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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訊 

  

神獸歸籠，繽紛夏季怎麼過？  

時值 7 月，盛夏正盈，暑假開啟。除了空調、西瓜、奶茶，當然也少不了充電、玩水、親子出

遊！不論是家樓下的社區，還是歡樂商圈，奧園健康實力寵業主，一口氣承包暑假歡樂出遊！

美食、互動、泡泡趴...…妥妥省去親子暑期攻略煩惱。那麼，如何在有序、科學防控疫情的同時，

讓神獸暑假過得充實而有意義？ 

走進「敦煌研學館」，在家門口領略國潮氣韻 

2022 年，奧園廣場面世十周年。十年來，奧園旗下購物中心緊抓暑期經濟，打造各種貼合親子

客群溫情活動，「樂學堂」就是其中之一。 

 

「樂學堂」致力於為當地周邊學齡兒童提供優質、全面的教育服務，滿足更多學生課外拓展及

藝術發展需求，同時為家長們提供一個溫情、休閒的購物、餐飲場所。今年，奧園旗下購物中

心圍繞時下「國潮」熱點，以「遇見」為主題打造 7 月暑期「敦煌研學館」活動。 

幾千年前，由於商貿往來、文明碰撞，孕育出獨特璀璨的敦煌文化。如今，將「樂學堂」升級

為「敦煌研學館」，旨在攜手親子客群穿越千年時空，領略中華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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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敦煌研學館」更強調互動體驗。奧園健康旗下購物中心通過設置拍照打卡點、安排遊樂

設施、豐富舞臺表演等精彩紛呈親子互動活動，使古今文明在購物中心交相輝映，實現多元文

化相互碰撞，讓千年之繁華觸手可及。 

 

此外，奧園健康旗下購物中心為了豐富神獸們的暑假生活，除了精心安排「敦煌研學館」，還

紛紛「各出奇招」，緊扣親子需求，圍繞藝術培訓、餐飲、零售推出各類促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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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不「拘心」，親子同心過暑假 

時至今日，夏日豔陽天已如約而至。為滿足孩子愛水、玩水、嬉水的熱情和渴望，奧園健康社

區物業推出「清涼一夏，狂歡泡泡趴」活動。 

每一場泡泡趴，活動現場都成為了歡樂的泡沫海洋，大朵大朵的泡泡不斷噴薄而出，就像是被

雲朵包裹著的清涼世界。孩子們可以在這童話般的世界裡盡情嬉戲打鬧、不亦樂乎，有的變成

「聖誕老人」，有的變成「白雪公主」，家長們也紛紛加入泡泡大作戰，現場一片其樂融融。 

活動開始前，蓮峰聖境、永泰城項目奧園物業會提前準備好活動所需用水，並在現場圈好場地，

組織現場秩序，確保歡樂無憂。 

一場柔軟夢幻的泡泡趴，一次非比尋常的泡泡體驗，不僅豐富了小區業主的文化生活，也拉近

了親子之間、鄰里之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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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點讚」| 守護家園竭誠服務 奧園健康衛士硬核出擊 

2022 年，行程過半，對於全國各地奧園健康人，也是一段深刻銘記的奮鬥歷程。專業、貼心、

勤奮、勇敢……是他們的鮮明標籤，也正是他們的恪盡職守，穿梭在城市、社區、商圈、鄰里、

業主之間，成就了一個個服務小故事，讓奧園健康的服務理念變得具體且生動...… 

1. 眾志成城「疫」路有你 

鄭州天驕華庭、廣州奧園蓮峰聖境、湛江奧園濱海尚居、北京新都會 

鄭州天驕華庭 

在今年 6 月的鄭州一社區黨支部志願者表彰大會上，奧園物業在管項目天驕華庭被授予抗擊新

冠疫情「先進集體」榮譽稱號，以肯定他們在社區防疫中的突出表現。 

2022 年 5 月初，突如其來的疫情打破了五一小長假帶來的欣喜，位於鄭州市中心的天驕華庭項

目，接到政府通知後立即啟動應急預案，全力配合社區開展防疫工作。 

單一出入口管理、24 小時值守，連夜完成 1767 戶業主出入證發放、公共區域定時消殺、連續

數天對 4000 餘名業主開展 7 輪核酸檢測...… 

針對特殊人群，奧園物業還提供便民服務，如盲人業主貼心陪護，上門為高齡老人檢測，為居

家隔離業戶配送必需品，協助清理垃圾等，全力保障業主生活秩序。 

也是這樣的貼心服務，讓奧園物業牢築社區抗疫防線，較好地抵擋了疫情衝擊，守護了平安家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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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天驕華庭奧園物業獲贈「先進集體稱號」 

