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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 心

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平稳发展，4
月9日，刘甲锋副市长带领市自然资源
局、审批局、住建局、发改委等部门负责
人，在建发大阅城阅中心主持召开银川
市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座谈会。银川建
发集团公司董事长杨伟、总裁杨志泰以
及中房、民生、吉泰、万科、中海等房地
产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今年以来，在郑州、南昌、宁波、兰
州、福州等多个城市取消限购限售政策
的形势下，银川市如何确保房地产市场
健康平稳发展，为此，刘甲锋副市长召
开会议听取行业意见。会上，银川建发
集团公司及各企业代表分别就商品房

市场供求关系、
完善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商住用
地起拍价格、取
消限售限购、调
整 商 业 贷 款 首
付 比 例 等 政 策
方 面 提 出 许 多
建议意见，同时
还 就 商 品 房 备
案量、预售资金
监 管 、预 售 条
件、地下车库车
位配比指标、竣

工验收手续办理等具体事项提出建议
意见。

刘甲锋副市长在总结中说，要确保
银川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必须
坚持“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今天各企
业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意见，针对性
很强，也很及时。刘甲锋指示领市自
然资源局、住建局、审批局、发改委等
部门，对各企业提出的问题要一一记
录，从行业管理的角度仔细研究，提出
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并抓紧上报市
政府。 （顾本玉）

第5期 总第561期
2022年4月15日

◆网址:http://www.ycjianfa.com.cn ◆银川建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主办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总编辑:白建新 主编：顾本玉

银川市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座谈会在阅中心召开

44 版版
2022年4月15日 星期五 责编/范海丹

JIANFA GROUP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银金审服内准字2022038号

3月31日，银川市住建局局长冯德
旺深入银川建发集团公司走访调研，现
场办公，就相关事宜与杨伟董事长等进
行了交流探讨。市住建局副局长丁志
国，公司党委书记白建新、总裁杨志泰
等参加。

冯德旺局长说，多年来银川建发集
团公司为银川社会经济、城市建设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行业领头雁的作用发挥

的非常好。今天到企业来主要是服务
企业，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和困
难。杨伟董事长对冯德旺局长一行的
到来表示热情的欢迎，他介绍了银川建
发集团公司发展成长过程，以及公司目

前经营管理状况。杨伟董事长说，今天
冯局长带队走访企业现场调研，是政府
主动服务、靠前服务的生动体现，感受
到了新作风、新气象，作为企业深受感
动和鼓舞。

双方就企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
现实问题，本着务实求真的态度进行
了沟通探讨，提出了解决的思路和
方向。

（范海丹）

建市民喜爱的城市综合体

盖老百姓买得起的好房子

让客户享受到满意的服务

市住建局局长冯德旺到我司走访调研

2022年是降本增效、提质提效的一
年，为了积极响应集团公司的总体要
求，物业公司水利调度中心项目部4月
初召开贯彻落实提质增效专题会。会
上，各部门主管、骨干员工建言献策，集

思广益，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措施。
大家提出，第一在保证服务质量的

前提下，各部门可以通过合理的优化人
员配置，实行一岗多能，最大化的提高
人员工作饱和度；第二是严格把控办公

用品、低值耗材的领用，修旧利废，自觉
做到节约支出，提升项目部人员的成本
管控意识，把成本核算这件小事做实、
做细、做精，从根本上实现降本增效；第
三是开展特约有偿服务，积极拓展楼内

维修改造工作、开展居家清洁服务等，
增加项目部效益。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水利调度
中心项目部在提质增效方面，小荷已露
尖尖头，挖掘降本增效的各项措施，员
工们正在养成“能修则修，能用则用”的
良好习惯，从小事做起，将勤俭节约落
实到每一个细节上，开源节流，把降本
增效、提质提效落到实处。

（吴 蓉）

一点一滴降成本 一分一厘增效益

“提质增效”在物业公司水利调度中心落地开花

提质增效在行动

物业公司水利调度中心项目部作
为最基层的项目部，在贯彻落实集团公
司“提质增效”要求上开了个好头。三
条建议措施结合工作实际，求真务实，
都紧紧围绕提高服务品质、增加企业效
益展开。我们要为这样的项目部点赞，
要为这样踏踏实实的集体鼓劲。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标的经济组织，
所以企业要发展，就必须树立科学可持
续的新发展理念，就必须以质量论英雄，

