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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公司
加强劳动纪律管理
本报讯 根据集团公司的要求，蚌埠公司

组织全体员工认真学习了集团公司下发的《劳
动纪律管理制度》，并根据《制度》的规定，要求
办公室认真履行，加强执行力度。各部门重新
确定了考勤考核人员，并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做
好劳动纪律的检查、监督工作，经办公室检查，
各部门的劳动纪律管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工
作效率得到了提升。 （邢诚志）

集团财务部
开展所属公司财务检查
本报讯 集团公司财务部于 6月 24日至 7

月 2日组织人员对青枫公司 2007年度有关财
务情况进行检查。检查人员勤恳认真、一丝不
苟，对照集团一体化的“财务制度”逐笔审核，
完成了检查工作。并根据检查结果出具了财务
检查报告，如实反映了青枫公司的财务状况，
针对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
建议。接下来集团公司财务部还将组织人员陆
续对七个单位进行财务检查，希望每个单位都
能认真对待，积极配合检查小组完成财务检查
工作。 （吴珂蓝）

加强与业主沟通
提升物业管理层次
本报讯 近日，建德物业公司召集部分业

主代表，邀请了社区领导、协警、老年协会会长
及建德南北房地产公司领导座谈。座谈会上，
社区领导及业主们畅所欲言，对物业公司的管
理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同时就小区内管理、绿
化等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并
提出了拆迁户存在的具体困难。物业公司就业
主提出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答复，同时也为拆迁
安置房业主争取权益达成一致意见，得到业主
认可。本次座谈会提高了建德物业公司在业主
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为物业费的收取提供了
重要保障。 （杨欣荣）

本报讯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业主，青枫
墅园将持续出台系列有力措施，以完善小区
项目配套、交通，为业主营造一个更为便利的
生活社区。同时，为了想业主之所想，确保今
后出台的系列政策更符合广大业主的需求，
青枫墅园将分批公布系列措施方案，征询广
大业主意见，邀请广大业主出谋划策，共同参
与方案的完善与制定。

当前，关于青枫墅园社区教育配套及交
通配套完善思路及初步方案已经出台，并进
行网上及其他途径公示，征询广大业主意见，
以期广大业主能各抒己见，共同完成社区配
套建设。

相关链接：征询意见的方案

一、关于社区教育配套
青枫墅园规划中将配备一所 12班制幼儿

园，但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业主，给孩子一个
更为便利的受教育环境，青枫墅园拟与杭州
师范大学携手兴办专属于社区的教育配套，
目前双方的合作正在洽谈中。

为使兴办的学校更符合广大业主的实际
需求，青枫墅园在此征询广大业主，与杭州师
范大学携手兴办的专属社区学校，您最需要
的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

假如您对此有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可
将 您 的 意见 或 建议 发 送 至邮 箱 ：hzqf-
fc@hzqffc . com