 
河南廣播電視臺報導天驕華庭上門核酸服務 



 

6 
 

企業通訊 

2022 年第 7 期 
 

廣州奧園蓮峰聖境 

自 2022 年 4 月起，廣州奧園蓮峰聖境就設立核酸採樣點，在每一次核酸檢測工作中，奧園蓮峰

聖境物業人員積極配合、聞令而動、迅速回應、主動請纓、竭盡全力服務於一線工作。力之所

聚，眾志成城，戰「疫」必勝。 

對此，廣州市番禺區石樓鎮人民政府特意給廣州奧園蓮峰聖境項目送上感謝信，以示鼓勵與肯

定。 

 
番禺區石樓鎮人民政府《感謝信》 

湛江奧園濱海尚居 

今年 5 月，湛江奧園濱海尚居物業服務中心因積極組織抗疫、盡職盡責執勤，被北橋街道-振華

社區特別授予榮譽錦旗。 

疫情期間，濱海尚居物業中心參與社區強化疫情防控聯動，對門禁管理、口罩收集桶設置、公

共區域消殺以及人員車輛進出登記、逐戶走訪、摸排登記、積極宣傳、核實人員資訊等工作進

行安排，用實際行動保護業主生命健康安全。 

  
 

湛江奧園濱海尚居項目錦旗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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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都會 

前不久，北京二區新都會專案中心收到兩幅業主送來的錦旗。「熱心為民獻大愛，攜手抗疫暖

人間」、「凝心聚力抗疫情，盡心盡職暖人心」，簡單樸素的言語，道出了廣大業主對新都會

專案逆行而上的贊許與認可，更包含了全體工作人員抗擊新冠病毒背後的艱辛。 

今年 4 月以來，北京市房山區疫情反復，所在轄區新都會專案全體員工緊急備戰，衝鋒在前，

部分員工在得知自家小區封閉前，緊急攜帶生活用品離開家人暫住項目部；有的主動選擇長期

駐紮抗疫一線…… 

300 余名居家觀察人員情況核查、資訊整理、錄入；收垃圾、配送物資、陪同醫務人員上門核

酸；及時跟蹤疫情擴散情況，撥打大量詢問電話排查信息…..長期的堅守對身體與精神都是嚴峻

考驗，但大家毫無怨言。長達兩個月的防疫工作得到了業主的認可、也得到了相關政府部門的

認可和表揚。 

項目經理周廣仁對此表示：我們物業人是防疫的重要道線，義無反顧、勇往直前是我們義不容

辭的責任，我們知道自己背負著奧園物業品牌，背負著物業人的職責，我們不能給公司拖後腿，

唯有盡職盡責才能對得起業主、公司對我們的信任！ 

 
北京新都會獲贈榮譽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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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忠於職守 拾金不昧 

鄭州大河春天、重慶茶園奧園廣場、韶關奧園印象嶺南 

鄭州大河春天 

7 月 5 日，奧園物業的一個特別舉動，讓在管項目鄭州大河春天的業主深刻體會到什麼叫盡職與

靠譜。 

原來，業主韓先生回家停車時，忘記取走電動車鑰匙，還把近萬元現金不小心遺落在車座下方。

當晚，鄭州遭遇暴雨襲擊，讓心急如焚的業主無法順利取回遺落現金，直至第二天一早出門尋

找，問詢物業，才得知車輛因未拔鑰匙，被物業人員冒雨巡檢觀察到，已經被妥善轉移到門崗

車棚內保管。 

業主清點後，發現車內貴重財物絲毫未損。他激動不已，連連稱讚工作人員的職業道德，感謝

奧園物業為社區帶來了安全和幸福。當天，韓先生特書寫感謝信並送來兩面錦旗以示感謝。 

  
 

業主錦旗與感謝信 

重慶茶園奧園廣場 

今年 3 月，一名顧客在茶園奧園廣場不慎將錢包遺失，錢包內有身份證、銀行卡等各種重要證

件及現金 2 萬元左右。奧園商管夜間巡查時撿到了錢包，並在第一時間報警聯繫到了失主顧客，

而後在員警的見證下把錢包予以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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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感謝信 

韶關印象嶺南 

同樣的場景還出現在奧園物業在管的韶關印象嶺南項目。 

今年 4 月份，奧園物業秩序員夜間巡查撿到手機一部。通過 2 個小時的監控視頻排查，確認失

主為項目業主。奧園物業隨即聯繫業主家人，並在約定時間將手機送還，確認物歸原主後才安

心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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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向奧園物業贈予錦旗 

