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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当前，社区是疫情防

控的关键一环，小区物业担起

了重要职责。

在此次疫情中，物业公司

也在经历一场考验。

行业在分化和提质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期，部

分小区物业的“硬核”防控措

施，也不时在朋友圈刷屏。

济南东部一小区的业主王

女士告诉经济导报记者，“疫

情期间，我看我们小区的物

业，主要是对出入小区的人员

测量体温，每天在小区里消

杀，管家发工作日报，另外，

物业还在电梯按键上贴了保鲜

膜，旁边放置了专用纸巾，方

便我们按电梯。这还是很贴心

的，好多业主也在朋友圈里晒

出物业的这个小举措。”

除了管控小区人员进出、

做好消杀工作这样的常规操作

以外，还有物业为业主进行了

生活用品的统一采购。

“我们小区的物业还开展

了团购活动，业主可以通过在

线 下 单 买 菜 ， 然 后 统 一 领

取。”济南南部一小区的业主

李女士对经济导报记者说。

“这次疫情很考验小区的

物业管理，可以看出，不同小

区的物业，差别真是挺大的，

有的物业真能做到事无巨细，

而且信息透明，业主住着也比较

安心。”济南市民吴先生对经济

导报记者表示，“不得不说，物

业服务水平也成为买房的一个

越来越重要的考量因素。”

合富辉煌(中国)山东公司副

总经理许传明13日接受经济导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物业管

理是自房改之后慢慢出现的一

个新行业，这个行业本身就在

分化和提质的过程中。”

“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了，

物业企业中的头部企业所占市

场份额越来越大，相对来说，

原来自发形成的一些小企业，

目前来看经营压力越来越大，

物业行业本身也是处于这个过

程中。”许传明说。

物业迎来新挑战

“这次疫情发生以后，对

于很多物业公司来讲，也是一

个比较大的挑战。”许传明对

经济导报记者说，“因为物业

公司本身的盈利能力并不是很

强，其实是增加了很多物业的

运营压力。比如，社区的消杀

频次、强度都要增加。而且，

现在很多小区根据疫情防控规

定，在岗率也要提高，对于很

多物业公司来说，他们的运营

压力是非常大的，运营成本有

所增加。”

近期，济南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

强全市物业管理区域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紧急通知”提到，疫情防控

期间，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加强

内部员工岗位调剂，确保物业

服务工作的基本运行。

根据通知，要按要求开展

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消杀

工作。

上述通知还要求，物业管

理区域出入口实行24小时专人

值守，做好进入物业管理区域

人员、车辆登记工作，包括对

出入人员礼貌问候并进行体温

检测，若体温超过37 . 3℃，请

勿进入物业管理区域，劝其及

时到医院就诊，必要时及时向辖

区街道和社区报告，积极协助配

合辖区街道和社区做好处置；做

好信息登记录入工作等。

丰富增值服务内容

与日常物业服务相比，物

业公司在疫情期间承担了部分

额外工作。

谈及此次疫情对物业企业

的影响，在许传明看来，一方

面可能会引起行业一定程度的

洗牌；另外一方面，从物业的

收益来源角度，如何在确保基

础服务之上，丰富增值服务的

内容，也是值得关注的。

“从物业公司的主流来

讲，就是两大‘流派’，一是

立足于基础服务，通过基础服

务收费来维持整个公司的发

展；另外则是在基础服务的基

础之上，有些增值服务，盈利

收入在增值服务这一块。”许

传明说，如今，如何在确保基

础服务之上，丰富增值服务的

内容，增强物业管理上抗风险

的能力，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疫

情对物业公司而言，既是一次

挑战，同时也蕴含着契机。

许传明在接受经济导报记

者采访时说，“从直观看，在

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很多快

递都是无接触配送，这已经不

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而是最

后几百米的问题。这时，如果

物业公司能有很好的解决办

法，无接触配送可能将来就可

以变成常态，业主确实不用出

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无论是小的物业公司还

是大的物业公司，如何借这个

机会，重新去创新服务，提高服

务水准，这也是一个契机。”