以效益论胜负。质量是产品质量，是服
务质量，是人才质量、也是管理质量。效
益是经济效益，是社会效益，也是长期效
益。提质增效在高层，更在基层。从
企业大的决策、到经营管理，再到项目
班组，人人讲成本，人人重效益的意识
要成为全体员工的共识和追求。

各单位要大力倡导正确的价值
导向，坚持立足自身，眼睛向内，撤
并低效无效岗位，整合业务相近机构
和 岗 位 ，减 少 外 包 公 司 ，不 过 度 包
装，不粉饰宣传，努力开源节流，人
人讲成本，人人重节约。要坚持将提
高效益作为评价各单位、各部门工作

成效的重要标准，严格兑现责任制考
核，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和时间
进度，开展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提
质增效工作。

重任在肩，唯有实干。提质增效需
要我们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打出思维
谋效、管理创效、挖潜增效和安全保效
组合拳。提质增效不仅是2022年的经
营要求，而是贯穿公司实现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的全过程。

以质量论英雄 以效益论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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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自己 增值自身

有 一 种 投 资
好过其他所有的
投资，那就是投资
自己。投资自己，
也许不会立竿见
影。但只要持之
以恒，就能够集腋
成裘，实现自己想
要的人生。从物
质到精神，从内在
到外在，可终身受
益，持续增值。比
起其他东西来说，
健康永远是最重
要的。对健康的
投资，是对抗岁月
最好的武器。而
投资健康，不只是
身体层面，更要有
精神层面。有人
说：“倾囊求知，无
人能夺。投资知
识，得益最多。”要
不断学习新事物，
不断增加学识见
识，不断打开眼界
格局。

可 以 是 读 书
学习，也可以是看
展览、看风景，和
不同的人聊天，见
识不同的生活方
式。人人都应有
一种深厚的兴趣，
以丰富心灵，为生
活添加滋味。兴
趣爱好可以点亮
我们平凡的生活，
让枯燥的日子也
能过得妙趣横生。

当 我 们 被 生
活所困时，兴趣爱
好就是我们的避
风港，可以缓解压
力，可以带来成就
感。不论你身处
在人生的哪个阶
段，此刻就是投资
自 己 的 最 佳 时
机。从现在开始，
设目标、定策略、
去行动。3个月回
头看，就会有显著
的进步；3 年再回
头看，人生会有极
大的改观；10年后
再回头看，就会跟
当初的自己有着
云泥之别。不断
投资自己，不断增
值自身，从小处开
始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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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永远跟党走

