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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30日，集团公司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
2008年第二季度所属公司总经理办公例会。会议由陈烟土
总裁主持，集团公司领导，各所属公司负责人、办公室、成
本管理部、总师办和招标采供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各所
属公司负责人汇报了二季度工作情况，对三季度工作进行
了安排。陈烟土总裁提出几点要求：一、2008年度已过一
半，希望各所属公司认真做好半年度总结工作，针对没有
按计划完成的工作，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工作效率。二、
要进一步加强经济合同的管理，严禁“先斩后奏”、“斩而不
奏”等违反经济合同管理制度的行为，一经发现将对相关
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和经济处罚；集团公司相关部室要与所
属公司多沟通，为所属公司做好服务工作。同时，强调各个
所属公司负责人要认真抓好销售工作、资金回笼和工程进
度。三、集团公司已制定并下发了新的《劳动纪律管理制
度》，所属公司应对照执行，特别是所属公司负责人离开工
作所在地，应与集团公司相关部门批准和备案；所属公司
的作息时间原则上应与集团公司一致。

（麻 斐）

集团公司召开第二季度所属公司负责人办公例会

2008年度已过半
总裁要求做好总结

本报讯 7月 22日，集团公司无纸化办公软件系统开
始在全集团范围内试用。无纸化办公系统是集团公司与软
件公司密切沟通联系，经紧张筹备而编写的一套软件系统，
使用该套系统的目的是为进一步提高办公效率，增强时效
性，加快信息传送速度，节约办公成本。该套系统上线后，各
部室和所属公司也可实现各自部门内部小范围内的无纸化
办公，即自己部门内部的相关信息发布也可以通过该软件
来完成，不需再通过纸质文件传达，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更
大程度上实现管理成本节约。

该软件安装定位在集团公司网站（www.zjnsn.com）上，
公司内部员工打开网站后，只要点击首页左侧的用红色字
体标示的“集团内部信息系统”，使用集团公司专门设置的
账号和密码登陆，即可进入集团公司内部系统，也即无纸化
办公软件操作平台。进入系统后，每名员工都可以按照相关
权限阅读各种文件等电子信息，部分人员有审核、发布、修
改的权限。该系统运行后，公司将通过其发布信息，不再同
步发送纸质文件，在该软件试运行期间，公司会通过电话或
QQ发送相关信息，提醒相关员工及时上网查阅了解，员工
在试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联系集团公司办公室。通
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行后，如无重大问题，公司今后大部分信
息将通过无纸化办公软件发布，不再另外提醒查阅。因此，
集团公司明确要求各部室、各所属公司员工应每天定时上
网登陆系统，及时浏览，了解与自己相关的信息，以免错过
时效，延误工作。 （方 涛）

集团公司无纸化办公软件系统开始试用

本报讯 7 月 14日，集团控股子公司
杭州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经过
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正式宣告成立，隶属
拱墅区锦锈社区第七支部委员会。党支部小
组首批成员有办公室的麻斐、资金计划部的
张希、规划发展部的张莹等三人。

党支部的成立，标志着公司的党建工作
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今后，公司将建立科学、
具体的党工团共建工作制度，与促进企业经
济结合，灵活多样地开展支部活动，同时及
时吸纳优秀的入党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通
过组织一系列的政治理论学习，激发支部内
党员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工作热情，使全体
员工增强“企业兴旺我乐业，企业发展我发
展”的观念，把学习效果转化为工作干劲，努
力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吴珊民）

盛德房产公司成立党支部

本报讯 7月 15日，董事长陈烟土代表
杭州欣北投资有限公司，与浙江新宸宜投资
有限公司股东正式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出
资 3000万元受让该公司 100%的股权。浙江
新宸宜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杭州欣北投资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将对余政挂出[2007]66
号地块进行开发和经营。余政挂出[2007]66
号地块位于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用地面积
19798 平方米，容积率 4.5，总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为商业、办公用地。 （麻 斐）

欣北公司收购浙江新宸宜公司股权

本报讯 随着杭州师范大学宣
告入驻仓前高教园区，并确认了将
兴建占地 3000亩新校区，部分杭师
大教职员工纷纷把置业的眼光投向
新校区附近楼盘，该校工会更是准
备开展新校区置业计划，接洽并考
察新校区周边楼盘，协助本校教职
员工完成置业工程。

7月 5日，在杭州师范大学校工
会的组织下，在青枫公司的大力配
合下，约 180余名杭师大教职员工到
位于仓前高教园区的师大新校址处
做短暂停留之后，赶赴青枫墅园楼
盘现场，考察之旅随着第一项工
作———实地丈量新校区与青枫墅园
之间的车程距离正式展开。

