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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业主使用“人脸识别”系统进入小区

保利物业亲情服务广受业主认可

根植重庆
品牌升级与城市共发展

2018年9月，保利地产宣布正式
升级为保利发展控股集团。与地产
品牌、战略升位相伴而来的，是保利
物业品牌理念的同步升级。

事实上，在为业主打造幸福生活
的道路上，保利物业一直不曾停下脚
步，其品牌理念一直在创新发展。深
耕重庆14年，保利物业不仅是城市的
服务者，更是城市发展的推动者、幸
福生活的守候者。

2010年，保利物业领行业之先，
提出了“亲情和院”特色服务，这是沿
袭保利发展控股集团“和者筑善”的
基因，用物的美好状态、人的亲情服
务，为业主打造最具人情味的服务，
也是保利物业多年的人文沉淀。

2019年，保利物业提出了“人文
社区，价值生活”的全新品牌理念，围
绕品质目标，以人文为核心，以科技为
手段，升级服务效率和品质，将自己的
角色定义为国家进步的同行者、城市
发展的服务者、行业跨越的创造者、多
元人居的贡献者。从“打造最具人情
味物业服务品牌”到致力成为“城市人
文和美好生活服务商”，保利物业逐渐
形成了有深厚文化底蕴、有鲜明特色
的保利物业品牌理念与人文底蕴，致
力为业主打造价值生活，为城市生活
添彩。

人文+活动
让社区更有价值

随着行业的发展变革，客户需求
的多元化与品质化的不断加深，人文
因素成了服务价值中最宝贵的资
产。保利物业品牌理念升级，与品牌
价值跃升相伴而来。

保利物业的人文基因以社区为
纽带，以活动为桥梁，不断推陈出新，
通过大量形式多样、内容多变的社区
文化活动，为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
业主提供多层次、多类型的定制服
务，不断从内部和外延拓宽人文内
涵。

2018年年末，保利物业在重庆各
社区启动“相伴一生，幸福有你”院落
文化季系列活动。在“双10便民服务
日”，从业主的衣、食、住、行、娱等角
度，为业主提供全方位的便民服务；

在重阳节之际为长者拍摄全家福照
片；在霜降节气，为业主们送上幸福
的“手护”；11月的第一天，为和院里
的宝贝们送上小小的惊喜；立冬当
日，为业主暖胃又暖心……7期系列
活动让和院记忆温暖绵长，邻里互动
让亲情服务熠熠生辉，让业主在带有
温度的服务中获得尊崇感与价值感。

2018年，保利物业重庆公司在社
区举办的“和院风采，幸福年华”首届
中老年才艺展示暨作品征集活动，为
热爱文艺的中老年朋友们搭建了展
示和交流的平台。在征集展示活动
中脱颖而出的节目，在保利物业首届
院落文化节中，登上了施光南大剧院
的舞台，收获了无数掌声与荣耀。通
过社区活动，打破邻里隔膜，再将优
秀的业主节目辅以专业指导，到专业
的舞台上来表演，邀请邻居们到场观
看，这也是保利物业在社区的人文渗
透中所做出的努力与探索之一。

2019年，保利物业在重庆区域营
造出了青春、健康、积极向上的良好
氛围，以“激情和院，人文力量”为主
题开展一系列运动活动，从乒乓球、
羽毛球、篮球联赛到9月即将举办的
趣味运动会，让业主们参与到一场场
运动盛宴中，或是载誉而归，或是喜
获邻里，共同书写属于保利业主的运
动记录和美好时光，在运动中唱响人
文的宣言，让“健康、快乐、向上”的人
文氛围萦绕在保利社区的每一个角
落。

2019年，保利物业重庆公司在官
方微信号“保利物业在重庆”上开辟了

“业主来稿”专栏，业主将自己的生活
趣事、人生感悟、书评影评、游记见闻
等在这个属于保利业主的公众号上与
大家分享，展示自我风采，实现自我价
值。

这些只是保利物业不断探索和践
行“人文社区，价值生活”的冰山一角。

人文+亲情
让服务更具温度

在保利物业，家的温暖不仅仅来
自丰富的人文活动，更来自于随处可
见的“人文关怀”。

“我熟悉我服务的每一位业主，
就如同熟悉自己的家人。我知道张
婆婆家上个月添了小孙子，我了解李
先生的女儿刚考上了大学，王大爷家
下个月娶儿媳妇，赵阿姨昨天刚刚出