二、关于小区巴士
为更好地方便业主出行，加强业主与周

边生活配套及与主城区之间的联系，青枫墅
园将于 2009年 9 月底开通社区与主城区之

间的往返巴士。现小区巴士运营初案已基本
成型，假如您对本方案有不同的意见或更好
的建议，您可将您的意见或建议发送至邮箱：
hzqffc@hzqffc . com

小区巴士基本运营初案如下：

1、站点初设
青枫墅园———绿汀路文一西路口———文

一西路省委党校———浙江理工大学科艺学
院———杭州师范大学———蒋村公交中心
站———西城广场

设置理由：
绿汀路文一西路口：规划中生态科技岛

公共主中心，青枫墅园与市区无缝连接必经
之路，这里今后将具备行政办公、商务办公、
文化、大型商业等功能，是距离青枫墅园最近
的配套聚集地。

文一西路省委党校、浙江理工大学科艺
学院：位于仓前高教园区，随着仓前高教园区
的建设完毕，这里将是这一区块文化中心，同
时又是小型配套聚集地。

蒋村公交中心站：城西大型公交集散地
之一，公交线路众多，便于业主公交换乘。

西城广场：城西最早成型的商业配套中
心。

2、班次设置。
首末班车发车时间：6：30--18：00（末班车

实际结束时间为 19：30），30分钟一班。周末增
加夜班车：从 19：30开始，2小时一班，直至
24：00

青枫墅园期盼大家积极参与，共同完善
社区配套，营造便利生活社区。 （青枫公司）

浅谈建筑工程质量管理

本报讯 7月 12日，名为“对话西岸”
的南北·西岸尊客品鉴会在省人民大会堂
盛大举行。各界嘉宾及意向客户 300余人，
济济一堂共同见证这一时刻。

此次品鉴会由台湾知名主持人曹启泰
先生主持。在曹启泰先生访谈形式的现场
主持下，杭州市城建设计院总建筑师杨书
林、原田华建筑景观创意咨询有限公司院长
/浙江大学建筑系教授赵华、原田华建筑景
观创意咨询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木村、形意内
建筑设计公司设计总监姚璐、中华数术研究
促进会发起人朱麒云、新南北集团总建筑师
虞谷音等嘉宾，纷纷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对
西岸的景观、规划、建筑、室内设计、户型等
进行全面剖析，展开深入的对话。

嘉宾访谈在热烈的气氛下告一段落。
一出诙谐生动的室内情景剧粉墨登场，钱

江都市频道《杭州佬》节目的康师傅等三名
演员共同演绎西岸一家三口的智能化生
活。情景剧通过对西岸四大科技系统，21项
技术应用部分功能的生动演绎，向客户真
实呈现西岸“270°双水岸科技生活”的人
居魅力。
接下来，品鉴会还进行了有奖问答和

抽奖活动，现场气氛越来越热烈，随着西岸
销售经理蒋秀文介绍本次开盘具体情况，
活动达到了高潮，蒋秀文说：“西岸首次开
盘房源为北面沿红旗河的 11#楼、17#楼，以
及东北角享受一线双水岸景观的 7#楼。本
期房源共 375户，主力户型为 79平方米的
两房以及 89平方米的两房小三房可变户
型。其中 11#楼、17#楼起价将低于 11000元
/平方米，均价约在 13000多元 /平方米，7#
楼的均价在 14000元 /平方米左右。开盘期

间还将推出一系列优惠措施。”
活动最后，活动主办方新南北集团安

排客户乘坐水上巴士游览运河，大家从武
林门码头出发，沿运河水路往北，沿途欣赏
西湖文化广场、运河魂雕塑、半道春红、富
义仓、御码头、拱宸桥、桥西历史街区、运河
LOFT文化公园、高家花园、北星公园的风
光，最终到达火热建设中的西岸现场。

南北·西岸此次品鉴会，展示了西岸
与众不同的优势。特有的 270°双水岸一
线景观，四大科技系统、21项技术应用，六
大主题情境空间，1000 余棵树木，公共部
位精装修等价值亮点，都大大提升了南
北·西岸的内在品质和价值，见证了新南
北集团对南北·西岸的投入和决心，得到
了业内人士的充分肯定，大大吸引了购房
客户的目光。 （文 /李静 摄 /方涛）

（以下根据现场实况整理）
曹启泰：我们今天第一道问题，请各位解释

一下。我看了整个西岸的设计，人家都说“仁者
乐山，智者乐水”，为什么会喜欢住在水边，有两
个水流在我们的身边，其中一条是京杭大运河，
能否先从数术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住在水
边到底有什么好处，对人文、生活、对自然精神
有什么好处？
朱麒云：这个问题要从多个角度回答。第一

个传统角度，我们在选择居住点、居住地的时候
会择水而居。实际上西岸这个板块是一个老城
区，虽然是离市中心远，但是在拱宸桥，是在县
府所在地。第二个拿缩小来看，刚才是大的板
块，小的板块我们把红旗河、京杭大运河，还有
两条马路分成方正形的板块，这是一个方正的
板块，很多楼盘的板块。如果板块是奇形怪状的
话，会对大家的生活、心智方面产生不是很好、
不是很吉祥的影响。一个方正的板块首先有一
个比较好的打分，地块的方正比较重要。我们这
里是有两支水的交汇，我们传统的数术以及风
水这块讲，交汇就称为水口，水口就类似于我们
周边的环境，而这个水口是我们风水产生吉利
效应一个很好的源头。

曹启泰：我是最合适住在这里，水口反过来
是“口水”，有了口水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主持
人。能否给我们说一下在原来的设计里面为什
么要靠近水边生活？在日本，住在河边是什么概
念？
木村（日本）：虽然我没有这几位先生专业，