甫一进入青枫墅园现场，考察
团便为青枫墅园之自然、出色而倾
倒。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公园式的
景观布局、富有层次感的建筑布局
……依山而筑，傍水而居的山水闲
居氛围沁人心脾。
“我们这里不仅拥有绝佳的居

住环境，更有着极为出众的内外配
套，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刚才经
过的绿汀路与文一西路交叉口，在
这里，就是规划中的余杭生态科技
岛公共主中心，具备行政办公、商务
办公、文化、大型商业等功能，而在
紧邻我们项目的马鞍山山脚下，将
成为集中的文化娱乐区，建造图书

馆、文化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和影剧
院等大型文化娱乐设施……”在销售
人员的娓娓介绍声中，考察团成员的
置业之心，正逐渐被打动。

部分早已深入接触青枫墅园的
杭师大教职员工表示：“自从知道学
校今后将搬迁到这里之后，我就将置
业的目标放在了新校区附近，而青枫
墅园则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重点，一来
是青枫墅园距新校区很近，而且他们
明年即将开通的小区巴士将经过我
们学校附近，上下班十分方便；再者
这里靠近西溪湿地，周边居住环境优
越；三是对于市区来说，这里的置业
成本相对较低。”
而一位参观完青枫墅园样板房

之后的师大教师说道：“来之前，只是
听说青枫墅园距离我们新校区比较
近，而参观过之后，才发觉自己已经
被这里的环境以及园区品质所深深
吸引，与新校区之间的距离已经不再
是心动的最主要因素。”
“此次杭师大教职员工考察团的

到来仅仅是我们与杭师大系列置业
合作的开始”，青枫墅园相关负责人
表示，随着双方的深入交流，青枫墅
园将与杭师大形成紧密协作关系，并
将出台数项教职员工优惠购房政策，
协助杭师大教职员工完成新校区置
业计划。

（青枫公司）

本报讯 8月 3日，位于拱宸桥西
的运河一线楼盘———南北·西岸在各界
期待中盛装开盘。

清晨，位于运河文化广场西侧的南
北·西岸销售展示中心人流如潮，客户
对西岸的热情度比起室外的温度来有
过之而无不及。

据悉，西岸此次推出的房源为地块
北侧沿红旗河的 11号楼、17号楼，以及
东、北面拥有一线双水岸景观的 7 号
楼，面积约在 79-168平米之间，共计约
375套。其中 11号楼、17号楼均价约在
13000 多元 / 平米，7 号楼均价约在
14000多元 /平米。

南北·西岸一期开盘主力户型为 79
平米的二室二厅及 89平米的二室二厅、
三室两厅可变户型。西岸特有的大开间
设计，通透舒畅。内部空间灵活多变，充
分强调居者对户内空间的主观参与，业
主可以根据家庭实际需要灵活分隔空
间。户型设计重视景观的均好性，户户有
景，回归自然生活原色。 （李 静）

本报讯 青枫墅园继 4 月 26 日开盘
之后，再出臻品。热销物业花园洋房，暨首
批推出房源开盘当月销售基本告罄之后，
臻品新房源南北双景花园洋房 7 月 19 日
清新上市。

此次推出的 48套花园洋房，为 4+1 层
建筑，位于小区南面，背山而立，与亲水排屋
隔湖相望，拥有社区最大楼间距，南北双景
直入眼帘，生活的情趣在层层退台间演绎。

花园洋房每户面积在 135方左右，底层
带约 60平方米地下视听娱乐室，顶楼带独
立阁楼面积在 180方左右。采用退台阳台设
计，每户赠送阳光露台，东侧直面水景中心
景观区，背倚青山，兼得珍贵山水，每户均有
大量交集的公共空间，营造亲切、优雅的居
住氛围。
一层户型从院落独立入户，更显尊贵。

室内空间的设计采用动静分区的平面布局，
所有房间采用全明设计。客厅与餐厅连为一
体，空间更大气、实用；卧室区域与客厅区域
的错层设计使空间效果更为丰富，增加了卧
室的私密性，朝南主卧带独立的卫生间和衣
橱；北面卧室面对户外小区美景设置了转角
飘窗，增大了实用空间，更增添了浪漫的情
调。厨房附设生活阳台，便捷实用，业主在享
受烹调乐趣的同时，还可以将小区内的美景
尽收眼底。
二层、三层均赠送景观露台，户型均为