院回家……我不需要刻意去了解和
记录，我只是把他们当作家人，把他
们的事当作我自己家的事……”这是
保利物业重庆公司一名普通的基层
工作人员在工作日记上写下的一段
话。对于他们而言，物业服务不是冷
冰冰地解决问题，而是守望相助的主
动问候与关怀。

独自居住在保利康桥的薛婆婆
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及视力高度闪光，
临近手术时间每天必须在固定时间
滴5次眼药水。区域管家李莅得知此
事后，组织“亲情管家”小组成员根据
上班时间制定了详细排班表，由区域
管家、安防队员、工程人员等人员按
照用药时间，每天5次定时上门为薛
婆婆点眼药水，使其能按期进行手
术，并力所能及地为老人提供生活上
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

这些都只是保利物业亲情服务
的一个个缩影。在重庆保利的每一
个社区里，业主与物业人员都宛如家
人般亲密。可以说，无数的保利物业
人，用真心、爱心、耐心构筑成一张保
利特色的亲情服务网络，为保利社区
的每一个家庭送去温暖与关怀，将温
情的人文元素与冰冷的钢筋水泥合
二为一，让房子单一的居住功能得到
升华，用最真诚的心让亲情回归生
活，让服务有了温度。

人文+科技
创新构筑智慧社区

在保利社区，人文价值不止在守
望相助的服务中，更是在与时俱进的
发展中。在创新服务方面，保利物业
以“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创新与科技
创新为导向，打造大数据客户管理体
系，用科技触摸亲情的温度。

“人脸识别”系统是保利物业正
在部分社区试运行的一款创新的智
能识别系统，业主只需“刷脸”认证就
能轻松出入小区，有效防止外来人员
私自进入小区，在保证业主生命财产
安全的同时也提高通行效率，为业主
带来更多的安全与便捷。

“保利和院”是供保利业主使用
的一款专属小程序，业主通过这个小
程序足不出户就能实现报事报修、在
线缴费、活动报名、一键前台等。业
主只要在手机上打开“保利和院”小
程序，进入相应模块操作，服务中心
就能在后台及时、清楚地了解到业主

的诉求，并立刻响应。
“云监控”是保利物业为全面掌

握园区主要区域的实时动态，对园区
重点区域进行24小时×365天实时
监控的一套完善的系统。各级管理
人员可通过手机对监控画面进行实
时抽查，并可以针对性地进行回放监
控视频，有效提高物业服务的质量与
效率。

除了小程序、云监控与手机开门
等，还有社区无限wifi、LED节能灯、
身份证识别仪等智能化举措。在保利
物业看来，智慧化手段已成为推动企
业发展和构建人文社区的重要动力。
保利未来的社区服务，将结合智能化
手段，结合管理物、服务人的经验，充
分挖掘物业增值服务的延伸领域，围
绕业主社区美居、金融、教育、健康、餐
饮等需求，提供专业化品质化服务，发
挥各类增值服务的协同效应。

人文+市场
做全领域多产业配套大IP

基于多年传统物业服务经验的
积累，在夯实基础物业服务的前提
下，保利物业重庆公司不断致力市场
化，始终坚持“2+4”外拓方针，在保持
住宅物业及商办物业领先优势的基
础上，将拓展眼光瞄准与国家宏观战
略响应的业态与区域进行多元业态
布局，加速扩张政府办公楼、景区物
业和产业园物业等非住宅物业业态
的发展版图，以强大的多业态管理能
力、专业完善的配套服务、规范严谨
的内控管理，为合作伙伴的发展提供
强劲的动力。

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保税商品
展示交易中心是两江新区和重庆保
税港区打造的重点项目，主打“保税+
展示交易”的模式。保利物业重庆公
司物业管理团队进驻以来，进行了系
统性的规划和管理，寻求设施全生命
周期内的品质和成本的最优化。保
障交易中心高效、安全、有序地运营，
为实现规模化、智能化保驾护航。在
江北区复盛镇政府项目的管理中，以
专业服务与团队、助力项目满足政府
相关业务，顺畅、安全运作，协助举办
政府大型重要活动的开展。

2018年，保利（资阳）城市综合服
务有限公司成立。一年多以来，公司
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管理等智慧
手段，围绕资阳的住宅、商业、公建、市
政项目和工业园区等项目，提供运营、
维护及管理服务。在所承接的天府国
际口腔孵化园、现代大道绿化改造工
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绿化养护工作、
资阳烟草公司等项目管理中，凭借物
业管理专业经验沉淀，依托专业高效
的服务，助推资阳物业管理水平迈上
新台阶，树立了保利物业城市服务的
新标杆。

