资产增值专家    

服务定位S  ERVICE LOCATION

五星级治安防范标准打造安全和谐社区

    “五环安全网”与小区全方位、不间断巡逻小组的双重保险，打造出铜

墙铁壁式安全社区。

“幸福家”概念打造绿色社区

    “幸福大道”、“幸福林”等一系列“幸福家”概念打造的绿色区域，给

业主营造园林式社区环境之余，吸引了更多客户在此定居。

完善的社区配套打造宜居社区

       基于业主所需的社区配套，如图书馆、文化长廊、健身房等营造出动静

结合的宜居社区。

       奥园物业人，精心策划打造的安全社区、绿化社区、宜居社区，不

仅为业主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而且为地产资产增值保驾护航。



chapter of projetc

         项目篇
    奥园物业,,以真诚贴心服务缔造舒适城市



番禺奥园

       冠军城是番禺奥林匹克花园的最高端产品，北
向视野开阔，南向可望到沙湾河的美丽江景，东可
望到沙湾生态风景区，生态、景观资源良好。设计
中大量引用错层式入户花园、生态观景阳台、创新6
米挑高入户花园等创新设计，户户南北对流，户型
功能组合人性化十足。在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
究中心、工信部电信研究院互联网中心、智慧邻里
(北京)信息科学研究院、智慧生活产业联盟主办的
“2014年中国智慧社区行业年度评选”中，获得奖
项“2014年中国智慧社区行业——年度领军社区”
荣誉。奥园集团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党建引
领客户服务和社区建设。
       番奥社区先后被评为“六好”平安和谐社区，
广东省宜居社区、广州市绿色社区、广州市十大幸
福社区范本、番禺区首批五星级治安防范达标社区
等。

项目地址：广东省番禺市桥南街市良路9号

精品住宅Q
 UALITY RESIDENTIAL PROPERITY



南沙奥园

       南沙奥园，占地1200亩，坐落于广州
南沙区南沙岛南部观光带，背山望海，依
托“山、林、湖、海、泉”的自然资源优
势，精心建有独栋别墅、联体别墅、豪华
洋房、公寓、星级养生酒店、养生植物园
等业态，是集居住、度假、保健、旅游、
文化等综合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养生地产主
题社区，已成为面向珠三角、服务粤港澳
的特色养生中心，为热爱生活、关心健康
的人士带来一种“生命加油站，健康维护
营”的理想生活方式。

项目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珠江东路

精品住宅Q
 UALITY RESIDENTIAL PROPERITY



佛冈奥园温泉别墅
    佛冈奥园温泉别墅距离广州CBD区仅60分钟车程，
以山为背景，以水为环绕，倾力打造东方瑞士“温泉小
镇”的别墅休闲度假生活，是绝佳的休闲养生风水宝地
，有效弥补当地健康养生产业的缺失，助力地区产业升
级。
项目地址：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石角镇沿江东路

精品住宅Q
 UALITY RESIDENTIAL PROPERITY

中山奥园

     作为中山"首席健康生活城"，产品包括河畔别墅、花园洋房
、高层景观洋房、精品公寓、风情商业街等，旨在打造华南新一
代一流品质的"水岸园林"式高档大型社区，曾入选“国家健康住
宅示范项目”，还囊括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颁发的“
国际花园社区”大奖。

项目地址：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广丰社区内



重庆奥园城市天地
    项目打造“茶园门户·双轻轨枢纽50万m²全能生活广场”，
涵盖有奥园广场livingmall、1公里乐活街、“城央墅”公园洋
房、中心院馆高层、国际LOFT公寓等多种产品，致力打造茶园
首席生活消费中心，成为百万人的乐活天地，为茶园乃至重庆
带来全新的生活模式和消费体验，重新定义整个茶园新区的商
业格局。

        项目地址：重庆南岸茶园 行政中心旁

精品住宅Q
 UALITY RESIDENTIAL PROPERITY

沈阳奥园国际城

       沈阳奥园国际城，占地面积约37万㎡，是奥园进军沈阳的
首席佳作。是一座集休闲娱乐、办公、高档住宅、主题养生酒
店式公寓、SOHO国际商务公寓、教育配套于一的体“养生健
康之城。

项目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南京南街1188号会展中心对面。



株洲奥园一号湖畔

    株洲奥园一号湖畔是株洲神农城片区唯一一宗直面
神农湖景的大型商住用地，项目将打造成株洲首个稀缺
自然景观、城市生活中心和养生生活理念于一体的中国
顶级养生城。建筑形态以别墅及平层豪宅为主，另有5A
写字楼、大型Shopping Mall、高端养生会所、养生酒店
等顶级商务、商业配套。
项目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神农大道旁

