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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奥村花园酒店
2012 圣诞星悦
夜豪华派对即将
揭幕

“感恩、责任、
关怀”国奥村品
质提升有序进行

时间轴餐厅
精致绽放

从北京到成都，
同一个世界，同
一个家

国奥村花园酒店 2012
圣诞喜乐汇豪华派对即将揭幕

有氧运动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伴随着轻快、

曼妙的音律，圣诞节悄无声息的来临。这里虽无雪花装扮，却并不影响

人们沉浸于节日的喜悦。12 月 24 日晚，由国奥集团与国奥村花园酒店

联手呈现的 2012 国奥村圣诞喜乐汇豪华派对，即将在国奥村花园酒店上

演醉人圣诞夜，全场来宾一同呼吸最浪漫的气息。本次活动将诚邀尊敬

的国奥村业主参加，全场与会来宾共计 300 余人。

国奥村圣诞喜乐汇，圣诞暖冬 
国奥村花园酒店是一个注重生活温情的地方，每个节日都会为业主

筹备幸福、快乐。此次，酒店更倾注心思，为全场来宾营造温暖的圣诞

星体验。为到场的女士准备时尚摩登的晚礼服，为孩子们准备充满挑战

的游戏区。整个圣诞派对上，都是由美丽的圣诞美女带来的周到的服务。

只为在圣诞钟声的伴随下，所有宾客齐聚在国奥村感受着那温暖的

关怀，幸福而浪漫的感动此时化作甜蜜难忘的记忆，家的影像从此定格

在每个人的心中。

国奥村圣诞喜乐汇，快乐味蕾 
酒店兰特伯爵西餐厅是纯正的德国风味餐厅，其名字更是沿袭一个

古老德国贵族的封号，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 12 世纪。在这个纯正的西式

餐厅过着西方的节日，无不让宾客置身在最纯正的节日气氛中，品尝德

国烹饪大师带来的秘制牛扒、德式烤羊排等高质量的德国美食，共享饕

餮盛宴。同时，在嘉宾用餐中，还能欣赏到调酒师精彩的技巧表演，并

能品尝到上好的进口波尔多红酒，使宾客在大饱眼福的同时胃口大开。

国奥村以其国际化标准，致力于绿色低碳社区示范项目的开发与推广，践行“绿色、

科技、人文”理念的实践之路一直在继续，选定成都这座人杰地灵的千年古城，让心灵回

归宁静，感受恬淡怡然、悠闲自得的生活，住在成都，可尽享休闲之都的魅力。成都国奥

村位于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位置，将城市的繁华与田园的闲适合二为一，生活更加悠然自

《国奥村报》的办报宗旨是为国奥村业主服务。

《国奥村报》是为国奥村业主服务的小刊物。是居住在国奥村的业主邻里之间、物业

服务、商业服务，乃至我们广大业主的琴棋书画作品、保健养生心得等方面进行广泛交流

的小天地，也是我们不断提升国奥村品质、展示我们国奥村风采的舞台。《国奥村报》共

有四个版面，一版是新闻版块，主要刊发国奥村在本出版期内所发生的新闻类的大事小情。

二版是物业服务板块，主要刊发国奥村物业管理方面的成果、经验和做法。三版是商业服

务板块，主要以国奥村商业为平台，构筑业主与商家服务联系的平台。四版是人文服务板

块，主要以树立国奥村人健康居住理念、展示国奥村人文化艺术风采为目的。《国奥村报》

编辑部热情欢迎国奥村业主、物业服务、商业服务等人士，为《国奥村报》投稿。

来稿请寄：news@guoao.com.cn   投稿热线：84371962

一、 基本理念：是不是“有氧运动”，运动的实际强度怎么样，运动时主要的供能来源（消

耗的）是什么，某一运动对减肥是否有效，唯一的可视、可观察、可控制的标志指标是心率。

正常的有氧运动后，不应该有疲劳感，更不应该有肌肉的酸、胀、痛的感觉。

二、 几个基本概念：

  1、 心率：每分钟心脏跳动的次数；

  2、 最大心率（MHR）：安全心率的上限；

  3、 靶心率（目标心率）：有效安全的运动心率； 

三、运动时供能的主要来源：

  1、 糖—糖原，血糖（血液里的糖）、肌糖等；

  2、 脂肪酸—脂肪；

  3、 氨基酸—蛋白质（肌肉）。

四、 运动分类：

  1、 有氧运动：

  A    低强度、较长时间；供能主要是血糖；

       心率低于 65%MHR。

  B    中强度，且持续较长时间的运动供

  能主要是脂肪，心率高于 65%MHR，

  低于 85%MHR。

2、 无氧运动：高强度，且短时间或间歇式的运动，心里高于 85%MHR。
                                                                                                                    （米粟）