简单来说，日本没有这么大的地方，水边居住的
概念也不能引申这么完美，没有国内这么多的
项目，这样的机会不太多。
曹启泰：我们基本看了一下西岸周边的大

环境，包括水系，请介绍一下具体的规划上有哪
些特色。首先有请原田华景观创意有限公司两
位设计师为我们做一下说明，有请！
赵华：我们可以看到南北·西岸主要的景观

特点是“一水、二亭、三廊、四池、五园”，这几个
字就把它整个的景点大部分的东西都概括在里
面，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大致的景观的分布图。我
们生活在运河边，我们享受一个现代都市的生
活，这里有两个点，一个是传统的东西怎么跟现
代的居住环境融合在一块，这个楼盘就是这样
去做的，刚才说的这些景大家都很熟悉。中国文
化里面很多亭、廊、池等等，包括梅、兰、柳都是
传统文化喜闻乐见的东西。
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设计的手法是非常现

代的，建筑设计也是一个现代和中国文化传统
江南文化的结合，毕竟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年
轻人居多，都崇尚时尚生活，你要在这个时尚生
活当中怎么丰富？就需要本土文化的融入，运河
文化有几个特点，一个是水，里面有雕塑、莲花
的成分，还有四个池，有泳池的池，还有儿童溪
水的池，还有一个亭子，其他的五个园都是小桥
流水、亭台楼阁，精巧的成分在里面。再一个运
河文化，说到底是一个市井的文化，很民俗化，
因为整个祖先，包括杭州运河边从小我就看到，
供应了生活很多必须东西，还有日常的起居饮
食都在这里。把这些市井文化，很亲和力的东西
也融入进去。比如说这里有很多儿童游戏的东
西，老年人对弈的东西，打太极拳等日常生活必
须的东西在里面，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打造南北·
西岸景观的主题。
曹启泰：我补充问木村一个问题，刚才赵华

说得很详细，现在你最想跟大家说的是哪一样？
木村：如果是住宅的部分，进了大门以后，

一进去那个地方有一片比较大的水景，觉得这
片水景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曹启泰：这个感觉很棒，经过的时候可以看

到一片水景。
（翻译：主持人不好意思，木村先生有一个

问题想问您？）
木村：请您猜一猜，或者想象一下，作为一

个设计师，他最希望的或者是最期望是一个什
么东西？
曹启泰：我猜一个设计师最期望的事情是

他设计出来的作品真的让人美好地生活，让人
可以在这里面美好地生活，并且满意。他点头
了，他完全听懂了。
木村：主持人您刚才说的这个观点当然是

没错的，但是我还想再阐述一个角度的想法。因
为这个项目是非常的出色，在运河的边上，并且
有 50米左右的绿化带，这是由政府来规划的一
个非常美丽的公园化的设计。因为这个项目周
围的环境非常好，所以这样可以把这个事情做
得更出色、更完美。

曹启泰：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天时地利人
和”。

接着请教下一题。我现在请教一下我们的
开发商，新南北集团非常努力要把西岸打造成
一个精致、高档的楼盘，我们从哪个方面来提升
楼盘的档次，要怎样做？同样的一块地、同样是
开发的理念，请姚璐先生发表一下想法。
姚璐：我们在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业

主给我们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下转 3版）

这个项目本身的地理优势放在那边，可能是整
个区域里面，离运河最近的楼盘。从景观和周
边的环境来说，在这个区块都是最佳的。我们
当时的压力也很大，因为业主提出这么高的要
求，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从两方面来讲。第一方面是在整个小区的
公共区域，像入户的门厅、电梯厅、标准层的走
道等等我们希望做一个非常有品质的方案。在
这个里面，是酒店的装修标准，其实在杭州很
多楼盘来说，这些公共部分都没有按照酒店的
标准来做，酒店的标准就是我们希望用到非常
好的材料，我们现在选择的材料是石材叫贝壳
米黄，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石料，还有楿木的实
木。从整体的风格来说，我们并没有去做那些
传统的方式，我们还是用非常现代的手法，用
名贵的材料来做这样一个公共的空间。

另外我们在做的一个方面，你们在售楼部
也可以看到，就是现场售楼部里面两套样板
房，因为前期的三个楼开出来基本上都是 90
方以下的小户型，我们在样板房里面想提供给
所有在座的客人一个“试验性”的家居布置方
式。因为在原有的建筑，建筑其实是一个框架，
给我们是一个框架，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有非
常多的“试验性”的布置方式。