全明设计，户内设计了入口玄关、宽敞的客
厅、工作阳台、专用洗衣机位，南面阳光茶室
的设计更增添了无限的生活情趣。从三楼到
四楼的公共楼梯由双跑楼梯变为单跑楼梯，
节约了公摊面积，拥有更高的得房率。

四层、五层则采用退缩建筑主体，形成
复式住宅，底层客厅通过景观阳台入户，可
以无遮挡地与自然沟通，顶层房间退台形成
阳光露台赠送，增加了该户型的附加值。主
卧室带书房独据顶层，主次分明，私密性和
独立性强。南北均有大面积的露台赠送，总
面积在 30方左右，每个卧室均带有阳台，拥
有最佳观景视野。

具体详情可至玉古路 190号现代国际
大厦一楼（天目山路与玉古路交叉口）青枫
墅园市区销售展示中心详询。

垂询电话：0571—87975228 87975338
（青枫公司）

青枫墅园 臻品再献

南北双景花园洋房 清新发售

新变化 1：部门负责人要对本部门的劳
动纪律管理负全责。

此是新增条款，原来旧的制度未有规
定。为加强部门劳动纪律管理，增强部门负
责人的责任心，新制度第三条对此作了明
确要求。同时，第六条第二款第 2点也明确
了对部门负责人的处罚责任。

新变化 2：对考勤员职责、奖惩规定更
加明确和细化。

新制度第六条第一款对此作了详细规
定。新制度主要针对以前考勤员存在的不
及时进行考勤、考勤表随意放置、考勤表结
果无部门负责人签字、考勤表上交不及时、
奖惩不明确等情况，重新做了规定。跟旧制
度相比，新制度更加明确和细化了考勤员
的职责，主要表现在：

一是要求考勤员将考勤表张贴在自己
所在办公室的显眼位置（如去向告示牌等
处），并负责保管好考勤表；二是要求考勤
员每天下班前做好考勤；三是考勤表必须
在次月第一个工作日及时上交，并要有部
门负责人签字；四是对查实不按时考勤的
考勤员，要进行处罚；五是对表现好的考勤
员，公司会给予奖励。

新变化 3：明确要求使用统一的考勤表
和考勤记载符号。

针对以前存在的考勤表各式各样、考
勤记载符号五花八门的情况，新制度第七
条对此作了规定，明确要求使用统一的考
勤表和考勤记载符号。

新变化 4：对员工上下班的管理要求更
严格。主要新变化是：

一、公司员工外出告知程序更完善、规
范。

针对以前员工外出办事告知程序不规
范、不够完善的现象，新制度第九条作出了
详细规定。除对公司领导、部门员工外出告
知有严格规定外，还特别对“所属公司总经
理离开公司所在地”一事，作了明确规定，
即“所属公司总经理离开公司所在地，时间
满一天以上，需报经集团公司总裁批准，并
由集团公司办公室备案一份”。

二、对上下班违纪现象及其处罚措施
更明确、更细化。新制度第十条、第十一条
对此作了详细规定。与旧制度相比，新制度
主要变化在：一是删除了原先规定的“擅离
职守”的情况；二是对什么是迟到、早退作
出了明确解释；三是对什么行为或情况是
旷工，作了明确规定；四是对什么是严重违
反公司劳动纪律，作出了详细规定；五是对
迟到、早退、旷工等违纪情况、行为的处罚
更细化、要求更严。

新变化 5：法定休假节日增加、休假天
数增加。

根据政府部门有关规定，新制度对法
定休假作出了新调整。主要分二种情况：一
是属于全体员工的法定休假天数从原来的
10天，增加到 11 天，增加了“清明节、端午
节、中秋节”三个节日。二是属于部分员工
的法定休假，如妇女节、青年节，则只放假

半天，但这些节日如果适逢星期六、星期
日，则不再补假。

新变化 6：对年休假作出重大修改。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新制度对员工年

休假作出了重大修改。主要变化有：一是公
司有权在一个年度内集中安排员工年休
假；二是对不同工作年限的员工，明确了不
同的年休假天数；三是首次对退休或内退
返聘的员工年休假天数作出规定。

新变化 7：对加（值）班的报批更明确。
针对以前加（值）班如未报批即加（值）

班、或加（值）班再事后报批等不规范情况，
新制度第二十三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即
如果要求加（值）班的，需提前填写相关申
请单，并经审批同意，方可视为加（值）班，
否则不视为加（值）班。同时，对特殊部门或
工种，如销售、工程等需连续工作的部门，
一般不报批加班，可以另外安排调休。

