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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第一天进入历思联行时的情形吗？

还记得刚上班时的懵懂和稚嫩吗？

还记得最初对工作的理解和认知吗？

还记得自己曾经的梦想、激情、困惑.....？

我们走过的道路，也许曲折而坎坷。

未来似乎很遥远，其实未来并没有那么远，未来很近。

当下正在干什么，正在思考什么，

正在计划什么，完全取决于今天。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编辑组

杨军：历思腾飞

人物简介：

导读：

在即将过去的 2016 年，历思联行创造了哪些佳绩？历思联行市场拓展部总监对行业市

场有着怎样的见解？

主人公简述：

自历思联行成立以来，短短数年迅速发展为国家一级物业资质企业、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常务理事单位。由只能提供单纯商住的物业管理服务，发展为物业管理顾问全委服务、营销

中心服务、高端奢饰品服务、保安服务，目前发展为可提供城市综合体、医院物业、市政文

化场馆服务、市政高铁服务等全方位物业管理服务。

以物业板块为例，2016 年度公司先后承接了：上海领创中心、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

柳州通建中天城、安徽国桢集团、合肥富祯广场、界首国祯广场、珠海明星大厦、珠海东方

高尔夫、武汉万达 5A 写字楼、孝感市东站城市广场、孝感市文化中心市政等。

我们服务的客户，还包括中国 500 强企业：广投集团、国祯集团、恒生集团、东海集团、

万科、万达集团等。

刊首寄语 Magazine Blessing 历思专访 Laskjv Interview



历思联行不忘初心，锐意进取，回归本员，同时与互联网+ 公司战略合作，竭力提升客

户服务品质，在智慧社区智能家居服务与万科物业“睿服务”达成首批“睿服务”战略联盟。

2016 年是“最好时代也是最坏时代”，国内物业公司先后在港交所、新三板纷纷上市，

个别公司市值一度超过地产公司。使国内 8000 多家地产开发商由过去看不起物业公司一下

子站到“风口上”。连一向不对外承接物业项目的地产龙头物业公司包括：万科、中海、碧

桂园等，纷纷下海分拆、抢占市场，使 2016 年度市场“风云突变”，市场竞争环境恶劣，

面对市场强手如林的环境下，历思联行屡创佳绩，同时历思联行荣获“2016 中国物业品牌

价值企业”奖项。

2017 即将来临，历思联行全体同仁共同努力，不忘初心，坚持精细化服务标准，再次

腾飞。

总部市场拓展部 杨军

入伙办理是物业企业的“孔雀开屏”

为什么入伙办理是物业企业的“孔雀开屏”？业主入伙阶段，有哪些工作的细节能够展

现出我们物业服务的专业度？怎么样给客户留下良好的印象？以及让客户有一个良好的体

验？

我是赵云，物业人，有话赵说。这堂课我们就来聊聊入伙办理是物业企业的“孔雀开屏”。

在前期管理服务阶段，物业公司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包括：人员招聘、文件的编制，以

