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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财信物业风雨兼程一路走来 11 年，今年我们正在勾画一个攻城掠地的“同心圆”。 公

司也将顺应物业行业发展浪潮，从立足重庆到布局全国，成立集团公司、区域公司、项

目三级管理机制。在品牌宣传方面，公司也将统一设计 VI 文件，规范各项目标识牌制作

混乱现象，策划财信物业独有的大型品牌社区活动，未来将联动全国使之成为公司独有

的品牌标签。在多种经营方面，“生活 +” 社区平台在各项目落地并已取得一定成效，同

时外接项目也已在全国多个城市开花。2017 年公司以“精耕细作 温暖服务”的匠人品质

精神，以更精细、智能、贴心的物业服务于每一位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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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聚焦两会

这次参加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百步亭集团董事局

主席茅永红带来了 7 件提案，5 件与社

区服务管理工作相关，其中关于推动物

业服务融入社区治理，破解居委会与物

业“两张皮”问题的建议引人关注。

            茅永红说，目前我国城镇物业管理

覆盖率已达 50% 左右。以武汉为例，

3000 户设一个居委会，有 10 余名工作

人员，相同规模的物业小区一般会配有

100 多名物业工作人员。居委会与物业

公司都是为居民服务，但在很多地方“各

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相互推诿扯皮，

影响服务居民的效率。

           他建议，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居委

会和物业“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物业

公司按照居委会的管辖区域来划分，居

委会主任担任物业公司总监，对物业服

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协调居民与物业

的矛盾；物业公司经理担任居委会副主

任，不拿报酬，不占编制，带领物业人

员成为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在企业的高

平台上，打破了条块分割，整合了社会资源。

“除搭建平台引导物业参与社区治

理，还要建立机制，推动物业融入社区

治理；出台支持政策，鼓励物业参与社

区治理。”茅永红还建议，社区党组织建

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三方联动”

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社区治理局面，

推行以业主评价为主，街道、社区、业

主委员会评价为辅的物业服务质量考评

体系。

聚焦两会：推动物业服务融入社区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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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永红过往的建言：

开放式街区应该加强社区管理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

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优化街区路网结构，我国新建住宅要推

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茅

永红建议，应该加强对开方式社区管理。

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封闭住宅逐步开放是必然趋势。同

时，开放式街区对社区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必须提前做

好准备，承接与加强开放式街区的社区管理：

专题报道    聚焦两会

   是“两长四员”，组织建到楼栋。街区制将使
封闭小区变成单个楼栋或者是几幢楼宇小组合。
打破现有社区的片区化格局，社区的物理边界更
加零散和模糊，但这并不意味着社区功能和社区
服务需求的消失，反而使得社区管理的形式更加
复杂化，对社区管理的要求大大提高。要想解决这
些问题，必须要加强社区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健全
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等建设。社区党组织
可以以楼栋为单位，建立楼栋党小组，每个楼栋党

小组由党小组长、楼栋长、卫生员、治安员、
文体员、物管员等“两长四员”组成，整合社
区各方面力量为居民排忧解难。社区党组织
要积极组织广大居民参与社区议事决策和
自治管理。对关系居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
题，如乱停车问题、噪音扰民问题、环境卫生
问题等等，采取居民自治步骤，制定社区公
约，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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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方联动”，服务进到楼栋。街区制中，大型住宅社
区被道路物理拆分成若干小单元甚至是分栋单体，对物业管
理成本的控制具备较大的挑战性。传统物业的管理方式将导
致成本大大上升，物业公司将很难达到基本的服务水平。“三方
联动”是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
员会三方有关人员将通过交叉任职建立联席会议和矛盾调节
等机制，使原先“沟通难、协调难、共识难”的各利益方真正“拧
成一股绳”。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物业公司与居委会、业委会
形成三方联动机制，整合人力资源，组织业主委员会委员、物业
服务企业员工和社区各类服务居民群众的队伍，组建组团式
服务团队，深入到每个楼栋，为满足居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提
供周到细致的服务。