近日，阅彩集团运营中心组织
开展了“如何激发全员领导力”主
题读书分享会。大家通过分享L·
大卫·马凯特《授权》一书，有人收

获工作中与员工沟通工作的方法
技巧，有人从中获得了探索自我的
启发，有人懂得“领导力”谓之何
意，大家都受益匪浅。 （侯晶玉）

讯讯简简
阅彩集团运营中心召开管理人员读书分享会

建发城市花园小区是老旧小
区，小区基础设施陈旧，下水管道
淤积的大量污垢经常堵塞，严重影
响了业主的日常生活。为彻底解
决这一问题，物业工作人员近期对

小区内下水道进行了集中改造和
疏通，堵塞问题彻底得到解决。虽
然是一件小事，可在业主眼中却是
大事。

（马 婷）

管道改造疏通让老旧小区业主更暖心

近日，建发大阅城购物中心小
阅约街区以“慢生活”为主题，经过
重新定位招商，以全新的面貌开
街。街区选定13个多经点位的品

牌，通过情景、业态和商户的有效
组合，呈现出一个集风味美食、网
红创客、匠人工艺、潮趣体验以及
氛围打卡的慢生活街区。（郭 泓）

建发大阅城“小阅约街区”换新升级

为培养专业的高效的招商团
队，阅彩集团运营中心对建发大阅
城、悠阅城、现代城以及社区商业项
目招商人员进行了一次招商说辞考

核。考核内容以招商项目为主，对
项目定位、区位优势、业态布局特色
进行重点讲解，有效提高了招商人
员的业务素质及专业度。（郭 泓）

阅彩集团运营中心开展招商说辞考核

3月29日至30日，建发大阅城
环境维护部开展了保洁岗位技能
竞赛，竞赛分现场巡查问题发掘和
服务礼仪操两个项目。比赛过程

中，员工精神高度集中，积极作答，
现场氛围热烈，竞赛增强了过程中
的趣味性，提高了员工作中“自查
自咎”能力。 （沙 舟）

建发大阅城开展保洁岗位技能竞赛

为检验新员工对企业概况、企
业文化、企业管理制度、安全知识等
培训内容的掌握情况，4月8日，阅彩

集团统一组织了新员工测试。本次
考核人数82人，考核通过人数78人，
考核合格率率为95.1%。 （林佩瑶）

阅彩集团对新员工进行培训考核

来一场城市微度假，已经成为后疫情
时代城市人面对小长假的选择新常态。
近日，阅彩集团旗下建发大阅城、建发枫
林湾小镇分别以“红配绿 折上折”“小镇
春日园游会”为主题，携手全业态及全区
优质行业资源，融合机车文化、名车展览、
户外装备、网红打卡、亲子运动等形式，率
先开启了银川人的春日城市微度假。

阅彩集团开启银川人的春日城市微度假阅彩集团开启银川人的春日城市微度假

“红标+绿标”折上再折，一年一度
“红配绿”大型春季出清出新促销伴随着
清明小长假的结束划上圆满的句号。作
为建发大阅城自主打造的大型营销 IP
主题活动，助力城市 2022 美好开局，为
建发大阅城迎来消费态势新增长的同
时，实现多业态发展新动能。

从建发大阅城“红配绿”出清出新春
季服装展到“年轻的绘画”暖春画展，再
到火出圈的“红配绿”斑马线，建发大阅
城开启打卡风潮，一轮又一轮春日美好
生活打卡点正在上演大型出片现场。大
胆的配色、暖萌的范希、高楼林立之中一
抹亮眼的斑马线正在突袭广大颜值潮
青、达人网红的朋友圈。

假日机车展多款炫酷车型携手百万
级主播强势亮相。建发大阅城为爱车一
族献上一场顶级感官风暴，贯穿全身的
金属质感、优美的线条、梦幻的颜色、十
足的气场，点燃了爱车少年的狂热内
心。宝马、哈雷、ktm、vespa、庞巴迪等机
车品牌新款车型重磅登场。

建发大阅城：

红配绿出清出新季打响春日消费新热潮

小长假期间，建发枫林
湾小镇为小镇镇民及周边消
费者带来福利满满的春日
游园攻略，园内共设置小镇
美食、青团 DIY、纸鸢 DIY、
平衡车竞赛、春风市集、春
日长卷共 6 个打卡点，为小
镇居民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游
园体验。 （叶婷婷）

建发枫林湾小镇：

春日园游会开启家门口的限定春日体验

为加强员工爱国主义教育，学习党的
光荣历史,4月1日，银川建发物业公司党支
部开展了以“传承红色精神 缅怀革命先
烈”为主题的清明节专题党建活动。

活动当天，公司党员前往银川烈士陵
园，他们怀着最崇高的敬意在烈士陵园门
前列队，表情肃穆，列队静默进入园区，在
烈士碑前集体鞠躬默哀，敬献自己手中的
鲜花。默哀完毕，大家在庄严的党旗下举
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感悟入党初心，时
刻牢记誓言。

大家走进烈士纪念馆，在讲解员的带
领下进一步学习革命先烈坚贞不屈、追求
理想的伟大情操，传承革命无私奉献的红
色精神，铭记守初心、担使命，为祖国的繁
荣昌盛贡献一份力量。通过本次清明祭扫
活动，全体党员职工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历
史传统的精神，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用
更多的热情、更多的决心，持续加强党史
学习教育，提升党性修养，继承党的优良
传统及工作作风，将红色精神发扬在具体
工作中。 （宋嘉微）

秀水花园住宅小
区位于吴忠市同心县
西南侧，是建发物业公
司 2021 年中标的同心
县第一个项目，556户，
居民2200多人。4月6
日，新冠疫情突如其
来，物业人挺身而出，
全体员工持续奋战抗
疫第一线，全力守护社
区和业主安全。