人文 服务

从北京到成都，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家

征稿启事

客服邮箱

健康小贴士

得。并且自然、时尚、人文与激情的和谐统一在国奥村得到了最好的诠释，整个社区以贴近人性

需求为出发点，将教育、运动、娱乐休闲、购物美食等都市生活囊括其中。成都国奥村以健康宜

居的生活方式呈现给大家，成为您休闲、旅游、度假、置业的又一力作，演绎“同一个世界，同

一个家”的居住梦想。成都国奥村邀您现房品验，国奥业主将尽享全方位尊贵网络联盟型服务，

幸福生活即刻拥有。

欲知详情，敬请致电成都国奥村热销电话：028—85782008，或关注成都国奥村官方网

站 :www.cddreamworld.com 以及新浪官方微博：成都国奥村。

导读

北京国奥村闪亮绿色消费论坛
2012 年 12 月 4 日，联合国驻华系统与北京市环保局

共同主办的绿色消费论坛召开。国奥集团作为绿色建筑先行

者和新生活方式倡导者应邀参加论坛。国奥总工程师徐亚柯

将北京国奥村作为绿色科技节能示范性小区在论坛上全面展

示。徐亚柯将国奥村比喻为枝繁叶茂的大树，吸收阳光为人

类提供有用的光和热，建筑的供暖、制冷与大地进行能量储

存和交换，现代科技更丰富了国奥村这棵大树的内涵。

快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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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奥村圣诞喜乐汇，精彩实况 
派对现场，主办方会特邀专业主持人担任当晚的主持嘉宾，使整晚