         是群防群控，治安管到楼栋。开放式街区，没有了围
墙，对原来物业的安保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而在开放式街区
中，要想保证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要积极构筑动态化、
信息化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把警力沉到街区，
探索建立警民联巡、街区联防、单位联防、商铺联防、物业联
防等治保群防新模式，发挥公安民警、物业保安以及治安志
愿者的力量，并结合各街区实际情况，划分若干片区，将巡
逻队分成若干巡查小组，开展日常驻街巡查互动，以形成治
安巡查的常态化、规范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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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志愿服务，邻里帮到楼栋。要充分发挥基层社区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将“老死不相往来”的都市人，从铁门铁窗里吸引出来，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要
通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倡导居民加入“邻里守望”志愿服务活动，从关爱做起、从身边
做起、从你我做起、从日常做起，重点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和残疾人。养成居
民“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的行为习惯，使开放式街区居民消除不安全感，
形成邻里守望相助的社区氛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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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会精彩瞬间

热点关注



在集团公司2016年工作总结大会上，集团董事长做了题为
“深化观念、改进作风，做实集团经营基础”的重要发言。发言中，

董事长不仅指出财信集团目前处于经营模式跨越转轨的关键阶
段，更明确提出各子公司要紧密围绕集团的战略部署，稳固经营
基础，深化经营观念，以务实的态度和敬业的精神对待工作中的
每一个细节。物业公司在会后对董事长的讲话进行了深入研究，
组织各阶层员工学习，并根据发言中的内容对公司现有运营工
作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查验和改进。

财信聚焦

务实经营，深化管理
为集团公司的跨越换轨提供有力支撑

阔-视野 07



一、将稳固基础放在经营首位
物业行业近年来处在了发展的快车道，财信物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这

个步子能快，但是也必须把基础管理做实，如董事长在发言中讲到：“我们要长肉，但不能虚胖，胖的时候不
能带病”，财信物业在顺应行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时刻警醒，必须紧密围绕公司对服务支持和对资源
配置的需求，以及对经营格局的总体规划等，将经营基础做扎实做牢固。

财信聚焦

稳固经营基础，放在首位的即是深化对客服务能力。物业本身就是一个较为稳健的行业，持续提
升物业服务水平，满足业主需求，保证物业费的收缴是公司稳固经营的核心环节，只有在此基础上，
才能保证公司在一个良性的环境中运营，也才能在非物管费经营上有其他更大的发挥空间。

其二，扩宽营收途径，抵御市场风险。随着物业经营模式的多样化，传统的经营模式抵御市场竞
争的能力显得日益单薄。所以，公司将在保证基础服务品质的前提下，尽力做好经营模式的开拓，以

“财信生活+”为依托，逐步建立多种经营的渠道，保证业主享受更多便捷生活服务的同时，也增强公
司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并为集团今后建立大消费平台、链接其他产业夯实基础。

其三，强化技术优势，做好工程服务。在项目前介和后期工程整改的多个环节中，物业公司将继
续重复发挥工程方面的技术优势，规范前期介入标准，做好对地产的服务并协助其解决相关问题，提
升财信相关楼盘的产品质量和后期保障水平，为集团及地产的发展做好服务支撑。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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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化观念做实经营工作，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物业公司暂未迈入资本运作环节，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将实体

经营做稳做强，主营规模是基础，利润是本质，两者不可偏废，资本
运作只是主业稳健经营基础上的加速器。企业的生存的保障是有利
润，在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同时，将公司的利润最大化，提升企业的
抗风险能力。这就要求公司在经营上要勤勉务实，不好高骛远，切实
的将当期利润和业务成长当做企业经营核心目标。

　　
第一，参考行业标杆企业及公司自身情况，拟定全年经营目

标和专项工作任务。物业公司在制定经营目标时，应根据行业发
展趋势和公司的成长预期，制定出详实的目标，不冒进，不保守，
在可预期的基础上增加一定压力，保证公司以一个积极的心态
开展全年经营工作。此外，还应制定专项任务，逐步解决公司运营
中的问题，让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得以优化和完善，为企业
的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财信聚焦

TWO

阔-视野 09



阔-视野 10

财信聚焦

第二，做好全年经营目标的分解，制定切实可行的保障方案。在制定详实的全年经营的基
础上，公司还应对其进行分解，将细分后的目标落实到各项目及相关职能部门，由各板块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方案，保证每个目标都有责任人，每个目标都有保障方案，并由专人对目标
完成进度进行监督和监管，切实的保证每项任务都能按照规划逐一落实完成。