新变化 8：对所属公司劳动纪律管理提
出了专门要求

与旧制度相比，新制度此次专门就“所
属公司劳动纪律管理”新增列了一章，对所
属公司劳动纪律管理提出了新要求，意在
进一步强化对所属公司的劳动纪律管理。
除所属公司不需再重新制订制度、要求严
格执行集团公司新制度外，其他如所属公
司员工请假、外出、加班、金额标准、统一作
息时间等均有明确要求。有特殊情况的，需
将有关方案报集团公司审批同意，方可实
施。 （集团公司办公室）

本期好书好文栏目向大家推荐两
则责任小故事，相信大家会有所感悟。

异国的楼房
有这样一个平凡而真实的故事。

武汉市鄱阳街有一座普通的 6 层楼
房，就在 1997 年，收到了来自英国的一份
函件，提醒此楼业主，该楼 80 年的设计年
限已超过，敬请注意。原来这座楼房始建于
1917年，设计者是英国的一家建筑设计事
务所。

经历了 80年，远隔万里的设计单位
居然仍对自己的“产品”这样负责！这座
楼当时的设计者怕早已不在人世了，建
筑工人、工程师大概也都走了，然而人不
在了，责任却没有丢，这个设计所的多少
批职员，一批批肩负起责任，又一代代传
给后来的人。远在异国的这样一座小楼，
始终有人对它负责，能做到这一点真是
令人感叹。

感悟：这样的一种责任感，是保证产
品质量、事务所信誉的最好保障，正是对
自己的产品负责，用户心里才踏实，用得
放心，用得满意。事务所的信誉高，才使
得事务所 80多年不倒闭，一直经营到今
日。对于商家，信誉是最宝贵的，而信誉
就是责任心强的最好体现。我们的一些
品牌为什么不如国外，其根本原因就是
对自己的产品缺乏责任心。没有责任心，
就保证不了质量和服务。

火车上的手术
在火车上，一位孕妇临盆，列车员广

播通知，紧急寻找妇产科医生。这时，一
位妇女站出来，说她是妇产科的。女列车
长赶紧将她带进用床单隔开的病房。毛

巾、热水、剪刀、钳子什么都到位了，只等最
关键的时刻到来。
产妇由于难产而非常痛苦的尖叫着。

那位妇产科的妇女非常着急，将列车长拉
到产房外，说明产妇的紧急情况，并告诉列
车长，她只是妇产科的护士，并且由于一次
医疗事故，已经被医院开除。今天，这个产
妇的情况不好，人命关天，她自知没有能力
处理，建议立即送往医院抢救。
列车行驶在京广线上，距最近的一个站

还要行使一个多小时。列车长郑重的对她
说：“你虽然只是护士，但在这趟列车上，你
就是医生，你应该有这个能力，我相信你！”
列车长的话感染了护士，她准备了一

下走进产房时又问：“如果万不得已，是保
小孩还是保大人？”
“我们相信你。”
护士明白了。她坚定地走进产房。列车

长轻轻地安慰产妇，说现在正由一名专家
在给她手术，请产妇安静下来好好配合。
出乎意料，那名护士几乎单独完成了

她有生以来最为成功的手术，婴儿的啼声
宣告了母子平安。
那对母子是幸福的，因为遇到了热心

人；但那位护士更是幸福的，她不仅挽救了
两个生命，而且找回了信心与尊严。因为责
任，因为信任，她由一个不合格的护士成为
了一名优秀的医生。
感悟：每个人都有责任感，每个人都会

为不辱使命而努力。责任能激发人的潜能，
也能唤醒人的良知。给人责任，也就给了信
任和真诚；有了责任，也就有了尊严和使命。

南北·西岸盛装开盘南北·西岸盛装开盘

杭师大教职员工新校区置业计划启动

青枫墅园成首个考察楼盘

·新南北人·

新《劳动纪律管理制度》的
八个主要新变化

本期新南北人栏目，推出的是物管公司春江花
园、新青年广场、盛德嘉苑的几名秩序维护员。他们
在各自的平凡岗位上，用自己的责任心和爱心，演绎
着不平凡的故事。这些事情虽小，体现的却是新南北
人的精神风貌，折射的是新南北物管的服务意识。

