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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河湾： 业主口碑就是最好的营销力

疫情期间，星河湾上海区域表现出对员工和业主的足够

重视。以人为本，服务城市财智精英客户不是靠说而是靠做，

品牌塑造需要通过一点点积累和迭代，星河湾的坚持值得行

业尊敬。

据悉，2020年星河湾上海区域将有多个项目全新面世， 其中，

森兰星河湾预计今年年中入市， 上海星河湾三期预计下半年入市，

江阴星河湾预计年底入市。

江阴星河湾是星河湾进入江苏的首个作品。 新项目的入市，对
于星河湾既意味着挑战，更意味着机遇。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后，星河湾
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障员工的安全，如
何保障业主的安全。

对于员工，及时跟踪他们的健康状
况，每天健康打卡报平安。为保障员工
身心健康，在居家办公期间，星河湾上
海区域开展了数十场线上课程培训和
各部门的专业线培训， 另外还筹集了 1

万多个口罩及各类消毒用品等，提供给
上海、武汉公司各条线的同事，确保员
工能安心前往公司复工。

对于业主，由于园区配套的酒店餐
饮和商业街停业， 再加上是春节期间，

给业主们的生活带来了较大的不便。

针对目前上海已入住的两个项目浦东
星河湾和上海星河湾， 星河湾迅速搭
建起“物业、酒店、地产”三方联动平台，

在防控疫情和保障业主生活方面采取了
“安保安防保障、环境卫生保障、工程维护
保障、生活服务保障、信息安全保障”等五
大保障措施。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尽可能
地利用公司资源给星河湾业主提供生活
的便利。

网上有一篇题为《好房子是可以保命
的》的文章，从人性角度出发，思考好房子
对消费者的作用。 当面临天灾人祸时，房
子可能无法阻挡灾难的发生，但好房子注
重房子的坚固，可以确保在灾难面前拥有
更好的生存和生活质量。顺境中，好房子
的价值可能会被价格所掩盖； 逆境时，好
房子的价值无疑更易凸显。相信通过这次
疫情，消费者对于购买好房子的意愿会越
来越强烈， 会把自己生命的价值放在首
位，而不仅仅只是关注房子的价格因素。

疫情期间，在有些房企打折促
销时， 星河湾把精力投入在帮助
别人上，帮助有困难的武汉同事，

帮助有困难的业主们。 疫情无情
人有情， 星河湾始终把人放在第
一位考量。

作为一家始终强调企业社会
责任感的开发商，星河湾首先承担
起“守土有责”的企业责任，“保护”

好自己的业主。

就星河湾上海区域来说，目前
各个板块、各部门、各条线倾全力
确保园区生活的安全，物业基本放
弃了休假天天驻扎在一线，酒店发
挥自身优势提供平价蔬菜和送菜
上门服务， 工程提供维修保障，营
销和客服则积极做好疫情正面宣

传，这些跨部门、跨专业的合作，衔接
流畅，产生叠加效果，受到广大业主
们的一致好评。

营销的高级层面，不正是口碑营
销？星河湾坚信，业主的口碑就是最
好的营销力。门外风起云涌、门内云
淡风轻。星河湾给业主的不仅是一个
物理居所，更是一个真正的家，无论
世界发生任何事情，星河湾能成为业
主最可靠的港湾。

疫情期间，星河湾基于对员工的
企业责任、对业主的社会责任所采取
的各项防疫措施，相信不仅业主们看
在眼中， 各级政府领导也会关注。始
终把人放在首位，展现了星河湾独有
的价值观，未来也会为星河湾在战略
发展上赢得更多机会。

业主和员工安全第一位 业主口碑是最好营销力

一场疫情突如其

来， 让很多行业面对艰

难的 2020开年，新的挑

战摆在“地产人”面前，

企业如何重回正轨，能

否转危为机抓住机遇？

星河湾上海区域用

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

上海区域多个项目
年内全新面世

■本报记者 陈玺撼

上海第二届“最美河道”系列评选结果出炉

“净清美”，河道华丽转身有秘诀
上海第二届“最美河道”系列评选结果近

日出炉。30 条“最美河道”、30 条“最佳河道整
治成果”、30 个 “最美护河志愿服务组织”和
200名“最美护河志愿者”脱颖而出。

河道从昔日 “脏乱差”， 到如今的 “净清
美”， 华丽转身的秘诀是什么？ 亲历这一切的
“化妆师”最有发言权。

河长有童心，河道有“童颜”

