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广州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广州市三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广州源盛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广州市礼顿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6.中海发展（广州）有限公司

7.广州市启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8.广州康莱德酒店

9.保利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港联不动产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1.广州百通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12.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高成（广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花城大道分公司

14.广州尚东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5.广州天德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6.广州市金碧华府物业有限公司

17.广州市嘉邦物业有限公司

18.广州锦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9.广州珠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广州尚东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1.广州瑞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2.信息研究所

23.广州市力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4.鼎元资产公司

25.深圳市汇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26.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发展中心分公司

27.北京仲量联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28.广州市宁骏物业管理公司

29.广州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30.广州开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1.广州富力恒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32.广州市建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3.广州海印汇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34.广州越秀城建国际金融中心

35.广州圣景房地产开发公司

36.广州市新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37.广州市美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8.广州猎人坊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39.广州市萨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0.广东华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1.广州天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2. 广州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珠江

新城分公司

43.港联不动产服务（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44.保利广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5.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46.深圳市盛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7.广东宏德科技物业有限公司

48.广州市寺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天河分公司

49.保利广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广州永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1.广州远洋大厦物业服务中心

52.广州市兴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3.广东南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4.广东宏德科技物业有限公司

55.保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6.广州市天力物业发展公司

57.广州虹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广州市新凯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2.广州国际金融中心雅诗阁服务公寓

3.广州锡惠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广州市启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广州侨鑫物业有限公司

6.广州市南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广州市新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8.广州越秀城建仲量联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9.广东华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广东省华侨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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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免费派送到户 贴近当地居民生活

帮您精准锁定珠江新城消费人群

社区里的奇事怪事开心事，街坊中的名人达人好心人，请告诉我们。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

给全世界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

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防线。 作为社

区的组成部分， 小区能不能扛起疫情防控的重任，对

疫情防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020年3月23日开始，广州市文明办主办、信息时

报社、新花城APP、微社区e家通承办的“广州战疫小区

群英榜”活动正式启动，通过街道办推荐、居民推荐以

及记者摸查，总共有80个小区被推荐上来，通过新闻

报道、H5、短视频等多种形式在《信息时报》、新花城

APP、 微社区e家通矩阵上进行了展示。 5月15日至29

日，80个小区在新花城APP上进行投票，经过14天的投

票，广州战疫小区群英榜总投票数438.5万票。

来自广州市文明办、广州市委党校、华南师范大

学、广东省房地产协会、广州市房地产协会、信息时报

社、微社区e家通的评委，从智慧抗疫、硬核措施、暖心

服务、同心同德、对外援助等5个维度，对入选的80个

小区进行打分，综合网络投票成绩，共评选出20个“战

疫先锋小区”和21个“战疫风尚小区”。

其中，猎德街道辖内凯旋新世界小区获评“广州

战疫先锋小区”、南国花园小区获评“广州战疫风尚小

区”。 今年2月5日，“广州战疫小区群英榜”颁奖仪式举

行，获奖小区代表接受荣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通讯

员 蔡高扬）

猎德街道地处天河中央商

务区，外国使领馆和外企众多，考验

着物业服务管理能力。 在2020年疫情

期间，大批物业服务公司出色完成防

控工作，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

2020年2月7日，猎德街道举办了

2020年抗疫防疫工作表彰暨节前安

全生产社会稳定部署会，向广州越秀

城建仲量联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等

10个物业管理公司颁发“突出贡献

奖”， 广州锦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等

57个物业管理公司颁发“先进单位

奖”， 勉励各物业单位继续发扬优良

作风，服务社区，抓好疫情防控常态

化工作。

获奖单位中，既有国际社区物业

代表，也有高端商务楼宇、住宅小区

物业代表。 他们在抗疫防疫工作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是多方参与、共

建共治共享的典型代表，助力猎德街

道成为广州市城市治理榜“优胜案例

街道”。

在天河中央商务区南区联合党

委的指引下，服务于东塔、西塔的广

州市新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和广州

越秀城建仲量联行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联合“两新”组织党员群众，凝心聚

力，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广州市

地标建筑东塔、 西塔无一例疫情发

生。 天河中央商务区南区联合党委连

续获评广东省、广州市“两新”组织党

建工作示范点。

广州市启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服务的天銮小区， 虽然居民只有200

多户， 却是闻名广州的明星小区。

2020年2月11日起，在短短5天的时间

里，该小区业主自发捐赠了超52万元

善款和价值10余万元的物资，并在此

后两周时间里陆续送往“战疫”一线。

8月底， 由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

和广东省星海音乐厅主办的第十四

届仲夏夜慈善音乐会为茂名信宜741

名孤贫学子筹集资助款，天銮小区又

主动认捐15.75万元善款。

“战疫”成绩突出，猎德街道一批小区和物业公司获奖

猎德两小区入选“战疫小区群英榜”

猎德街道“战疫小区群英榜”事迹简介

凯旋新世界

集 “广粤尊府 ”

“广粤公馆 ”“枫

丹丽舍”为一体，

居住了较多外籍

人士， 目前成为

广州市国际社区

的代表。至今，这

个 广 州

CBD

地

段国际化社区仍

保持 “零确诊 ”

“零疑似 ” 的成

绩， 这跟小区物

业服务中心行动

迅速、保障到位、

信息公开的工作

方式分不开。

把脸 对 准 屏幕 ，

在 体 温 正 常 的 情 况

下 ， 屏幕亮起绿灯的

同 时 门 闸 自 动 打 开

……业主进入南国花

园小区时 ，只需数秒 ，

就能实现门禁和测体

温的双重效果 。 疫情

发生以来 ， 南国花园

全 方 位 做 好 防 控 工

作， 不仅亮出了智能

便利的 “硬核 ”设备 ，

还对小区进行封闭管

理， 加派人员值守门

岗， 减少外来人员进

入小区 ， 降低病毒进

入小区风险。

凯旋新世界：

三道“关卡”筑牢“防疫墙”

南国花园：

高科技设备“硬核”防疫

凯旋新世界小区获

评“广州战疫先锋小区”。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南国花园小区获评“广

州战疫风尚小区”。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他们获得猎德街道“防疫突出贡献奖”

获奖单位名单

一、突出贡献奖（

10

个）

（排名不分先后）

二、先进单位奖（

57

个）

（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