第三，完善考核制度，落实监督方式。将员工考核指标与公司经营目标挂钩，根据工作性
质的不同制定考核的重点，让每位员工同时具备危机感和工作动力，促使他们以更高的效率
和更敬业的态度完成任务。

此外，公司还将指派专人，定时对多个层面的经营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跟踪与督促，对过程
中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及时预警，根据目标完成情况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奖惩，并对各公司层
面的专项任务进行考核，最大程度的保证经营目标能够按照计划实现。



财信聚焦

三、勤勉务实全面推进管理的科
学高效

科学高效的内部管理是企业实现
经营目标的重要支撑，只有内外兼修，
企业才能稳步健康的向前发展。在管理
工作中，物业公司将充分贯穿董事长讲
话中提到的务实态度和方式，逐步优化
管理手段，提升管理效率。

第一，狠抓工作作风，建立勤勉务
实的工作氛围。根据董事长的发言，物
业公司将持续开展工作作风整顿工
作，自上而下的宣传和督促各阶层员
工养成勤勉务实的工作态度，对敷衍
了事的员工给予严厉惩罚，同时推行
末位淘汰制，切实的在企业内部打造
良好工作氛围。

第二，提前谋划工作重点。对
于公司的专项工作和重点计划，要
提前进行谋划，找出难点，分析得
失，对实施过程中的风险也要及时
预警，制定解决方案，扎实保证相
关工作的顺利开展。对于日常工
作，也应提前规划，制定进度跟踪
计划，并由相关负责人定时进行查
验和督促。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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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信聚焦

第三，简化流程，高效决策。物业公司将根据集团公司的统一调整和自身情
况，以企业的本质和风控为底线，对各类审批流程进行适当的精简和调整，充分发
挥企业高效的优势，对运营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作出迅速反应，为各项工作提供快
捷有效的支撑。

第四，运用科技手段优化服务品质管理。因物业公司在管项目较为分散，人
员庞多，为更好保证服务品质，公司将在今年上线远程服务品质监管系统，通过科
技化的手段，对各个项目的现场服务品质和相关工作的开展进行实时监管及跟
踪，将工作计划落到实处，提升工作效率，保证工作成果，完成预期目标，使基础服
务品质稳中有升。

沉得住心态、干得出成绩、转得了观念、做得了实事，在财信集团制定新目标
规则实施的初期，物业公司当以董事长的指示为方向，以实现当下利润的不断增
长和业务的长远发展为目标，以务实经营管理，深化观念转变为具体工作方式，紧
密围绕集团决策及战略规划，积极主动配合集团跨越转轨的各项举措。相信在集
团董事长的正确指引下，财信必能早日实现“千百梦想”的宏伟目标，财信物业也
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鹤立鸡群”，成为行业的标杆企业。



财信聚焦

为强化项目服务品质，提升客户满意度，2017年2月15日起，公
司服务与品质部分别到赖特与山、弗瑞登、城市国际、中央大街、北
岸江山、沙滨城市、财信城、渝中城、财信广场、海棠国际、北岸江山
项目及龙水湖物业公司，组织项目全体员工进行了主题为“精耕细
作、温暖服务”的服务质量2017年度宣贯会。

会上，服务与品质部对2016年满意度结果进行了各项目详细分
析，并结合客户的需求及项目具体情况，明确了各项目2017年度服
务质量总纲领，要求全员将服务温度感落实到具体措施中，让客户
真正享受到财信物业的温暖服务。 

本次宣贯大会，旨在将公司新年度服务质量目标及具体措施
在各项目开花结果，重在执行。让各项目从管理人员到基层员工对
服务目标更加明确更加坚定，大家用至真至诚的服务去温暖客户的
心，公司全面达行 “精耕细作，温暖服务”的年度服务目标。

——2017 年财信物业满意度提升宣贯会
精耕细作、温暖服务

阔-视野 13



精-服务 14

春天是杂草生长旺盛的季节，加之雨水丰盛，财信•圣堤亚
纳小区草坪上的杂草长得很快。为美化我们的家园，为业主打
造一个清洁有序的生活环境，增强大家的劳动观念和环保意识，
锻炼和培养员工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提高中层管理者
的模范带头作用，4 月 13 日下午，河南分公司在紧张的工作之
余组织了一次有意义的拔草活动，除有重要工作任务的人员，
其余各部门人员积极参与了此项活动。

