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建发现代城+项目一片火
热场景，在银川建发集团的统一调配
下，建发商管公司、建发地产公司专业
人员奋战在工作一线，开业筹备、美陈
布置、商户装修、商品陈列、消防审验等
多点多线通力配合，勠力同心确保建发
现代城+9月19日盛大开业。

为鼓舞人心、提振士气，9月9日，
距建发现代城+正式开业只剩 10 天之

际，建发商业举行了开业倒计时 10 天
动员大会。银川建发集团董事长杨伟、
高级副总裁王宁君、建发商业全体管理
人员以及商户代表共计 500 余人参加
并见证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建发商业运营管理团队，再次吹响
冲锋的号角。招商、营销、物管、运营团
队依次进行亮相并表态发言，确保建发
现代城+9月19日完美呈现。这展现了

建发商业人的士气，也体现出建发商业
2021年快速发展的蓬勃朝气和不断坚
持“城市共生 商业赋能”理念的决心。
品牌商户代表火凤祥负责人房全振讲
道：“感谢所有工作人员白天黑夜地奋
战在一线，克服种种困难，抢赶时间。
最后的时刻，我们将与建发商管群策群
力，拧成一股绳，做好最后的冲刺”。

截至目前，建发现代城+已进驻品

牌143个，其中城市首店53个，文化空
间言几又，奢侈品集合店-COSCIA，
Juicy Couture、Marc O'Polo、Nike Sport L
等具有代表性的新潮品牌都已入驻。
目前进场店铺装修已经收尾开始商品
陈列，运营前各项筹备工作也已基本准
备就绪，静待9月19日华美绽放、惊艳
全城。

（顾本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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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

银川建发集团

成立28周年

9 月 10 日，自治区商务厅厅
长徐晓平带队来到建发现代城+，
就传统商业改造升级、首店经济、
新消费热点培育等进行工作调
研。银川建发集团董事长杨伟、
党委书记白建新、总裁杨志泰、高
级副总裁王宁君陪同。

调研组一行实地考察了建发
现代城+开业筹备情况。建发集
团高级副总裁王宁君从设计理
念、品牌引进、业态布局、装修进
度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徐
晓平厅长对建发现代城+精心打
造的“解放街36号”特色小吃街、

宁夏首店品牌的引进以及创新的
设计理念给予高度肯定。他说，
原来城市的许多老地标如“羊肉
街口”逐步被大家淡忘，“解放街
36号”特色小吃街能重现在这里，
很好的保存了城市的记忆，将会
成为建发现代城+一大特色。

在本土品牌小任果蔬生活超
市里，了解到小任果蔬在建发现
代城+引入了全新产品体系和全

新消费体验，徐晓平厅长强调，
全区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进一
步做好对商贸流通企业的服务
工作，支持实体商业以客户需求
和体验为中心，特别是要支持大
型商业综合体等线下实体，大力
引进西北首店、宁夏首店、地市首
店，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
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陈 河）

深入现场、靠前服务。9月14日，
银川市副市长李全才带领市商务、消
防、交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到即
将开业的建发现代城现场办公，协调
解决开业前存在的问题。

李全才副市长一行对建发现代城
的整体商业布局及开业筹备工作进行
了详细了解。杨伟董事长介绍说，银
川建发集团致力于现代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致力于自治区先行区建设，建发
现代城作为老城区的存量商业，这次
改造我们对商业形象、商业空间、品牌
定位和消费体验进行了全面升级，要

使 之 成 为 银
川 兴 庆 区 的
生活中心、潮
流中心，解放
街 上 的 城 市
会客厅。

李 全 才
副 市 长 对 近
年 来 银 川 建
发 集 团 的 商
业 发 展 给 予
了高度评价，
建 发 大 阅 城

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际化城市综合
体，已经成为银川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会客厅。今天看到改造升级的建发现
代城虽然面积不大，但极具创新性，商
品引进很高端、很潮流，理念先进、设
计精致，这样以客户需求和体验为中
心的、培育消费新业态、营造消费新场
景的商业综合体，可以更好的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李全才副
市长叮嘱相关部门负责人，要充分利
用开业前的时间，详细做好开业的各
项服务工作，务必保证建发现代城9月
19日顺利开业。 （范海丹）

李全才副市长现场办公促建发现代城+开业

9月11日，兴庆区区委书记刘甲锋
带领住建、消防、交通、市场监管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深入建发现代城，协调
解决开业前存在的问题，并召开现场
办公会。

刘甲锋书记一行对建发现代城重
装改造和品牌入驻以及开业筹备情况
进行了深入了解，参观了国内顶级文
化空间言几又、全新理念的生活超市
小任果蔬，详细了解了相关业态的创
新和全新消费模式。刘甲锋书记对建
发现代城先进的设计理念、合理的业
态布局、人性化的配套设施给予了高