的活动在轻松、愉悦、温情的氛围中愈加祥和与高档。跟随拉美劲舞的

跃动，感受亦真亦幻的明星献艺，倾听经典中外老歌、欣赏杂技绝活，

可谓是精彩连连。从各个角度展现奥运村浓郁而温情的文化。 

国奥村圣诞喜乐汇，惊喜连连 
此次活动的高潮部分，也是嘉宾们最期待的环节莫过于我们的“幸

运大抽奖”，成都、重庆、桂林豪华双人游以及 iphone5 等神秘大奖等

您来拿。 一次次的抽奖，伴随着嘉宾们一次次的欢呼，将为盛宴画上完

美的句号。

本次盛宴通过与国奥村业主的联动，拉近业主与国奥集团的距离，

增进彼此的感情，积极为国奥村商业品牌搭建桥梁。

国奥村“双节”优惠无限，敬请关注
“双节”将至 , 为了国奥村商业的繁荣发展 , 也为了回馈广大国奥村

业主的支持 . 国奥集团携国奥村商户共同推出迎“双节”. 业主尊享优惠

活动，详情请见报纸第三版。

晚宴门票包含国奥村花园酒店浪漫双人间住宿一晚
票务热线：13699119945/84373333 转 8300，
联系人：郑先生

 Chengdu成都国奥村

为更好地提升北京国奥村品质，增强与业

主的广泛交流和沟通，共建国奥村美好家园，

国奥集团开通了国奥客服邮箱，邮箱地址：
kefu@guoao.com.cn。我们将在线

上为业主提供热情的服务。

本报讯（记者：杨帆）



5    每月回访责任区业主，与责任区业主建立并维护良好关系；

6    尊老爱幼，关怀国奥村内老年人与儿童的生活和出行安全；

7    对责任区楼宇进行每日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协调相关部门维修、整改。

      关于楼长的服务内容，还有很多很多，为了使业主更安心、舒心的居住在国奥村，

我们想业主之所想，提升国奥村物业服务品质，不断增加更贴心的物业服务内容。

物业 服务 P3商业 服务

“感恩、责任、关怀”国奥村品质提升有序进行

国奥村物业服务楼长集体亮相

国 奥 村 商 业 优 惠 惊 喜 连 连

国奥村业主卡

本报讯（记者：印峥嵘 米粟）为了解决北京国奥村业主切身问题，提升业主生活品质，

国奥集团北京国奥村品质提升工作，已于 2012 年 10 月 8 日在集团领导的牵头组织下全面

启动。此次整改工作在修缮国奥村内建筑设备设施破损的同时，更大力完善村内各安全便民

的科技系统，真正提升国奥村整体宜居品质。

品质提升工作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一是室外工程，包括围墙修复、单元门头、外

墙漏水修缮等；二是小区业主室内维修工程（含空置房）及公共区域（包括地下空间）整改；

三是完善太阳能生活热水、景观花房，直饮水系统的使用功能及日常委托经营管理工作；四

是弱电系统的完善，包括停车场系统、楼控、梯控、巡更系统等。

活动持续两个月以来，各项工作正有序进行。截止发稿日，国奥村外围视觉围墙完成修缮，

建筑物楼体散水、门头渗水等问题已完成修缮，各个科技便民系统正在为全面运行做好筹备

工作。

此次品质提升工作中，科技便民系统全面应用中重点的一项为国奥村车辆入库泊车系统。

鉴于园区道闸系统存在故障，导致大多车辆蒙混进入园区，在车库随意停放，此行为不仅影

响园区的正常停车秩序，也为国奥村业主带来了一定安全隐患。为了更好的进行管理，经过

全面分析和检测，制定系统升级全面开放。

为此，国奥集团与物业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现有设备进行了更换和升级，以确保设备

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在此，告知广大业主车场道闸系统已经处于完好状态。为了广大业主出

行方便，请您进出园区时候携带好配备的车证、车卡，进出园区刷卡。我们会根据现场的实

际情况和设备的运行状况进行短期的测试，到时会给广大业主一个适应阶段，请确保你家里

车卡在有效适用范围。

对于此道闸系统的使用，在适应过程中，我们会广泛听取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并

作出最人性化，最方便的使用调整。系统测试阶段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您谅解。

12 月，品质提升活动将进行阶段性收尾、总结。品质提升不仅仅是阶段性的开始，而

是国奥村品质提升的长期目标，国奥集团将维护品牌，提升品牌的责任继续肩负下去，与国

奥村业主共同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重点服务职责

1    为业主解决日常物业服务方面的问题，成为最贴近业主的金牌服务人；

2    跟进业主投诉与建议的处理过程，确保投诉与建议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

3    为业主户内一天内无法完成的维修问题的跟踪处理；

4    为业主提供生活信息咨询服务；

时间轴餐厅

三义和酒楼

室外工程

本报讯（记者：田辛）2012 年 12 月 1 日，位于北京国奥村东区商业街北侧的时间轴餐厅

精致开业。时间轴（TIMELINE）餐厅定位于精品型主题餐厅，力求通过美酒美食的搭配，搭建

集葡萄酒餐厅、俱乐部、酒吧和专卖店为一体的综合平台，为大众创造全新的体验式消费场所。

开业当天，餐厅举办了红酒品鉴晚宴，来自台湾的红酒 6 级品鉴师丹尼佛亲自为来宾讲解红酒

的历史渊源和配餐技法。

TIMELINE 的本意是历史事件的记录表，用时间的曲线来展现历史发展的脉络。TIMELINE 

品牌寓意葡萄在从幼苗到成熟的历程中，吸收自然之精华，经发酵、培养终成为美酒佳酿。

一瓶葡萄酒凝集了时间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和谐与美德，本身就是一段历史。TIMELINE 品牌的

内涵就是时间积淀后的岁月精华。TIMELINE 品牌代表“自然与品质”的生活方式，通过对采

购链的控制，让消费者以实惠的价格享用美酒和美食。TIMELINE 还肩负推广葡萄酒文化和生

活方式的责任。葡萄酒是 TIMELINE 的核心竞争力，在法国波尔多地区设立有酒商公司 Noah 

Wines Europe，并由世界顶级飞行酿酒师雅克· 卢顿 （JacquesLurton）担任总经理和葡萄酒

总监，与法国、西班牙、澳洲、阿根廷等世界主要葡萄酒产区

的众多酒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精选了类型丰富、性价比

高的优质葡萄酒。

服务热线：010 － 52666009

百年单县羊肉汤始兴于清嘉庆 1807 年，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 在中华名吃菜谱上，

以汤入谱的只有山东单县羊肉汤，被国人称为“天下第一汤”。百年单县羊肉汤质地纯净，

汁浓色白，晶润似乳，开胃健脾，鲜而不膻，香而不肥，烂而不腻，口感极佳，不仅是一道

鲜洁适口的美食，还有药膳功能，具有温中散寒， 健脾和胃，清脑明目，滋阴壮阳等功效。

特别是适量佐酒，温胃养神的效果尤为明显。

百年单县羊肉汤制作精细，在用肉、烧煮、配料、加工、器皿等方面均十分讲究。选用

优良品质羊肉，单县特定地域的地下水为基本原料。羊肉细腻鲜美，膻味微弱；水质清甜温润，

富含营养矿物成分，不仅受到美食家青睐，与金华火腿、北京烤鸭合称：“南腿北鸭中间汤”，

并得到多位国家领导人的品尝赞誉。

三义和酒楼国奥村店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国奥村商业街。餐厅主要经营传统鲁菜及鲁西南