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对于这些，我们的客户有没有看见呢？答案是：没有。我们的

客户是在办理入伙的时候，才开始初步与我们接触。所以我们把物业的入伙，办理手续的阶

段，定义为“孔雀开屏”。把我们之前的所有努力，在这个阶段把最美好的东西，给顾客、

给我们的业主留下良好的印象，这样也给我们接下来的日常物业服务，打下良好的沟通基础。

那么，在入伙办理手续的阶段里，有哪些工作的细节能够展现出我们物业服务的专业度，

学习园地 Study Corner



给客户留下良好的印象呢？

现在的楼盘，少则几百户，多则几千甚至上万户。我们在通知业主办理入伙的时间上，

有做过哪些细致的安排？以入伙通知书举例，9月 6日-10 月 6 日是小区办理入伙的阶段，

业主只要在这个时间段内什么时候来都有可能，刚开始的阶段，可能会来几百户办理手续，

我们的接待能力，能不能表现出来？很有可能是做不到的！所以在通知办理入伙的时候，我

们就应该考虑到怎么样让顾客留下好印象？我们可以这样安排：一栋是 9月 6日-9 月 11 日，

二栋是 9月 11 日-9 月 16 日，三栋是 9月 16 日-9 月 26 日，诸如此类的。给业主约定一个

建议办理的时间，没有约定的人来了，同样要接待，但是多数的人都会在约定的时间来办理。

这样，在有效的时间内，对前来办理手续的业主进行分流，在接待能力基本能满足的情况下

提供服务。这样的服务体验是不是好一些呢？

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印象，在第一眼就已经决定了 70%，第一次给

别人印象好或者不好，在以后是很难改变的。我们第一次和多数的业主是什么时候见面的？

就是业主的入伙阶段。在业主办理入伙的过程中，除了国家法律法规，地方法规要求，以及

我们物业服务当中一些约定俗成的程序以外。在这个阶段，怎么样让客户留下良好的印象及

体验？

很多企业在入伙的时候，现场的布置，还是按照喜庆的形式，或者是分房的那种形式布

置：地上铺着红地毯，台面上铺着红台布，拉着红条幅。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种方式，实际

上是以前分房子，国家或者企业把一套房子分给市民或职工，大家兴高采烈，感谢党感谢祖

国感谢单位。但是，现在业主的房子都是真金白银买来的，我们在把现场布置成红红火火的

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些色彩起到的感官刺激呢？红色，在西班牙是用来斗牛的。快餐店布置

红色和暖色调，是要让你感觉很兴奋，让你赶快吃赶快走。而我们在办理入伙现场的时候，

是不希望业主太激动的，任何买东西的人都会有一个挑剔的心理。俗话说的好，挑东西的人

才会买东西。红红火火的时候，暖色调在感官刺激会不会让业主更容易情绪激动，造成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呢？因此，在入伙现场的设置，在外部入口的位置，我们可以布置得很热闹。

但是在办理现场，还是以整洁、干净为主，或者用企业基本色调。

我们在办理手续的时候，要不要顾客排队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的是先来后到，

但是实际当中，排队并不可取，为什么呢？一排队我们就会有情绪。第一，一定会有人插队。

第二，排队过程当中，等待的焦虑感会使大家的情绪产生负面效果。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学

习银行办理业务时的取号。等号区的布置，是不是也应该有些小心思呢？比如说让业主们排

排坐，一大圈坐在一起。这个时候，业主相互之间可能就会问，你们的房子什么价格买的？

一旦有人的房子买贵了，他的情绪是什么样，大家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在等号区位置的

安排，可以是小圆桌，一家 3口的布置方式，而且是零散的布置，那么业主就不需要去做更

多的沟通。



另外，在办理入伙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到一帆风顺呢？我们应对业主有意见，或者有看

法甚至是有情绪的时候，应该怎么办理业务？比如说遇到有建议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是由谁

来接待，什么级别的人接待以及在什么环境下接待，这些都是要考虑到的。所以在办理入伙

的现场里，一定要有一个 VIP 接待室，说白了就是把有情绪有看法有意见的人请到一个独立

的环境里，因为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在一个独立环境，没有其他人的观望下，情绪更

容易平复，形成一个平等沟通的心境。

所以说入伙办理程序，不但是收房或者说房屋交付的过程，更能让物业管理企业展现专

业度，培养出良好沟通的基础。这样，才能是良好的入伙程序。

中国区董事长兼总经理 赵云

深圳中小物业发展联盟成立

10 月 31 日，深圳市民中心多功能厅，首届中国（深圳）中小物业企业科学发展高峰论

坛现场，来自于中国物业管理行业的专家展开激辩，为困惑中的中小物业公司释疑解惑，并

指明方向。

深圳和美物业管理发展促进中心理事长、中小物业发展联盟理事长王荷在发言中提到，

深圳有将近 2000 家物业公司，年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中小微

企业达到 94.3%。王荷指出，中小物业企业因各种原因，面临较大的发展困难。业主因物业

服务不满而导致的社区重大矛盾纠纷，60%以上发生在中小物业公司身上。不少物业企业因

人力成本逐年提高而物管收费维持多年不变，因而导致大幅亏损。有的中小物业企业刚刚做

出一点品牌，就被兼并收购；有的中小物业企业选择转型创业，但却面临大型物业企业的竞

争，频频丢失项目。

代表着市场活力的中小物业公司未来的路在哪里？深圳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长曹阳

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在新的历史关口，深圳物业管理有责任为中国物业管理行业探索出一条