2019年，保利晖创城市综合服务
有限公司在江津成立，以重庆市江津
区为据点，围绕住宅板块、商办板块
探索合作的新空间，并着力深耕城市
公共服务领域，为城市、为业主创造
美好价值生活。公司成立后的首个
共建项目冠强保税城——一个以“汽
车娱乐、温泉度假、保税配套”三大特
色商业于一体的大型休闲商业项
目。未来将坚持不懈地提升项目服
务品质，将其打造为大型城市服务标
杆。

一直以来，保利物业在住宅服
务、资产运营服务、公共服务等领域，

不断探索新的覆盖版图。从住宅到
商办再到城镇管理，保利物业正在用
坚定的步伐，经历从“小物业”到“大
物业”的进化过程。

人文+公益
从保利和院走向山城大院

保利物业的人文价值不仅在于
对业主的服务、对业务的拓展，更在
于对社会的回报、对责任的承担。

2017年，保利物业重庆公司响应
总部号召，组织保利业主与保利物业
员工共同成立和院志愿服务队，这种
由企业牵头、居民共治，专注社区公
益服务的模式，在重庆地区开启了社
区公益新实践。

和院志愿服务队重庆支队应势
而谋，分别以“乐8时光”为志愿活动
主题，在重庆保利社区开展不做大

“负”翁、长者故事会、长者探访、长者
技能分享会、适老化改造等服务。

带着人文的基因与打造价值生
活的目标，和院志愿服务队因势而
动，从“保利和院”走向了“山城大
院”，开展街道、风景区义务捡垃圾，
交通文明劝导，探访敬老院长者，关
爱特殊学校儿童、关爱留守儿童等公
益活动……以亲情文化与回馈社会，
让生活更具价值。

人文+党建
坚持党建就是生产力

多年来，保利物业深知国企责
任，做好行业带头作用，一直以来紧
跟党的领导，在多年的发展建设中早
已深深认识到，要发展壮大，离不开

党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党的好政策。
抓思想教育工作。公司以党支

部为战斗堡垒，通过党员大会、支委
会、党小组会议、中心组扩大会议，参
观红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等平台，
将党的思想教育不断植根脑海，形成
了比学赶帮超的好氛围。

抓制度体系建设。通过不断优化
制度体系，打造防止腐败贪污的防火
墙。公司先后建立了职代会制度，梳
理了廉洁风险防控点，编制了廉洁风
险防控手册，对领导议事流程进行优
化，对人、财、物关键核心岗位人员进
行约束。

抓人文关怀工作。将人文关
怀、扶贫慰问、互帮互助等工作作为
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加以营造，使
党的方针政策深植企业，成为企业
的基因。把困难职工关爱工作作为
核心工作内容，积极行动、周密安
排，通过入户走访、规范建档、精准
施策，有效促进了困难职工帮扶工
作的开展。

抓支部共建工作。将党支部与
社区党组织共建工作作为加强企地
共建工作的桥梁纽带。2019 年公
司党支部启动了支部共建工作，与
社区所在党支部结对子、共发展，通
过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
产党员在社区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
用，打造物业品牌，营造和谐社区环
境。

未来，保利物业重庆公司将继续
坚持党的领导，紧随步伐，为打造“城
市人文和美好生活服务商”而不断努
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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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情到人文 让生活更有价值
保利物业自 2005 年入渝

以来，以带有前瞻性的规划理

念、强大的资源配套实力、专

业的物业服务体系，快速成为

重庆当之无愧的物业行业领

跑者。

而这一切得益于重庆城

市发展为保利物业提供的新思

路和新机遇。新时代的物业企

业，如何保持高质量发展，从而

在助力整个城市服务升级的道

路上扬帆奋楫？保利物业重庆

公司总经理凌峰给出的答案

是：“保利物业重庆公司的发展

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关怀，以及

对城市服务、科技发展、人文关

怀的深刻理解。现在国家大力

提倡城市公共服务市场化，为

物业行业开拓城市公共服务领

域提供了新的机遇。保利物业

重庆公司将顺应时代变革和发

展，致力成为城市综合服务运

营商。”

保利物业院落文化节活动现场

和院志愿服务队敬老院探访活动

保利物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