特色风味菜品。三义和酒楼占地 1400 平米，可同时容纳 200 余人就餐。三义和酒楼室内设

计由著名设计师完成。本着将中国的传统元素时尚化的原则，三义和酒楼国奥村店为您精心

打造温馨舒适的就餐环境，成为附近居民及企业家庭聚会、朋友聚会、政商务宴请的理想场所。

服务热线：010-84370665

“双节”将至 , 为了国奥村商业的繁荣发展 , 也为了回馈广大国奥村业主的支持 . 国奥集团携国奥村商户共同推出迎“双节”. 业主尊享优惠活动：

1、国奥村业主凭业主卡享受相应的优惠商品及服务；       

2、本次优惠活动与商户其它促销、优惠活动不可同时使用；

3、优惠活动具体内容详见上表，如有调整见国奥村报。

1、为了您购物顺利，请您在购物前先行出示业主卡，并于前台进行咨询或参见国奥村报上电话进行咨询；

2、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为国奥村各商户；

3、活动时间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截止时间见国奥村报。 

时间轴餐厅             精致绽放

三义和酒楼

活动
细则

注意 
事项

1 国奥村花园酒店 门市价6折（本优惠仅限2013年有效） 84373333

2 国奥会所（东会所） 普通炒菜9折 本优惠燕鲍翅、海鲜、酒水除外 52873526

3 眉州东坡酒楼 中餐炒菜类9折 本优惠海鲜、酒水、包桌除外 57393282

4 三义和 9.5折 本优惠酒水、海鲜、羊汤除外 84370665

5 伊尔萨洗衣 9.5折 业主免费取送 84371123

6 诚尚高尔夫 8.5折 本优惠特价商品除外 84377188

7 时间轴餐厅 全场9.5折（优惠截止时间另行通知） 52666009

8 尚台铁板料理 9折 本优惠单点的酒水除外 84372929

9 付军剪艺 8.8折 84377328

10 贝莎美容会所 8折 可享受面部和身体护理项目 84377977

11 K2茶楼 9折 84374669

12 月蟾院健康会馆 8.8折 57793699

13 满满火锅 8.5折 本优惠酒水除外 13681551764

14 兰特伯爵西餐厅

早餐7:30-9:30享受8.5折（以结账时间为准）
午餐11:00-16:00享受9折（以结账时间为准）
晚餐17:00-21:00享受9.5折（以结账时间为准）

（本优惠截止时间2013年12月31日）

2月14日、10月31日、11月11日、12月24日、
12月25日，12月31日、1月1日晚餐均不享受
本优惠，特殊节假日以当日店内公告为准，
酒水、特价菜等促销活动都不参加此优惠。

84374338

15 朵颐中餐厅 9.5折 本优惠酒水、饮料、河鲜、位菜、包房服务费除外 13311200985

16 吉马葡萄酒俱乐部 全场9折 本优惠不含餐费，场地费 84373333—7032

17 锐利一百健身中心（西会所） 8.8折 本优惠仅限于3000元的会员卡 84374681

18 溜达猪便利店 9折 本优惠猪肉、鸡肉、蛋类、蔬菜类商品除外 84377996

19 西区便民超市 9折 本优惠仅限于蔬菜水果类商品 15321963063

20 奥源花木 9折 13611072579

21 彩虹阳光乒乓球 9.5折 13811925219

22 车洁士 8.8折 本优惠仅限非会员，首次消费体验 84378283

咨询电话序号 商户名称 优惠情况 备注

陈 拙
负责区域：D5、
D6、D7、D8、

D9、D10
电话：15699988540

卢德明
负责区域：C5、

C6、C7、C8、C9
电话：15699988538

张  潇
负责区域：B1、

B2、B3、B5
电话：15699988535

李瑞婷
负责区域：A1、

A6、A7、A8
电话：15699988532

王  钊
负责区域：B6、

B7、B8、B9、B10
电话：15699988536

郑  博
负责区域：A2、

A4、A5、A9、A13
电话：15699988534

刘新东
负责区域：A3、
A10、A11、A12

电话：15699988533

吴  艳
负责区域：C1、

C2、C3、C4
电话：15699988537

朱春伟
负责区域：D1、

D2、D3、D4
电话：15699988539

业主消费时凭此卡
享受业主优惠价格

TIMELINE
IN  国奥商街

品牌魅力

齐鲁食苑

IN  国奥商街

since 1807

栏杆维护维修工程

（赵曦）

如遇优惠问题，
请致电：010 － 84371908
( 工作日 9：00－18：00 人工接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