河岸这一边，桃红柳绿，随风摇曳；那一
边，数十亩波斯菊蓄势待发。河中三四十平方
米的小岛上布有雕塑，两只“长颈鹿”从花丛中
伸出脖子；再看岸上，四只“绵羊”悠闲地望向
远处的风车磨坊，两只“仙鹤”围着蘑菇遮阳棚
振翅起舞。

这条河叫东印宅沟 ， 长度虽只有 134

米，却凭借童话般的颜值，成为宝山区四条
全市“最佳河道整治成果”中最具有梦幻色
彩的一条。

东印宅沟的童趣设计，与充满童心的二级
河长有很大关系。“小时候一直在河里游泳，一

个冲刺，手就能碰到河中央的土堆，孩子们常
趴在上面晒太阳。” 天平村党支部书记金建强
回忆儿时的家乡，无限留恋。金建强 2017年回
到天平村工作，次年，东印宅沟被列入罗店镇
河道轮疏工程。他觉得“还原”母亲河的愿望或
许可以实现了。

金建强说，2018年， 天平村 4条整治河道
共清理出 3 万多立方米的淤泥。当时，放养数
千只鸭子的大棚被关停，堵住了污染源。由于
水动力不足，水质容易富营养化，天平村平均
每月会给东印宅沟换一次水，从潘泾河引入活
水。从去年年初至今，东印宅沟的水质始终稳
定在四类及以上水平。

有些河道“排完毒”就结束了，但罗店镇结
合美丽乡村建设，觉得还要给河道“美容”，要
“一河一幅画，一塘一处景”。经过一年多的陆
续完善，便有了如今的“乡村童话风”。除了各
种童趣小品， 一些回来探望的老乡惊喜地发
现，河中的小岛居然还在，岸边的鸭棚经过修
缮，变成了白墙黛瓦的公共会客厅。

成为“最佳河道整治成果”后，东印宅沟还
将更上一层楼。金建强指着岸边不远处正在搭
建的现代化农业大棚说，不久后，这里将成为

芒果、樱桃、圣女果、火龙果等水果的采摘乐
园。未来还打算结合几条美丽河道、波斯菊花
海、采摘大棚等，推出一批民宿，打造天平村乡
野休闲观光产业，“把儿时的美好记忆，用新的
讲述方式介绍给大家。”

居民齐上阵，“白鹭”四季美
从高空俯瞰桃浦镇新杨工业园区的外环林

带，不难发现一只振翅高飞的“白鹭”———南北
厅河，它的“身体”是一个 2.48万平方米的湖，

而“头”、“翅膀”和“脚”则是总长 1.2公里的河
道。在新杨工业园区党委副书记王雅眼中，这只
“白鹭”近期已到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站在湖
心亭眺望，平静的湖水倒映出岸边的桃红柳绿。

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一个月，南北厅河的早
春也不乏味，因为有二月兰的紫、迎春花的黄，

还有紫叶李的粉与白。又或者把时钟拨到盛夏
或深秋，南北厅河依然生机勃勃，或有多彩的
睡莲点缀湖岸， 或有挺拔的水杉穿上锈色外
衣。一步一景、一季一景，是南北厅河景观设计
的独特之处，也是它成为普陀区今年唯一一条
全市“最美河道”的主要原因。

这美颜背后的“化妆师”是谁？“是每一位住

在它周边的居民。”王雅说。2017年，在推进桃
浦地区“五违四必”和生态环境整治工作中，南
北厅河受到普陀区和桃浦镇的高度关注。 由区
河道所牵头，镇河长办、城管、公安、环保、绿化
市容等部门联合执法，铲除了岸边的污染鱼塘。

截断了污染源后，南北厅河的新貌设计交
给周边居民。“正是借助集体智慧，南北厅河的
美容工程处处都有精细化管理的痕迹。” 普陀
区河道管理所吴凯华举了一个水生植物的例
子：为了净化水质，形成河道“健康内循环”，南
北厅河需要种植一批沉水植物，最后从五六十
种植物的大名单里选择了苦草、伊乐藻、轮叶
黑藻、马来眼子菜、金鱼藻五种。它们不会爆发
性生长，且四季常绿，在确保充分富集水中富
营养物质的同时，降低生长期内人工修剪打理
的频次。

如今，南北厅河周边社区成立了一支“护
河护绿志愿者队”。 他们无时无刻不关心南北
厅河，在他们的呼吁下，沿河健身步道上设置
了十几个座椅。最近，他们还鼓励新杨和苑等
社区，拿出小区湿垃圾变成的有机肥，用来呵
护河道周边绿地。“这条河就是大家的后花园，