下午 3 点，各部门人员处理完手头的主要工作，后集体到
客服部办公室门前集合，参与的拔草人员以杨经理和于经理为
首分为两小队，一队到达小区 6 号楼后、沿着小区南围墙；一
队到达小区 4、5 号楼之间草坪。由于小区绿化面积大，植被生
长茂盛，杂草分布较广，想彻底清除杂草并非易事，然而这并
不能难倒勤劳、勇敢的公司员工。大家有条不紊地、迅速地投
入到分配好的劳动区域中，开始了一场紧张的杂草拔除，垃圾
拾捡清理“比赛”。 

财信物业人

——记财信物业河南分公司全员拔草事迹
劳动最光荣



绿地上，大家不怕脏，不怕累，挽起袖子、裤腿，弯下腰，
开始劳动起来，现场个个干劲十足，劳动场面热火朝天。许
多员工手被杂草划伤，但都忍痛坚持到了最后，经过了近两
小时的劳动，所分配区域上的杂草大部分已被清除，小区内
的绿化环境焕然一新。 

劳动可以体现集体力量，劳动也能折射出职业操守和团
队意识，公司领导和大家一样，给员工们树立了榜样，大家
个个热情高涨，积极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这次劳动，对公

财信物业人

司全体员工来说是一次有益的活动，不但美化了工作环
境，也提升员工的责任感和劳动带来的成就感，同时也激励
大家为营造更好的环境而不断努力。

财信物业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始终怀着一颗为业主服务的
热心，始终信奉着“一心一意只为您”的服务宗旨，致力于
将财信物业的优秀服务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在做好本
职工作的同时，给社会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精-服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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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信物业人

与日常一样，我们可爱的管家们穿梭在楼栋中，为每家每
户做新的一年的拜访，了解各业主的需求和我们工作中的不足，
已达到提升我们服务温度感。这不，在 2 月 23 日这天 4 栋管家
黄家荣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上门拜访工作，走到 4 栋 1-4 家中，
在与业主沟通时了解到该户客厅窗外大树遮挡了户外的光线，
并切蚊虫也较多，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管家在得知这个情况后，
回到服务中心就第一时间向相关领导汇报，而领导们也很关注
这个问题，就立即与环境部门沟通协调后了解到可在不影响乔
木正常生长情况下对乔木进行移植，于是借着 3 月 12 日植树节
气协调各部门人员互相配合完成乔木的移栽工作，该户业主在
得到这个消息时，第一时间赶到我们客服中心声声道谢，并声
称一定会赠上一面锦旗以表心意。

这项工作的完成不但解决了 4 栋该户型低楼层业主朋友们
的困扰，并得到了业主们的一致好评，还体现了我们对业主朋
友们意见的重视，以及我们服务的贴心。这正是我们服务的宗旨：
一心一意只为您。

贴心服务，巧移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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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社区风采

交通银行-3.8节日送养生花茶

元宵节猜灯谜活动

元宵节猜灯谜活动

健康义诊活动

元宵节猜灯谜活动

妇女节送小礼品活动

中信银行-女神节送养生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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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波光粼粼的大海，你或许会忽略一滴水珠的作用，但正是这些
水珠折射的七彩光芒，才会有波光粼粼的大海。财信物业客服部客服助
理王露露就是用自身微小的光芒，温暖了财信大家庭里的你我他。

2017年3月28日周二的下午，客服助理王露露在园区里更换过期
的停电通知，在3号楼通往11号楼的路上，看到13号楼内走出来一位女
士，穿着红色的睡衣，光着脚没有穿鞋子，且神情异常，走路跌跌撞撞。
王露露察觉这位女士可能身体不舒服，立即快步赶上去询问情况。该女
士看见是物业的工作人员，随即抓住王露露的手，身子一软瘫倒在地
上，王露露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部门同事的电话。由于不知病因，
王露露不敢移动业主身体，一边抱着女士坐在地上，一边搓女士的手给
她取暖。客服部陈亚辉接到电话后率先赶到，见女士没有穿鞋脚心朝地
未免受寒，他立即蹲下将女士的脚从地上抬起放在自己腿上。经过焦急
的等待后，120急救车赶到小区将女士送往医院。