许传明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

电梯按键旁放置专用纸，生活用品统一采购……

物业“硬核防控”刷爆朋友圈

疫情就是命令，防范就是责

任。睿海物业作为山东本土口碑

物业品牌，在疫情期间，始终积

极开展高强度的防疫工作，切实

保障业主的生命健康，也为开工

做好准备。

一个必检——— 体温必检

为防患于未然，睿海物业创

智谷、贤文中心、龙奥九号等项

目服务中心在每日上班前，对所

有在岗员工进行体温检测。

另一方面，还在写字楼、地

库出入口门岗配备测温仪，对进

出人员进行体温检测登记，检测

无发烧的情况后方可进入写字

楼。

两次消杀———

公共区域至少每日两次消杀

公共区域是开工后的防疫重

点，睿海物业尤其加强各写字楼

公共区域重点部位的消毒消杀力

度，每天至少两次。

每日对电梯进行重点消毒消

杀，每部限乘6人，并贴心增设

抽纸，隔绝直接接触；

在上下班高峰期，对电梯

厅、电梯轿厢每半小时酒精喷雾

消毒一次，并张贴已消杀的标

识，让业主安心。

三重防护——— 统一订餐、

车辆消杀、外卖快递防控

为了保障写字楼内工作人员

的用餐安全，睿海物业贴心联系

了济南本地的口碑餐企，建议各

企业统一订餐，并在写字楼大厅

设置专属配餐区，并定期消毒，

减少人与人的直接接触，最大限

度切断疫情的传播渠道。

外卖、快递一律不得进入写

字楼，统一在大堂指定区域领

取，包裹类进入后，睿海物业会

对包裹喷洒消毒液进行消毒。

各公司也纷纷响应，为疫情

防控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除了人员的防控以外，睿海

物业对车辆的防控检测也毫不放

松，在对写字楼内车辆进行消毒

消杀以外，还对车内人员进行体

温检测并登记后，方可通过。

为防止病毒传播及交叉感

染，凡进入写字楼的人员均需

佩戴口罩。睿海物业在各写字

楼增设废弃口罩统一回收处，

业主可将废弃口罩、废弃手套

等特殊有害垃圾扔到专用的定点

收集桶。

您有一份防疫指南，请查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的发展，时刻牵动着所

有人的心。为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黄金·山水

郡、黄金99积极响应黄金集

团号召，迅速建立应急机

制，把业主的安全健康放

在第一位，黄金山水郡项目

联合黄金物业，进一步超常

规、创新性地做细、做实各

项精细化防疫管理工作，众

志成城，同心战“疫”，

只为守护美好生活。

严查出入车辆

筑起安全防线

在防控疫情期间，园区实行24小时封闭

式管理，并在小区门岗显著位置张贴通

知，明确禁止在疫情管控期间外来车辆进

入园区。本小区车辆进入园区，需对车上

所有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及车辆消杀后放

入，本小区车辆驶出园区时也需对车上人

员进行体温检测后放行。健康安全防线，

从园区入口处开始。

严格消毒消杀

全覆盖无死角

为做好小区全面卫生消毒防疫工作，

黄金物业对园区做了全面的消杀与防护行

动：电梯内配备抽纸、电梯按钮均覆盖保鲜

膜、按时对电梯进行消杀，全力阻断病毒传

播；每个小区配备废弃口罩收集桶，定时做

好清洁处理工作，以预防二次污染；做好楼

内常规卫生清扫工作，并根据环卫所垃圾回

收车频次，配合进行每日清理外运工作；针

对公共区域消杀工作，电梯轿厢、儿童活动

区域、垃圾桶、地下室及车库等每日按时消

杀，全覆盖、无死角保障业主的生活环境。

出入管控

保障业主安全

黄金·山水郡及黄金99所有社区出入口

严禁外来人员入内，在疫情管控期间谢绝访

客，明确“外来人员、车辆禁止入内，请所

有人积极配合测温，返济人员请自觉登记、

自觉隔离。”经核实为小区业主方可入内，

进入小区时需测体温；非本小区人员谢绝入

内。同时设置外卖和快递放置点，业主可自

行领取。

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保护业主。物

业工作人员到岗、离岗均要进行测温，做好

书面记录，保证可追溯性。物业人员工作期

间要求防护到位，按要求佩戴口罩，以确保

每位物业人的安全健康，与业主共克时艰。

全面宣传

携手共防疫情感染

全面防疫，健康认知很重要。黄金·山

水郡项目与黄金物业通过业主QQ群、微信

群、微信朋友圈等途径对业主做好告知工

作，群内转发疫情防护通知，及时传达上级

各部门的疫情防控信息，社区宣传处公示栏

全面宣传疫情防护常识，以增强业主的防疫

意识。

在如此严峻时刻，请大家减少外出、正

确佩戴口罩、注意卫生、及时做好消杀工

作，做好防护与观察。同心战“疫”，共克

时艰。我们团结协作，必定能够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 (晓岳)