科学发展道路。

本次论坛上，深圳市部分中小物业公司签订战略结盟协议，成立中小物业发展联盟。

行业聚焦 Industry Focus



据介绍，该联盟有十大核心要素促进中小物业的共同发展，包括成员企业免费使用、共

同拥有的智慧平台；为全体成员免费提供高等级市场准入凭证，破除一切市场准入门槛；共

创上市企业，全程分享资本运作收益，最终成为上市企业股东；帮助企业稳固阵地开拓市场，

资源共享；对接有关组织、机构、部门等，反映企业诉求，保护中小物业企业权益；等等。

中小联盟秘书处透露，中小联盟计划在 2016 年底，将盟员数量增加到 50 家，明年底达

到 300 家左右。在深圳区域将全新的服务模式与商业逻辑充分验证之后，迅速向全国各地复

制，使中国物业管理能够健康有序发展，使广大的业主能够享受到质价相符的优秀物业服务。

总部行政人事部 邹强

柳州通建中天城项目工作有感

2016 年 9 月新承接柳州通建中天

城项目，筹备时间紧，工作任务重，

公司第一时间调派精英支援。并在开

业典礼上给柳州各界人士留下了专业

的形象，使历思联行在柳州乃至整个

广西的发展带来一个良好的开端。

柳州通建中天城前期物业项目启动三个多月以来，

项目每星期筹划一个小活动，每月会举办一个大型活动。

无论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我们的同事都坚守岗

位，用心服务，就是为让顾客户体会到实实在在的服务。

在此期间，我们赢得了甲方的高度评价。在公司的

正确领导及全体员工的努力下，我们的物业管理服务在

各项工作中游刃有余，凸显了专业素质。

中国南区通建中天城项目 龚佳

员工天地 Staff Corner



冬季养生小常识

1、冬季心理流感

原因：入冬后常常觉得没精神、烦躁不

安，还会感到压力大。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

中某一时期处于这种心理状态，而冬天更容

易出现这个症状。

方法：最好方法是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选

择一些诸如慢跑、滑冰、跳舞和打球等强度

不等的体育活动，这些都是消除烦闷、调养

精神的良药。

2、保证充足的睡眠

原因：冬月不宜清早出夜深归，冒犯寒

威。早睡以养阳气，迟起以固阴精。

方法：冬季养生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这

样有益于阳气潜藏，阴津蓄积;立冬后的起

居调养切记“养藏”。中医讲究春发夏长秋

收冬藏，冬天应该是一个养精蓄锐的季节。

3、喝茶可以提神醒脑

原因：冬天喝茶的好处喝茶可以提神醒脑，使人精神振奋，增强记忆力。兴奋中枢神经，

增加运动能力。刺激胃液分泌，帮助消化，增进食欲，消除口臭。消除疲劳，促进新陈代谢。

方法：冬天喝茶以红茶为上品。红

茶甘温，可养人体阳气;红茶含有丰富

的蛋白质和糖，生热暧腹，增强人体的

抗寒能力，还可助消化，去油腻。

4、寒从脚底生

原因：足为人体最远端，脂肪薄，

保暖能力差，如果足部受凉可引起感冒

腹痛、腰腿痛、痛经等疾患。

方法：天天坚持用温热水洗脚，最

好同时按摩和刺激双脚穴位。天天坚持

步行半小时以上，活动双脚。早晚坚持

搓揉脚心，以增进血液循环。

5、开窗通风

原因：冬天家里都会门窗紧闭，导

致室内空气不流通，缺少氧气，人体会

出现头晕，胸闷的问题。

方法：应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各

开窗通风 20 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此外，一定要保持合适的室内温度，避

免室内外温差过大，一般室内应控制在

16-22℃为好。

总部财务一部 杨晓黎

生活百科 Living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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