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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袁 央行以每月一次的频率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袁 大中型金融机构存
款准备金率已达 21.5%的历史高位遥商业
银行银根紧缩袁市场融资需求旺盛遥面对
机遇和挑战袁 普陀宝祥小贷公司进一步
强化风险意识袁 正确处理服务中小企业
与防范风险的关系遥

宝祥小贷公司的用心服务得到客户

的一致好评遥 公司坚持以客户服务感受
为落脚点袁在确保资产安全的前提下袁尽
量满足客户需求袁 将有限的资金支持更
多的企业遥 我们同意有的客户分次提款袁
同意客户提前归还部分或全部款项不作

违约处理外袁而且对有的野很会算冶的客
户袁 在抵押权利人同意并立字据的情况

下袁 考虑同意在合同期内给予循环使用
信贷资金遥

普陀区某公司用房产抵押袁 向宝祥
小贷公司借款 250万元袁 期限一年遥 事
后袁 该企业要求小贷公司同意其在借款
合同期限内袁最好能野有钱时还袁没钱时
借冶循环使用 250万元袁减少一点利息支
出遥 宝祥小贷公司不嫌其烦袁予以尝试遥
为确保信贷资金安全尧抵押有效袁宝祥小
贷公司要求抵押担保人出具书面材料袁
声明同意借款单位在借款合同期内以及

借款金额范围内可提前归还后再借款袁
并承担抵押保证责任袁 同时注明出具的
书面材料作为借款合同和房地产抵押合

同的补充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遥

在防范风险方面袁 公司一直把资产
质量看作是生命线袁 在贷款操作过程中
坚持将有效的控制制度袁 覆盖各业务流
程和操作环节袁 进一步对担保措施的可
靠性进行分析袁 对担保贷款方式为保证
贷款的客户袁感到有必要时袁要求有野资
产实力冶 的第三人出具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函曰 对担保贷款为抵押贷
款的客户袁在评估抵押品价值时袁对抵押
品的价值不是简单的按购置价格或账面

价值计算袁 而是按现行的市场的重置价
格计算遥 另外还特别注意贷款抵押期间
抵押品的价格波动因素袁 在抵押品价格
波动幅度大时袁将抵押率降低袁避免经营
环境风险遥 渊宝祥小贷公司冤

面对货币信贷政策的不断收紧和旺盛的市场需求

及近期部分不法分子采用提供虚假凭证尧一房多押尧内
外合谋等手段骗取贷款的情况袁 宝祥小贷公司采取了
一定的措施防范骗贷风险遥

进一步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和管理遥 公司以更高的
视野袁从精神状态尧思想观念尧工作目标尧工作作风尧工
作措施尧工作环节上找问题袁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袁
进一步严格执行贷款操作流程和审核要求遥

进行案例分析袁了解不法分子惯常行骗的伎俩袁要
求员工提高警惕遥 加强对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袁物欲
膨胀会令一些人的价值观发生变化袁道德意识严重滑
坡袁为图一己之利袁冒天下之大不韪袁达到自己对金钱
欲望的满足遥 要求员工平时加强马列主义尧毛泽东思
想和野三个代表冶理论学习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袁牢记野堤坝毁于蚁穴袁祸患积于忽微冶袁不断增强免
疫力袁在纷杂的社会环境中袁抵御各种诱惑袁不为利欲
驱使袁避免在金钱的魔方中迷失方向遥

渊宝祥小贷公司 金国强冤

宏泉集团的阳澄湖基地座落于盛产大闸蟹的阳

澄湖东岸袁景色秀丽尧交通便捷袁比邻苏州新加坡工
业园区曰 由上海出发沿沪宁高速公路五十分钟即可
直达遥 两栋欧式风格的小岛别墅临水而建袁 蓝顶白
墙遥也是阳澄湖庄内唯一两栋的别墅袁别墅外的亲水
长廊蜿蜒在阳澄湖上袁水域辽阔袁碧波如镜袁湖光秀
色袁循岛漫步湖上感受私家别墅的悠然生活遥

小岛别墅配有全湖景的标房尧套房尧卡拉 OK尧棋
牌室尧会议室尧影视厅渊配有按摩椅冤等设施袁配以一

流服务袁相信会让您的假期丰富多彩曰餐厅提供原汁原味的湖鲜为特色的美味
佳肴和本土农家菜袁地地道道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遥

适合公司聚会尧拓展活动尧亲子活动尧休闲活动袁并可以设计专属于您的假
期生活遥

6月 25日袁 区青年创业者
联谊会召开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

年野唱红歌袁感党恩冶座谈会遥 区
工商联副主席方伟林出席遥 座
谈会由区青年创业者联谊会会

长王哲洋主持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九

十周年的日子袁 为了表达青年
创业者拥护中国共产党尧 热爱
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和爱国情

怀袁联谊会成员先后高歌了叶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曳 等七
首红歌袁 并围绕中国共产党走
过的九十年坎坷道路和光辉历

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遥

方伟林对青年创业者联谊

会以座谈会的形式纪念建党九

十周年表示了赞扬和肯定袁同时
希望联谊会成员加强学习袁充分
发挥青年的优势袁大力发展和吸
收新会员袁通过各种联谊活动更
好地把会员团结和凝聚起来袁形
成联谊会的工作特色和品牌遥

自 2010年 10月星评工作开展以来袁 上海宏泉丽笙酒
店将五星级评定工作视为重中之首袁 集团董事长王岳祥对
评星工作高度重视袁 拨专款用于评星整改工作遥 总裁吴桂
玲尧副总裁王哲洋更是亲力亲为深入到评星工作中袁这让酒
店对于评星工作落实更加充满干劲遥