精品住宅Q
 UALITY RESIDENTIAL PROPERITY

奥园文化旅游城韶关印象岭南
    项目占地576亩。其住宅地块可揽武江江景，毗邻沙湖公园，景观优势
明显。户型以80-120方为主，主力户型为“n+1”设计。商业部分商业街
沿2. 8公里武江江岸线，以主题客栈、公寓酒店、风情酒吧、美食为主，
搭配零售街铺。按政所规划韶关市旅游集散中心将设置于项目内，以“岭
南版的丽江古镇”为核心思路，建设华南首个世界级游客集散中心，打造
高端居住、旅游休闲、文化娱乐、餐饮购物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

        项目地址：韶关市武江区323国道与武江北路交汇处



奥园黄金海岸
    作为嘉兴城市东部第一个滨水运动健康社区，奥园黄金
海岸以三面环水，约800米水岸环抱的用地优势，采用院落
式布局规划，大面积园林绿化景观中穿插建设运动设施，倡
导“运动养生”的全新理念，更配备2000㎡社区医疗服务中
心；不仅营造了和谐健康的生活环境，也为传承邻里文化提
供了良好的公共空间，是嘉兴真正稀缺的健康人居标杆。

     项目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经济开发区塘汇街道城东路与
永政路交叉口

精品住宅Q
 UALITY RESIDENTIAL PROPERITY

昆山奥园

    昆山奥园位于上海后花园、中国百强县之首的昆山，离上海市中心3 0公里
，项目预计总住户近2000户。会所、幼儿园、精品商务酒店、风情商业街等各
项配套一应俱全，作为中国奥园在长三角地区的开疆之作。奥园印象高迪坚持
“构筑健康生活”的理念，力求打造出高品质的“西上海·湿地系·养生建筑群
”

       项目地址：江苏昆山市千灯镇



广州奥园城市天地

    奥园城市天地位于广州市核心区域——长隆-汉溪
-万博商圈，紧邻地铁3、7号线交汇点。整体定位为
集城市旅游主题体验+特色主题商业街区+集中商业
+精品酒店公寓、LOFT公寓为一体的大型都市娱乐街
区，承接长隆景区旅游发展的延伸，创造都市娱乐旅
游地产发展的综合模式。业态分布为以时尚天地、儿
童天地、休闲娱乐天地三大业态为主，引入新型一流
文化型娱乐休闲梦幻剧场、精品主题酒店、新潮RTV
、儿童欢乐体验场等引擎为组合，将致力于成为首个
华南都市娱乐旗舰。

项目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新光快速路汉溪大道
出口处

商业地标I
CONIC COMMERCIAL PROJECT



奥园越时代

    奥园越时代是奥园集团率先进驻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打造

的高端商务集聚区—广州南站区域打造的大型都市综合体项目，

总建筑面积1 3. 5万m²，整体定位为亚洲首席智慧SOHO，项目

主要产品为全能创意loft公寓和临街商铺。它的动工，标志着广州

南站区域作为广州顶级商贸区域的核心领地已经正式启动国家化

商务、商住的高铁时代已正式到来。

      项目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南站板块核心

商业地标I
CONIC COMMERCIAL PROJECT



广州奥园国际中心
    奥园国际中心位于广州中轴线南部商务综合CBD万博中
央商务区中心位置，规划有步行商业街、甲级写字楼、精
品公寓、国际商务会所等多种业态，以国际化视野进行规
划设计，将建筑艺术、商业体系与智能化管理相结合，将
会给广大市民带来时尚、现代、便捷的全新商务休闲娱乐
体验场所，建成后将成为广州南拓区域的地标性综合体。

 项目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新城万博商圈核心

商业地标I
CONIC COMMERCIAL PROJECT

广州萝岗奥园广场
     项目地处广州新黄埔区萝岗中心地段—开创大道与开萝大道交汇处，属于萝岗

传统中央商业生活区核心。总建筑面积30万m²，总投入超40亿，项目规划建设一

座大型购物中心、主题商业街区，以及地标式甲级写字楼、升级LOFT公寓、城市

中心学区房等业态。拥有三大主题商业:纽约时尚购物中心、香榭里乐活体验街、

米兰家居精品荟，打造集吃、喝、玩、乐、住、办公等一站式乐活生活体验的大

型城市综合体。

项目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与香雪八路交汇处



重庆盘龙壹号
      重庆奥园盘龙壹号总建筑面积约61万平方米，由一条市

政道路划分为A/B，2个组团，区域第一大盘，首个全能城市

综合体，重庆首个智能社区，涵盖40万平方米商圈智能住区

和20万平方米全情景商业，以及奥园广SHOPPING MALL,

美食娱乐天地、时尚欢乐天地，将星级酒店、世界顶级写字

楼等丰富业态融于一体。

项目地址：重庆.九龙坡.巴国城旁

商业地标I
CONIC COMMERCIAL PROJECT

蚌埠奥园华府
   蚌阜奥园华府，精工豪宅。总占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项目分为四
个组团，产品有23-32层，3-4层双拼情景洋房以及别墅可供选择。周
边咫尺相连的市民广场、休闲商业中业中心、市级名校、星级酒店、
甲级写字楼等千亿市政配套。