同心战“疫”守护万家
黄金山水郡在行动

导报讯(记者 孙罗南)13日，济南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印发了“关于做好疫情

防控期间土地要素保障和规划服务工作的

若干措施”的通知。

通知提到，支持疫情防控用地。为防

控疫情而建设的医疗卫生设施和医药用

品、医疗器械生产等所需用地，可以先行

使用；疫情结束后需要永久用地的，予以

完善用地和规划手续；属于临时用地的，

恢复原状并及时归还。

通知还明确，允许延期缴纳土地出让

金。对已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的医疗卫

生用地及工业、仓储等产业用地，按合同

约定应在1月23日(含)至疫情消除日(含)期

间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可依受让人申请，

延期到疫情消除日(不含)后10个工作日内

缴纳；其他用地项目，按合同约定应在1

月23日(含)至疫情消除日(含)期间缴纳土

地出让金的，可依受让人申请，在合同约

定缴纳土地出让金期限的基础上延期1个

月缴纳，并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

率支付出让金利息。

暂缓开(竣)工现场核验。需进行开

(竣)工申报的，采用网上传递施工许可

证、规划核实合格证、现场照片等电子材

料的方式先行办理，待疫情结束后再行核

验项目现场和纸质材料原件。受疫情影响

未能按期开(竣)工的，自1月23日(含)至疫

情消除日后10日不计入违约责任。

通知还提到，开辟疫情防控建设项目

审查审批绿色通道。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

精简要件，全力推进重点片区项目、实体经

济项目、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和基础设施项

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见效。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先行区、齐鲁科创大走廊、中科院济南

科创城、国际医学中心等重点区域的规划

编制，保障项目落地，形成集聚效应。

如何在确保

基础服务之上，

丰富增值服务的

内容，增强物业

管理上抗风险的

能力，是需要考

虑的问题

济南出台土地保障措施应对疫情

土地出让金
可延期缴纳

济南市还明确，为防控

疫情而建设的医疗卫生设施

和医药用品、医疗器械生产

等所需用地，可以先行使用

一些小区的电梯内，物业贴心放置了电梯按键专用纸

办公室内个人防护指南

睿海物业温馨提示您：特殊时期回到

工作岗位，为了您的身体健康，开工期间您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出门前佩戴口罩，到公司后先洗

手，再上岗，多人办公时佩戴口罩；

●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建议步

行、骑行或坐私家车、班车上班。如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应全程佩戴口罩和手套；

●搭乘电梯时减少闲聊，在电梯里按

键时，最好戴手套或隔着纸巾、指套触摸

按键。乘坐电梯后，及时洗手、消毒；

●注意随身携带湿巾纸巾，接触面部

先擦手；

●在办公室内，尽可能开窗通风，每

天2-3次，每次不少于半小时。通风时，

要注意保暖及避免因室内外温差大而引起

感冒；

●保持办公区环境清洁，人与人之间

尽量保持1米以上距离，勤洗手、多饮水等；

●对手部会接触到的部位与物件进行

消毒。如手机，门把手，鼠标键盘，工作证，

文具，椅子等，依实际情况，进行甄别；

●召开各种会议的时候，建议多开视

频会、电视电话会，或者召开小规模的会

议，会议室尽量多开窗通风，尽量减少人

群聚集的频次和聚集的人员数量；

●避免扎堆就餐，坐下吃饭的最后一

刻才脱口罩。避免面对面就餐，避免就餐

说话；

●防疫期间，摘口罩前后做好手部卫

生，废弃口罩放入废弃口罩专用桶，我们

会统一处理。

防控疫情，抗击病毒

人人有责，自我防护

从你我做起！

虽然，目前疫情局势依旧严峻

但万物复苏的春天并不遥远

未来，在疫情期间

睿海物业将始终如一做好防控工作

保障业主的生命安全

我们相信冬天终将过去

我们一定会迎来春暖花开！

(晓岳)

E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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