照顾好它，是自然而然的事。”王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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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萍是地道的上海农民，家
住浦东南汇大团镇， 平时在上海
田地甜蔬果专业合作社劳动，拣
菜、打包、送货，都是好手。最近她
却出镜成为视频主角： 一次性桌
布当披风， 腰间油菜花， 手上桃
花，画外音问：“咋去，阿萍”，她爽
快地回答：“田里厢去。”短视频导
演正是合作社理事长施雷。

因为疫情，沪郊农民深深感
受到今年春天的不一样———来
田头的采购商少了。但也有新气
象———市农业农村委和市商务
委合作， 鼓励农民通过电子商
务、小区直售等方式拓展销售渠
道；上海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
为农服务机构围绕今年春耕春
播要点、农产品上网营销技巧等
主题，上网课、做直播。于是，一
大批沪郊农民第一次系统地了
解了电子商务、短视频和直播带
货，并开始行动。“疫情让我重新
认识了互联网， 我不想错过机
会。”有农民说。

最近， 施雷只要有灵感，就
会把想到的短视频场景写下来。

如今他已准备了 5段视频脚本。

阿萍“田里厢去”这段，是第二个
脚本，背景音乐是抖音热曲“寒
江孤影”， 表达的是阿萍精神抖
擞去田里干活的状态。第一个脚
本 “阿萍出征” 已经拍好了，21

秒，背景音乐是长春电影厂的开
场曲，字幕总共 11个字：新零售
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施雷说自己还在摸索阶段。

推动他尝试的，是市农业广播电
视学校、 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3

月初推出的一系列网课。“按照
惯例， 每年春耕春播都是农业技术培训的高峰，今
年受疫情影响，开展大规模线下培训不现实，我们
就想到了网课。”市农广校培训负责老师周松良说，

最初的网课是农业技术培训，围绕水稻、绿叶菜、林
果等主导农产品展开；看到很多农民对疫情期间走
俏的短视频和直播带货感兴趣，增加了为期一个月
“上海农场主短视频直播特训营”，每晚直播上课。

“听了老师的讲课，我第一次知道，短视频里有
那么多机会。”70后施雷说：“我一直觉得农产品要
提高附加值，必须有品牌和新的销售渠道。我们合
作社很早就有了‘田里厢’这个品牌，还在京东等平
台上开店。如今，短视频和直播带货成为最新计划，

以前我觉得短视频是小年轻的玩意儿，和农产品营
销没关系，今年才发现，这已成为趋势，我们得跟上
时代。”3月 27日，施雷把“阿萍出征”发到网上。一
天后，播放量超过 1000，企业号多了 300个关注、49

个粉丝，“还不错，算是好的开端！”

在上海市郊，像施雷、阿萍这样主动拥抱变化的
农民还有很多。“上海农场主短视频直播特训营”微
信群里，群员接近 400人，几乎每个成员背后都是一
个合作社或农场，涉及上千户种植、养殖农民。

解燃眉之急助复工复产

中小体育企业获救急贷款

“2月份，我们真的非常迷惘，公司销售额
出现断崖式下滑。” 说起公司因疫情所受的打
击，上海绿梦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崔金石
心有余悸。好在 3 月初，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
推出针对体育企业的“中银健体贷”产品，绿梦
体育以较低利息拿到 300万元贷款，比原有授
信额度还多了 100万元。

从申请、审核到放贷，用时仅一周，这笔
“救命钱”解了崔金石的燃眉之急。绿梦体育主
营高尔夫运动器材代理，疫情期间销售额跌了
70%以上，电商业务也因为仓储物流环节问题
发不出货，“门店店租是比较大的开支，还有员
工工资，贷款大大缓解了我们现金流压力”。

据统计，上海有 1.6万多家体育企业，其中
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中银健体贷”普惠金融
授信服务方案重点针对体育制造、体育贸易和
体育服务三个领域内的中小企业，打造专属信
贷服务，解决体育企业融资难题，帮助企业快
速复工复产。 中行上海分行还联合市体育局，

面向体育产业中小企业举办 “中银普惠 e 站
通”专场对接会，线上“面对面”为体育企业排
忧解难。

■本报记者 秦东颖

3 月下旬以来，上
海蔬菜集团所属批发
市场蔬菜日均交易量
达到 7300 多吨。 各家
批发市场内，经营户在
岗率基本达到 100%。

目前， 蔬菜种类齐全，

供应充足。

图为商户在江阳
市场批发蔬菜。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摄

■本报记者 任翀

菜品多
供应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