財務保管須謹慎，但奧園物業堅持用行動創造安全無憂的社區環境，讓業主安全感滿滿，貼心

感滿滿。 

3. 防患未「燃」 果斷出擊 

濰坊奧園水榭春天 

不錯過每一個細節，全力保障業主安全，奧園物業時刻謹記在心。 

6 月的一個清晨，奧園水榭春天專案物業人員突然叫住了電動車行車的業主。當時，車主正準備

騎車送孫女上學，異樣的是，車輛途徑門崗處時，奧園物業秩序員發現電動車有起煙現象。 

憑藉對電動車可能燃火的危機判斷，秩序員當即叫停業主，示意業主保持安全距離，隨即快速

拿起滅火器對電動車進行滅火處理。 

這一次，是專業和敏銳的觀察與判斷力，讓奧園物業成功防範了潛在安全事故發生，並以此再

次提示小區業主務必注意行車安全檢查。為肯定物業人員的果斷作為，業主特送來錦旗表達感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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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贈送錦旗 

4. 排憂解難 保障民生 

奧園清新峯薈花園、通遼富景華庭 

奥园清新峯荟花园 

今年 7 月的一個上午，奧園物業接自來水廠通知突發停水。當時天氣炎熱且正值用水高峰期，

接到通知後，物業前臺和管家第一時間通知業主做好儲水準備。 

如果有業主不在家，無法進行蓄水怎麼辦？如果蓄水量達到峰值，導致部分業主蓄水不足怎麼

辦？這些都是當時擺在物業面前協調用水的大考與難題。 

「如果能有外部送水，或許可解短期燃眉之急了」。出於這樣的考慮，奧園物業服務中心果斷

向水廠申請應急救援送水車，緊急進入小區送水，與此同時，物業管家逐個通知業主做好取水

準備。 

當天午後，自來水公司調度的 1 輛大型 10 立方水車抵達小區，管家、安保全員出動，現場協調

協助業主送水，尤其設置了困難群體上門送水、小區擴音器廣播送水、設立非飲用水區等便民

服務。 

這次送水行動持續到了晚上八點，優先解決了住戶飲水煮飯問題，極大緩解了短期停水期間業

主的用水需求，與後續恢復供水無縫連接。此次物業服務中心和自來水廠積極配合、同心協力

為小區居民免費送水，受到小區居民的一致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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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園清新峯薈花園物業現場組織送水 

通遼富景華庭 

20 天持續作業，8 個單元管道改造……作為奧園物業在管的「高齡」小區，奧園物業組成了這樣

一個管道疏通「特工隊」，解決了通遼富景華庭常年出現的汙管道堵塞等問題。 

為了保障業主正常生活秩序，奧園物業專門成立專項小組，逐戶對業主進行下戶走訪，第一時

間制定了維修改造計畫。 

抽污水、排污泥、對接管道……「特工隊」用熟練的操作，依次對老舊管道進行疏導與翻新，顧

不上滿是污漬的衣服和污泥的雙手。隨著管道雜物源源不斷排出，小區多年排汙不暢的問題得

以順利解決。 

通過這次專項清汙行動，奧園物業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得到了業主高度好評，一個和美幸福的

社區環境也得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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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園物業組織管道搶修 

5. 周到服務 溫暖人心 

青島奧園翰林名苑 

物業服務的邊際在哪裡？這個小故事告訴你，奧園物業把貼心服務做到意想不到的細緻。 

今年 5 月，奧園翰林名苑業主李先生來小區看房時不慎將購房合同及檔丟失，焦急萬分。奧園

物業服務中心前臺得知後，立即根據業主提供的時間地點，調取查看相關監控。 

經過數小時查找，終於找到李先生丟失的檔，李先生感動非常。不僅如此，李先生表示看房期

間，物業服務中心幫他解決了許多室內維修問題，讓他省事省力又省心。 

不久，李先生特意為服務中心送來一面錦旗：服務周到，溫暖人心！表達了對客服人員貼心服

務、盡職盡責工作態度的認可及感謝，期待奧園物業服務中心繼續為業主提供更加細緻、貼心、

全面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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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園物業獲贈榮譽錦旗 

服務只有起點，滿意沒有終點。 

不論在社區還是商圈，以專業提升服務水準，以真心構築溫情家園，是奧園健康對每一位業主

的承諾。 

2022 下半年章啟，期待更多精彩與美好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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