度评价。
现场办公会上，刘甲锋书记对银

川建发集团工作力度大、工作效率高、
员工敬业精神强表示了赞扬。他说，
去年到建发现代城进行现场办公，建
发现代城的重装改造还在设计理念阶
段，这次来，建整体面貌已焕然一新，
外观形象和品牌落位已全部呈现出
来，让人耳目一新。针对建发现代城
开业前需要协调解决的各类问题，刘
甲锋书记做了详细的安排部署，逐一
进行了落实，做到责任到人。

（陈 河）

兴庆区区委书记刘甲锋再次召开现场办公会

自治区商务厅厅长徐晓平开展工作调研

各级领导莅临指导 推进建发现代城+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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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发要闻
真正的自律
是叫醒你自己

自 律 的 方 法
有很多，最重要的
一点就是学会自
己管住自己。如
果决定每天早起，
那么真正叫醒一
个人的不是闹钟，
而是他心中的梦想
和想要做的事。如
果决定每天读书，
那么真正让一个
人抽出时间的，不
是工作之余的闲
暇，而是他那颗渴
望上进的心。

自 律 就 是 知
道自己要什么，要
成为什么样的人，
要做成什么样的
事，要过怎样的一
生，进而努力去实
现，去奋斗、去坚
持。自律是公平
的。每天锻炼一
小时，跟每天躺着
不动一小时相比，
也许短时间内看
不出什么不同，但
时间长了，一个人
的身体素质会不
断和他人拉开差
距。每天早起一
小时，跟每天赖床
一小时相比，也许
看起来没多做几
件 事 ，但 日 子 久
了，所获得的成长
和进步也是不一
样的。每天读书
一小时，跟每天玩
手机一小时相比，
也许当下区别不
是太大，但坚持一
年半载后，一个人
的谈吐、气质和思
维也会发生质的
变化。

当 你 不 想 坚
持时问一问自己，
这是不是你希望
成为的样子。如
果不是，请记得叫
醒自己，不要再拖
延，不要再懈怠，
更 不 要 装 无 所
谓。做到自律需
要付出很多努力，
但至少你在争取
自己渴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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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公司荣获“民营企业调查点”先进单位

近日，银川市金凤区工商联对
2020 年表现突出的 28 个调查点企业
进行了表彰，建发商管公司荣获2020
年度“民营企业调查点”工作先进单
位。去年以来，商管公司从民营企业

政策落实、运行状况调查、万家民企评
营商环境等高质量的完成了 2020 年
度调查工作，受到了金凤区工商联的
一致好评。

（陈 河）

建发大阅城食品安全工作受表扬
9月7日下午，银川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金凤分局相关领导参观了建发大
阅城“食品安全观摩培训基地”和“餐
饮标杆店铺”，对建发大阅城积极开
展“两个创建”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商管公司通过“食品安全观摩培训基

地”的建设，全力打造银川市商业综
合体“两个创建”工作样板，防患化解
食品安全风险，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以此来带动银川商业综合体整体创建
水平。

（芦飞羽）

建发现代城+首期营业员培训开讲
9月5日，建发现代城组织开业前

首期培训班，154 名商户从业人员参
加培训。培训分为零售和餐饮两个
专项，讲师对运营标准、防疫管控、开
业活动、会员权益及物管消防进行了

全面讲解。本次培训展现了建发商
业员工严谨的管理服务态度，也赢得
了在场商户学员的尊重和在课堂的充
分参与。

（梁君卓 王浩龙）

9月2日，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付胜华一行来到我司，
观摩了建发南泊湾、建发悠阅城、建
发大阅城等项目。在随后进行的座
谈会上，杨志泰总裁与付胜华行长进
行了工作交流。

杨志泰总裁对付胜华行长一行
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交通银
行长期以来对建发集团的支持和帮
助。杨志泰总裁向交通银行来宾详
细介绍了建发集团地产开发、商业运
营、物业服务三大业务板块的经营发
展现状以及建发南泊湾、建发悠阅城
项目的区域价值、设计理念等情况。

付胜华行长一行对建发南泊湾
社区中心、建发大阅城的理念设计、
运营模式、物业服务都给予了高度肯

定。付胜华行长称赞道：银川建发集
团设计建造的房子很贴近民生需求，
从户型设计到社区业态选择，确实是
满足老百姓需求的好房子。无论住
宅项目、还是商业项目，规划设计理
念先进超前，项目建设品质一流，更
重要的是物业的细致服务很贴心，处
处为业主着想，充分展现出银川建发
集团是宁夏本土优秀的企业。