传递正能量

爱心帮助，温暖你我他
——河南圣堤亚纳客服助理热心帮助感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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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核实该女士系13号楼11层的一位业主，13号楼楼管
陈亚辉打电话询问业主病情得知，因当天只有业主一人在家，
由于季节变化及天气原因，导致业主的过敏性鼻炎加重。病情
来的突然，只有业主一人在家心里比较恐慌，她坚持冲下楼时
已无力再独自到医院去了，在这过程中恰好遇到物业客服助理
王露露，而王露露的表现温暖了业主的心。事后慰问业主时她
曾感慨说：“都说远亲不如近邻，但是在我碰到生命危险时，确
都是靠物业的好同志！”

王露露就是这样一位平凡而年轻的物业服务人员，如一
滴水般融化在服务行业的海洋里。但正是这样一颗默默的小水
滴，却用无声的行动在平凡生活中折射出了耀眼的光芒。财信
物业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始终怀着一颗为业主服务的热心，始终
信奉着“一心一意只为您”的服务宗旨，致力于将财信物业的优
秀服务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给
社会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传递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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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2日晚，弗瑞登项目秩序队员黄温才在值班期间跟
往常一样对楼层进行安全巡查， 22：40分巡逻到3栋6层时，突然发现
在其门前有一个黑色的钱包，见此情况黄温才立即通知秩序班长来
到现场，在双方共同见证下一起查看包内的钱物。

钱包内有一张身份证、现金400多元，及银行卡多张，但没有发
现失主联系方式。想到失主丢失钱包一定非常着急，就立刻依次敲门
询问，但户内并无人应答。怎么办呢？他俩又联系客服助理找到本层
楼业主的电话，依次联系此层楼的业主，终于打听到了失主，与失主
约定第二天到物业客服中心领取丢失物品。

第二天失主来到客服中心和工作人员共同确认了包内钱物后，
非常感谢物业工作人员，说道：“钱包里面的钱丢失了没什么，但里面
的多张银行卡却是很重要，你让我们业主看到了物业工作人员的高
尚品德，让我们业主住得很放心。感谢你们，非常感谢！”

拾金不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财信物业的许许多
多员工都在将这种美德不断发扬，奏响财信物业打造和谐社会的美
好乐章。

传递正能量

——记弗瑞登秩序队员拾金不昧精神
拾金不昧    诚实守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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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2025年，因为和妻

子张代晨（徐静蕾饰）婚姻破

裂，男主角江丰（黄渤饰）走进记忆大师医疗中心接受手术，却不料手术失误

记忆被错误重载，他莫名其妙变成了“杀人凶手”。警官沈汉强（段奕宏饰）的

穷追不舍让他逐渐发现，自己脑内的错误记忆不仅是破案的关键，更是救赎

自己的唯一希望。与此同时，妻子身边出现的女人陈姗姗（杨子姗饰）、记忆

中浮现出的神秘女子（许玮甯饰），似乎也和真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场

记忆烧脑战也随之开始。

悦看

速度与激情 8
The Fast the Furious

动作  冒险  犯罪
美国 日本 法国 加拿大
136 分钟
2017-04-14 在中国大陆上映

9.2

119 分钟
2017-04-28在中国大陆上映

8.6

记忆大师
Battle of Memories

悬疑  剧情  犯罪
中国大陆

剧情介绍：

故事将延续上一部剧情，多米尼

克与莱蒂共度蜜月，布莱恩与米

娅退出了赛车界，众人的生活渐趋平淡，而查理兹·塞隆饰演的神秘女子

Cipher的出现却打乱了所有平静，她引诱多米尼克走上犯罪道路，令整个队

伍卷入信任与背叛的危机，生死患难的情义面临瓦解崩溃，前所未有的灾难

考验着飞车家族。

剧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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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上海迪士尼乐园，是中国内地首座迪士尼主题乐园，由七
大主题园+两座主题酒店+一座地铁站构成，并拥有许多全球首
发游乐项目、精彩的现场演出和多种奇妙体验任何年龄段都能
在这里收获快乐。

2017年5月1日，巴南区重庆汉海极地海洋公园2万多平方
米的大洋生物馆、儿童水族馆、热带雨林馆将开馆迎客。

重庆汉海极地海洋公园

上海迪士尼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