酒店就评星工作专门成立了酒店评星领导小组袁 由总
经理亲自带头为组长袁各部门经理为成员遥领导小组下设评
星质量小组袁并成立了相应的专业工作小组袁工程改造维护
组尧培训与制度编写小组尧宣传策划组尧物品采购组遥同时外
请评星专家组予以多次指导遥 酒店每天晨会通报五星更改
进程袁每周定时召开评星专题会议袁确保评星工作中发现的
问题在第一时间内予以解决遥

针对五星级酒店打分表各项条款袁 我们结合酒店实际
情况逐条分析袁 对于与条款中存在差距的方面无论从硬件

还是软件上齐抓共管遥
在硬件上袁酒店多方案

研究考量后对原有的亚洲

餐厅进行特色化餐厅设计袁
增设四季日本餐厅曰并增加
了 Spa及客人康乐中心曰原
有的酒店标牌按照星级标

准重新设计尧制作曰客房及
走道重新大修改造遥酒店团
队在施工过程中既要考虑

营业期间施工对客人的影

响袁 又要确保工程如期完
成袁克服了其中存在的种种
困难遥 经过 10个月的整改
使酒店的面貌焕然一新遥截
至目前针对五星级硬件整

改袁酒店已投入资金 400余万元遥
软件方面袁为了提高员工的服务意识及服务素质袁酒

店将丽笙品牌的服务管理规范同星级评定饭店运营质量

评价表相结合袁除原有的培训项目外袁更增设了评星专题
培训袁务使每一位在岗员工熟知岗位职业规范袁五星服务
标准袁培养员工主动服务意识曰开展野最美的笑脸冶评选袁
将野我服务袁我微笑冶传递到每一位客人曰投入员工培训费
用十余万元袁累计培训员工一万人次曰酒店还增加了固定
员工的人数袁充实各部门员工力量遥 通过这些行动袁让客
人在酒店享受到更贴心的服务袁 提高了客人对酒店的满
意度指数遥

酒店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也深切体现在五星创建过程

中袁 每月一度的员工沟通会袁 每月一次的文体活动袁 卡拉
OK大赛袁各类球类比赛袁卡丁车比赛等等遥 通过这些丰富

多彩的活动袁 营造了积极向上的氛围袁 增强了团队的凝聚
力袁表达了宏泉丽笙人在创五星工作中袁笃志前行袁追求卓
越袁共筑辉煌的决心遥

经过近 10个月的精心准备与艰苦整改袁在递交星级饭
店评定报告书之前袁酒店就各项工作重新进行反复检查袁针
对五星级必备项目检查表中的具体内容反复推敲袁 现场合
验确保完全达标遥

评星是机遇袁也是挑战遥 经过 3年的运营袁10个月的评
星进程袁 今天的宏泉丽笙酒店将以五星级酒店的标准请评
审专家进行检阅袁 酒店全体员工将以最诚恳尧 最虚心的态
度袁承纳星评委的宝贵意见袁使酒店早日成为普陀区第一家
实至名归的五星级酒店遥

2011年 8月宏泉丽笙酒店先后接受了上海市旅游局
星级评定委员会的明查和暗访袁 酒店的申五星工作得到了
各位星评员的肯定袁 接下去酒店全体成员将以饱满的精神
迎接国家旅游局星评委的终审检查遥

区青年创业者联谊会召开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评星是机遇 也是挑战
要要要 上海宏泉丽笙酒店评五星工作历程

酒店评星期间工作例会

针对评星要求进行消防演习

集团和酒店高层出席汇报会

提高服务质量 转换放贷方法 宝祥小贷公司
采取措施防范骗贷风险

如果您或您的朋友需要预定阳澄湖基地渊用餐尧用房均可冤
请联系我们院021-63733077转销售部 高小姐 朱小姐

又到中秋吃蟹时

共青团上海宏泉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第二次团员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共青团上海宏泉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第二次团员

代表大会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在集团十二楼会议室举
行袁区科技团工委书记陆瑶同志尧宏泉集团党委书记第
一届团委书记吴桂玲同志尧 宏泉集团党委副书记凌卫
民同志及宏泉集团 28 名团员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遥

大会选举共青团宏泉集团第二届委员会遥 吴桂玲同
志代表第一届委员会作了总结报告袁 会上大会选举产

生了第二届团委委员 袁其中潘曙同志任书记 袁滕翔峰 尧
陈琳同志任副书记遥

选举结束后袁 陆瑶和凌卫民同志先后为本次选举作了
讲话袁 肯定了第一届团委委员 4年来的努力和他们所取得
的成绩袁希望新一届团委要认真尧扎实地做好本职工作袁勇
于进取袁争创一流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袁为宏泉的新发展做
出积极贡献遥

2011 上
海民营企业

100强发布会
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在上

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袁 会上公布了
野2011上海民营企业 100强冶尧野2011上
海民营制造业企业 50 强冶和野2011 上
海民营服务业企业 50强冶排行榜袁宏泉
集团入榜上海民营百强和民营服务业
企业 50强遥 此次活动由上海市企业联
合会尧上海市企业家协会尧上海市商会
联合举办遥

集团入榜2011上海民营百强和
2011上海民营服务业50强

一蟹八鲜袁独
有的阳澄湖当地

美食袁 同时可以
让您一次品尝到

桂鱼 尧 甲鱼 尧白
鱼尧鳗鱼尧清水虾尧大闸蟹的野湖中六宝冶袁其中素有野蟹中之王冶美称的阳澄
湖清水大闸蟹更是驰名中外遥螺丝袁昂子鱼袁散养土鸡袁奥灶面袁当地现摘的
无污染蔬菜等袁都让人食指大动遥 让都市人可以放心大胆的品尝美食袁无需
担心如今越来越多的食品添加剂等不良食材带来的困扰袁让您的胃也来一
次轻松之旅遥

阳澄湖
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