本报讯 7月 22日早班，春江花园秩序维护员骆敏
敏由领班分配到四号岗上班。出于职业的本能，他先环
视了一下周边情况后开始立岗，就在这时，一眼看到大
门口有一个黄色的包，他马上跑过去捡起来一看，发现
里面有一部手机和少量现金等物。当他随即拿起对讲机
准备向领班汇报时，捡到的手机铃声响了，骆敏敏礼貌
地接听电话，得知对方就是手机失主后，就告知她到保
安室来认领。5分钟后，该机主来到保安室，骆敏敏一眼
就认出失主是小区某幢 506室的业主，经确认后物归原
主。该业主当场拿出一百元人民币表示谢意，但被他婉
言谢绝了。女业主感慨万分，马上拨通管理处的电话说：
这部手机虽说只价值 3千多元，但由于自己是生意人，
业务往来较多，联系电话全在里面，谢谢你们的保安，谢
谢新南北物业。

(张德保)

拾金不昧拒酬谢

本报讯 6月 20日上午 9时，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打
破了盛德嘉苑的宁静。当班秩序维护员严贵泉听到声音
心里一咯噔，急忙朝着声音处跑去，只见一个怀抱小女孩
的妇女被一辆黑色的小车撞倒在地，已不能动弹。见此情
景，严师傅一把抱起在地上“哇哇”大哭的小女孩，同时急
忙掏出手机拨打了“120”，并用对讲机呼叫其他同事来帮
忙。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严师傅一边抱着孩子，一边让
大家维护好秩序，保护好现场，其他秩序维护员第一时间
赶到了事发现场进行处理并及时联系了伤者家属。不多
时“120”赶到了，当时严师傅一直紧紧地抱着受了惊吓的
小女孩，当得知伤者家属因为路远无法及时赶回后，严师
傅主动向领导请示要陪同伤者去医院。经医生检查确认
小女孩无大碍，只是受到了惊吓，那名妇女则是软组织挫
伤，需住院治疗，但情况已稳定，此时严师傅悬着的心才
放了下来。不久伤者家属赶到了医院，严师傅亲手把小女
孩交到了家属手上，这才放心地返回了岗位。面对紧急的
突发情况，严师傅沉着冷静地处理事情，并用他的热情和
爱心帮助了他人。盛德嘉苑的业主都对严师傅坚起了大
拇指，伤者的家属更是用锦旗表达了对他的感激之情。锦
旗上的“助人为乐，卫士榜样”这八个金灿灿的大字就是
对严师傅最真实的评价，也是盛德嘉苑全体员工心中的
一面永远鲜红的旗帜。

（韩梅益）

本报讯 6月 28日下午 1点半左右，一位在宝葫芦
酒店吃完饭的顾客驾车离开新青年广场时把停在本辖
区 A1602 业主的汽车擦伤，这名顾客想不负责任地逃
离。当班的秩序维护班长李许星以及班组员工及时发现
并将肇事车主礼貌地拦下，当时车主蛮横无理指责他
们，并以耽误其时间为由要求离开，在遭到拒绝后开口
辱骂。班长李许星和班组员工还是很客气很有礼貌地与
车主沟通解释，及时拨打电话联系交警，并在第一时间
通知 A1602业主前来处理。
待事情处理完毕后，A1602业主十分感激地说：“如

果不是物业员工及时发现并积极联系交警和本人的话，
今天我的车子肯定是白撞了。”为了表示感激之情，该业
主当场拿出 100元钱表达谢意，班长李许星礼貌回绝了
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公司有明文规定不能收
受业主的钱财与物品的”。听了这话业主感慨地说；“一
个物业公司的管理水平从他们的员工身上完全能够体
现出来，由你们新南北物业公司来管理这个小区我们业
主很放心，谢谢你们！”
事后，业主送来一面锦旗来表示他的感激之情。锦

旗上面写着：“职业道德高尚，为民尽心尽责！”
(新青年广场服务中心)

为业主尽心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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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6月底，集团公司正式向各部室及所属公司印发了《劳动纪律管理制度》（修订
版），并开始施行。新的制度是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并根据集团公司一体化管理的
要求而制定的，相比于旧的制度，有了八个新的主要变化。

南北天城小区是宜昌伍
家岗区的精神文明建设示范
社区。“七一”来临之际，伍家
岗区航运社区党总支在南北
天城小区组织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百姓讲坛”，组织社区党
员们以展示才艺的形式，庆祝
建党 87周年。活动赢得广大
业主的欢迎和赞赏，也得到社
会各界的关注，伍家岗区委书
记蔡建国同志、全国政协委
员、画家汪国新先生，都不吝
笔墨地表达了对活动开展的
支持和鼓励。

（闫协群）

因图片新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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