为快速有效阻断
疫情扩散，秀水花园项
目部全力配合政府、社区开展全员核
酸检测行动,当天，除居家隔离的员工
外全员到岗，三次核酸检测，他们同
医务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并肩
作战维持检测点的秩序，做好信息记
录、协助采样等工作。为最大程度阻
断病毒的传播途径，项目部在小区出

入口、单元大堂、电梯轿厢等实行清
洁消杀全覆盖。到访人员均需进行
登记、扫码、测温，24 小时不间断守
护。隔离期为保证业主的正常生
活，项目部员工通过及时周到的暖心
服务满足业主物资采买、配送等日常
需求。 （丁若萱）

全力守护 物业人奋战同心县抗疫一线
为落实集团公司“提质增

效”六大工程的总体要求，确保
地产板块的可持续发展，3月31
日，地产公司 2022 年度经营工
作会议暨目标责任书签定仪式
隆重召开。

会上，各业务负责人结合各
自岗位职责，就新产品研发、客
户服务品质提升、成本管控、内
外部合法合规、内部营商环境及
工作作风转变等方面进行了发言，并
对年度工作进行安排。总经理马克
代表地产公司与各负责人签署目标
责任书并做总结发言：提质增效并不
是一个口号，而是我们这两年一直在
认真践行的发展思路；签订的目标责

任书不是枷锁，只是实现年度任务的
一个载体。在现有市场形势下，希望
大家能珍惜公司稳健扎实、引领创新
的优质平台，注重“产品力”的研磨，
最大程度发挥自驱力，发挥自我价
值，实现个人与公司共成长。

（梁辰晨）

地产公司召开2022年度经营工作会议

园林景观公司春季种植火热进行中

春风拂枝吐新绿，正是植树好时
节。在这春意盎然，播种希望的日子
里，园林景观公司在南泊湾一期正在

抢抓有利时节开展苗木种植工作。
继三月份种植了 1083 棵乔木、亚乔
木，6635 棵灌木及球类后，近期开始
了大规模的绿篱种植。南泊湾作为
公司的高品质标杆项目，景观公司在
苗木的选择和种植上精益求精、精雕
细琢，为让南泊湾的绿化呈现更加圆
润，富有张力的效果，今年采用了龟
背式种植手法，做到虚实相生、疏密
有致，实现一步一景、收放有致的景
观效果。（宫玉坤）

传承红色精神 缅怀革命先烈
物业公司开展专题党建活动

根植绿色 播种希望

物业公司对各园区补植添绿

为加强春季绿化养护，提
升园区居民生活品质，为业主
创造一个更加绿色美好的环
境，4月初，银川建发物业公司
提前安排计划，各项目结合园
区绿化实际情况，积极组织员
工开展绿化移植补种工作，用
实际行动为园区增添了一道

道靓丽的绿色风景。
各项目员工针对小区内已枯死、

长势较弱、踩踏严重的黄土裸露的区
域，分工合作，开展翻土、移植、补种草
种、浇水。在做好绿化养护工作的同
时，集中进行清理、清运，增加小区道
路清扫次数，确保小区环境的干净、整
洁。 （潘梦甜 彭嘉欣）

正宗地道的长沙小吃品牌，
人气小吃的标杆品牌，特色餐饮
业的佼佼者，也是全国第一家首
进购物中心的老长沙吃货铺。

地址：建发现代城+6层

黑白电视

新 店 推 介新 店 推 介

嘉州九妹凤爪，乐山著
名小吃品牌，专注研发泡凤
爪的烹制真谛，二十多年匠
心传承，现拌现卖不隔夜。

地址：建发现代城+美食
街区

嘉州九妹凤爪

创新的设计为用户提供更多
的选择，第一时间体验到微软的最
新产品，零距离感受微软产品带来
的乐趣。

地址：建发现代城+3层

微软门店

新款游戏主
机、多款游戏卡
等你来体验，让
我 们 共 同 遨 游
Switch 的 游 戏
世界！

地址：建发
现代城+3层

任天堂门店
人+车+售后

一体，全品类、全
场景智慧生活体
验空间。

地址：建发大
阅城购物中心1层

华为智能生活馆入驻建发大阅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