在交流会谈中，双方表示要缔结
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进一步发挥各自
领域优势，共同寻找新的发展契合
点，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双方及本地
区经济更好的发展、为推进全区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建设再做贡献。

（范海丹）

建发大阅城迎全国人大常委会消防法执法检查
9 月 9 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在宁夏开展消防法执法
检查，建发大阅城作为银川市消防安
全工作的标杆样板项目迎检。检查
组一行深入到建发大阅城各重点部
位仔细查看消防安全工作，建发商管
公司消防负责人对消防安全管理工
作进行了整体汇报。

在消防控制中心、微型消防站
（点）和商户装修现场，检查组详细听
取了商户包保责任制、安全管家网格
化管理、主力店商户“责任田”管理责
任等有关介绍，就重点工作环节进行
询问。在沃美影城现场，检查组观摩

了义务消防队员进行的紧急火灾演
练。看到建发大阅城严谨科学的消
防管理、先进的消防设备设施、训练
有素的义务消防队，检查组对建发大
阅城的消防安全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建发大阅
城自2016年开业以来，银川建发集团
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
件大事，一直将“安全”作为企业发展
的前提，把安全理念贯穿到发展全过
程。在生产经营中，严格落实各项消
防安全管理规定，对员工进行经常性
教育培训，确保“人人关注消防，生命
安全至上”。 （顾本玉）

9 月 9 日至 10 日，宁夏红十字会
在建发大阅城阅中心举办了首期应急
救援培训班，宁夏红十字水上救援志
愿服务队和宁夏红十字（银川建发）救
援志愿服务队共 40 人参加。培训结
束后，宁夏红十字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雁平为宁夏红十字（银川建发）救援
志愿服务队授旗。

银川建发集团作为宁夏本土最大
的生活服务商，地产开发、商业运营、
物业服务三大业务板块均与民生息息
相关，特别是管理的商业和物业项目，
服务着广大人民群众和近 10 万建发
业主，是与人民群众最近的企业。为
协助地方政府完善应急救援体系，积
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职责，银川建发集

团通过向宁夏红十字会申请成立了宁
夏红十字（银川建发）救援志愿服务
队，并积极参加宁夏红十字会组织的
应急救援培训和演练，为宁夏红十字
会志愿服务组织和应急救援力量体系
建设补入了新鲜血液。

首期应急救援培训班旨在快速提
升新组建红十字救援志愿服务队的救
援能力，增强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公
共事件的统筹组织、快速反应、协调配
合、提供多方位救援服务的实力，高效
迅速有序地开展救援工作。两天的课
程提高了队员们的理论素养，拓展了
大家的知识层面，也为今后开展救援
任务奠定了基础。

（李学谦）

杨志泰总裁与付胜华行长进行工作交流

宁夏红十字会向银川建发救援志愿服务队授旗

景观公司和荣恒集团进行工作交流
9月8日，宁夏荣恒集团工程技术

负责人带领相关人员参观了建发南
泊湾一期、兴阅府项目。建发景观公
司总经理管敏介绍了建发集团今年
工程建设情况，两公司工作人员共同

探讨了下一步合作施工工艺及新材
料应用等计划。在建发景观公司与
荣恒地合作的三年中，两家公司共同
学习，共同进步。

（宫玉坤）

宁夏本土美食杨扬得悦楼开业
9月7日，具有浓厚西北风味的美

食建发枫林湾小镇杨扬得悦楼试营
业。杨扬得悦楼是以宁夏滩羊肉为主
打的西北风味火锅，在传统涮羊肉与

四川麻辣火锅之中改良配方和制作方
法上，延续百年老字号的匠心营造。
走进杨扬得悦楼，达到嗅觉、味觉双享
受，品尝真正的宁夏味道。 （米秀兰）

张淑兰拾金不昧感动失主
9月6日早晨8:00时，建发大阅城

商业街袁老四商户门口出现了这样感
人的一幕：“太谢谢你了，您可是帮了
我大忙了，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失
主握着环境维护员张淑兰的手激动的
说着。张淑兰连声说到：“不客气，这
是我应该做的。”

9月5日晚22时，张淑兰在外街巡
回保洁时，捡到男士背包一个，内有手

机、现金及重要证件。因购物中心内
已锁闭，无法将包当天交至服务总台，
张淑兰便先自行保管。次日一早，张
淑兰接到了失主电话。失主在沟通中
表示，因遗失时间较长，原本对物品找
回不抱有希望。但是听到大姐肯定的
回答，心里异常温暖，对建发商业对客
服务及拾金不昧的精神赞扬。