项目地址:安徽省蚌阜市东海大道龙湖桥头公园沿环湖西路向南



chapter of culture

         文化篇
              文化，激励奥园物业人前行



   战略引擎  缔造未来
       奥园物业人，以为住户构筑舒适健康的生活为
己任，以为物业增值为核心竞争力，为此，我们相
信且坚持做到：
   1、核心价值观

高效  诚信  责任

   2、服务理念

真诚服务  贴心管家

   3、管理理念

精心策划、狠抓落实、办事高效

   4、质量方针

高效管理   诚信服务   科技创新   树立品牌

核心价值观C
ORE VALUE



社区党委C

成立广东省首家以非公企业为主
体的社区党委

       奥园和社区建设。2013年7月，成立番禺社区党委，成为广东省第一家非公企业
为主体的社区党委。
       奥园社区党委以党委统领、党建引领，形成了社区党委、开发商、居委会、业委
会、物管公司、社区生活服务组织“六位一体”的共建共管机制，推行楼宇党支部制
度和党员服务社区制度，贴近居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并推行“四个民生工程”和
智慧便民服务，建设平安社区、智慧社区、幸福社区、和谐文明社区。
       奥园社区先后被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2014中国智慧社区年都领军社
区、广州市十大魅力社区、广东省“六好”平安和谐社区、广东省宜居社区、广州市
绿色社区、广州市十大幸福社区范本、番禺区首批五星级治安防范达标社区等。
       奥园社区的党建工作和智慧社区建设受到中国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中组部、
国家商务部、国家信息咨询委员会、广东省社工委、广东省委组织部、上海市委组织
部等全国及省市领导好评。广东省全省和广州市全市的党建工作观摩交流会先后在奥
园社区召开，《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网、人民网、中国文明网、新华社等全国及省
市众多知名媒体报道了奥园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情况。

OMMUNITY PARTY COMMITTEE

2014年3月 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调研组调研番奥
社区党建和网格化管理情况

2013年12月 广东省委组织部在番奥社区举行
全省社区党建工作观摩交流会



健康生活，和业主共筑

         奥园物业人，在传统节日及家庭特设专属节日时，

以运动、文化、娱乐为理念，举办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

丰富广大业主的业余生活，与业主一起构筑健康生活社区。

社区活动C
OMMUNITY ACTIVITY



    奥园物业人，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团建活动，提高员工的公司归属感，提升团队凝聚力。

因为员工高潜能素质和卓越能力是优质服务的保障，所以不管是公司，还是个人，我们从未懈怠，为提高员工能力孜孜不倦地努力着。

文化建设C
ULTURE CONSTRUCTION



公司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评为“会员单位”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和中国指数研院共同颁发“2016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和中国指数研院共同颁发“2016中国物业服务特色企业-智爱生活”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第四届（2014-2018年）常务理事单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院企业研究所颁发的“2015-2016年度广东省十佳最具竞争力物业服务企业”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颁发的“2014-2016年先进企业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与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联合举办的“羊城文化大篷车社区行”活动中，奥园物业被评选为 “优秀物业管理公司”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授予：2014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捐赠活动现金单位

广州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单位

广州市番禺区物业管理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

企业荣誉H
ONOR OF AOYUAN SERVICE CORPORATE



项目
Ø金业项目荣获“全国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 称号
Ø金业项目连续三年被评为“治安防范星级评定达标小区-五星级小区”
Ø番禺奥园项目荣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社区（村）标兵（2009-2010）
Ø番禺奥园项目被评为2010年度“双百共建文明社区”先进社区
Ø番禺奥园项目被授予2010年度广东省宜居社区
Ø番禺奥园项目荣获2012年度维护稳定及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Ø番禺奥园项目被广州市美丽乡村和幸福社区工作领导小组评为“幸福社区”
Ø番禺奥园项目被广州市人民政府评为绿色社区
Ø番禺奥园项目被广东省民政厅评为“六好”平安和谐社区
Ø番禺奥园项目荣获“达标单位”称号
Ø番禺奥园项目荣获2013年度广州市十大魅力社区
Ø番禺奥园项目荣获2014中国智慧社区行业年度评选“年度领军社区奖”
Ø沈阳奥园国际城项目荣获首届沈阳房地产金榜评选“最佳物业管理楼盘”
Ø沈阳奥园国际城项目被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政府评为“2014年度星级住宅小区”及
Ø“2016年度星级住宅小区”
Ø玉林奥园康城项目荣获2015年玉林“十佳”园林式小区
Ø重庆水云间项目被2015年度南岸区物业服务星级评定为四星级
Ø株洲奥园广场项目荣获“创建平安小区先进单位”
----

企业荣誉H
ONOR OF AOYUAN SERVICE CORPOR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