（沙 洲）

2828年砥砺奋进年砥砺奋进，，2828年春华秋实年春华秋实！！经过全体建发人经过全体建发人2828年的努力奋斗年的努力奋斗，，银川建发集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银川建发集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成长为现代综合性服务集团企成长为现代综合性服务集团企

业业。。在公司成立在公司成立2828周年之际周年之际，，为分享成长共赢的喜悦为分享成长共赢的喜悦，，展示企业发展成就展示企业发展成就，，银川建发集团举行了企业文化节银川建发集团举行了企业文化节，，司属企业建发地产司属企业建发地产、、建发商建发商

管管、、建发物业建发物业、、建发景观建发景观、、建发置业纷纷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司庆活动建发置业纷纷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司庆活动。。

9月16日，公司党委书记白建新、
总裁杨志泰为 36 名司龄 5 年以上的
员工颁发忠诚服务奖。每位获得奖
励的员工脸上洋溢着幸福快乐的笑
容，他们在岗位上兢兢业业，用忠诚
抒写责任，用勤奋成就美好。

2011年9月，为表彰长期服务于

企业的员工，感谢员工多年来为公司
做出的奉献，激发员工的自豪感和归
属感，银川建发集团设立了“员工忠
诚服务奖”，于每年 9 月 16 日司庆日
颁发。截至目前，建发集团为员工颁
发忠诚服务奖已经进行了10年，2021
年获颁人数达到869人。 （范海丹）

集团总部为36名员工颁发忠诚服务奖

【共鉴互勉】读书分享

9月10日，银川建发地产管理人
员参加共鉴互勉|《心—稻盛和夫的

一生嘱托》读书分享会。每位管理人
员凝练了阅后关键词，并展开分享，
大家在分享中密切结合生活和工作，
引发争论与思索。

建发地产开展司庆系列活动

【成长共赢】颁发忠诚服务奖

团建活动当天，银川建发地产公
司为30名员工颁发忠诚服务奖。首次

获奖员工代表徐梦慧发言说：“一滴水，
只有溶入大海才不会干涸。我相信，只
要我们同心协力、团结拼搏，建发一
定会实现梦想，创造奇迹。”（王 添）

【共绘未来】全员团建

9月12日，银川建发地产开展全
员团建活动，12个员工团队共同制作

一幅216平方米巨画，巨画内容包括
建发地产 LOGO 及 4 个在建项目地
标建筑，献礼建发集团司庆。

2021 年，建发商管公司215名司
龄5年以上的员工领取忠诚服务奖，他
们伴随着建发商管公司一路走来、一
路成长。今年，是建发大阅城开业五
周年，总经理助理姚益对建发大阅城5
周年庆典“城市梦想计划”进行宣讲。

建发商业致力于构筑城市商业的大生
态，用建发大阅城、建发现代城和建发
悠阅城的建设运营，表达现代商业与
城市同步的“创生、更生和共生”的发
展理念，努力成为更专业、更具影响
力的城市商业品牌。 （陈 河）

建发商管215名员工获颁忠诚服务奖

建发物业庆祝集团公司成立 28
周年活动阅中心阶梯教室举行。建发
物业向 564 名员工颁发忠诚服务奖。
颁奖仪式现场气氛温馨热烈，建发物业
大家庭温暖相聚。总经理赵长青在讲

话中，回顾了建发物业28年发展成长，
向一直以来爱岗敬业、一路追随的建
发物业人致敬，感恩员工辛勤奉献，陪
伴建发物业经历成长，相约共赴建发
物业下一站荣誉征程。 （彭嘉欣）

建发物业564名员工获颁忠诚服务奖

平均年龄28岁，28岁青春昂扬，
28岁以梦为马。为庆祝建发集团28
周年生日，建发置业公司全体员工欢
聚凯悦酒店宴会厅，为11名员工颁发
忠诚服务奖并开展团建活动。颁发
仪式前，置业公司全体员工分组进行

了激烈而有意义的《急速60秒》团队
挑战赛。一个人的成功不算真正的
成功,一群人的成功才是成功。通过
团建挑战赛，大家更加深刻的体会到
团队的力量。

（郭 奇）

建发置业欢聚一堂为集团庆生

作为全集团人数最少的子公司，
建发景观公司有16名员工，今年领取
忠诚奖的有 13 人，领取比例高达
81.25%。景观公司是一个年轻的团
队，90 后员工占全体员工总数近一
半，别看他们年轻，但个个忠诚企业，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他们大部
分人参与了建发南辰雅园、宝湖湾、
兴洲花园、兴阅府、南泊湾等项目的
建设。忠诚建发、勤奋工作，是他们
的口号，更是他们的行动。

（宫玉坤）

建发景观80%员工获颁忠诚服务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