曹启泰：我们一会儿会提到样板房，我们
到时候会进一步讨论一下。

请教一下虞谷音您对这个楼盘整个的规
划和理念？

虞谷音：南北·西岸是我们公司倾巨资打
造的一个高档楼盘，我们在这个楼盘里面做了
很多的“加法”。在楼书里面可以看到一个 21
项科技的应用，刚才杨老师已经介绍了精装修
一块，这也是我们其中一个很大的内容。我在
21项科技应用里面可以举几个例子，因为这么
多我都讲的话时间就很长了，我讲一下跟生活
相关的。

比如说 LOW-E玻璃，我们做过一个测
试，在玻璃窗的外面一个 200瓦的灯光照着，
这个 LOW-E玻璃是防紫外线，有非常好的隔
热效果，为了这个我们公司也增加了比较大的
投资，当时测算了一下要增加 400万的投资，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比如说太阳能 LED路灯，这个太

阳能 LED的路灯非常的昂贵，光效非常好，光
线很柔和，很节电，寿命也非常长，很人性化。

还有外墙饰面，我们采用了彩砂，这种材
料在日本市场占有率非常高，它的价格可以说
是普通材料两倍，它最大的优点是可“呼吸”的
材料，做到外墙上的时候，可以第一个阻止外
面的雨水渗进室内，同时让室内的湿气渗到室
外，是一个“呼吸”的材料，减少室内发霉的情
况。

还有一个是新风系统，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的窗细密性非常好，玻璃是很节能，在夏
天开空调的时候，门窗都是密闭性非常好的情
况下，你会希望有新鲜空气进来，所以我们必
须要有新风系统，可以保持 24小时的新鲜空
气。

曹启泰：她已经讲到很多了，就是自己对
自己的产品非常有想法，忍不住就介绍了。

虞谷音：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一个电子
围栏，如果有人想强行进来的时候，这个电子
围栏会自动报警。

曹启泰：这个的确提高了安全，因为最好
的家还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安全是最重要的。

虞谷音：最后一点，也是我们投入最大的
一项，就是智能家居系统，进到我们样板房参
观的人都会了解到。我们在智能化这块的投入
是上千万的，有些什么好处？比如说你在家里
发生了情况，你可以在办公室通过电脑屏幕上
看到你家里的情况。还有一个对老人特别好，
有一个应急按纽，如果家里老人摔倒了，应急
按纽一按马上报警，就会获得救援。

曹启泰：就像介绍自己的孩子，户型是大
家特别在意的，我们赶快请总建筑师为大家介
绍一下户型，介绍一下整体规划上的感受！先
请杨书林总建筑师介绍一下！

杨书林：户型是因为国六条的限制，就是
90方以下比较多。我们的设计是比较的紧凑，
你买的每一个平方米都是要紧凑、实用。第二
个感觉在 90方里面，也尽量做“小三房”，是为
了三口之家的需要。

功能设置方面非常的完备，跟 130方功能
上差不多。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花了一些心思。

第三个方面做户型设计的时候，适当考虑
留有余地，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一定的
改造，我想这点留给我们内建筑的来谈。

曹启泰：我们有请姚璐先生为我们说明怎
么样留下这个余地？

姚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售楼处
的样板房，现在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这
个样板房有两个风格，一个风格是整套全白
的，为什么做全白的？当时考虑也是针对年轻
的客群，比较容易接受时髦、新鲜的玩意，所以
我们在全白的风格里面做了一个植物的理念，
就是白的和绿色的植物来搭配，让整个紧凑型
的小户型能够有非常好勃勃生机，在这个里面
非常丰富，包括我们的书架是一个小小的书房
和餐厅，隔着书架可以对话，在餐厅也可以享
受到书架上的陈设品，在书房也可以很方便的
拿到书架上的书，整个空间没有被封闭死，对
紧凑型的小户型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设计
方案，当然我们还配了很多的植物、绿色的家
居，都是希望营造这样有趣味的空间。

另外一套其实当时很多客人在看到这个户
型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去用，因为它的客厅
在正中间，其实最后我们觉得这种空间其实有
这种空间的用法，而且用出来感到会非常有意
思，可以把中间的客厅变成一个盒子，这个盒
子其实是整个家里面的中心，我们处理的方法
是一种“聚”的方式，不是“放”。家里面的视觉
中心都往中间去，你会把过道的过程忽视掉
了，会变成一个活动的空间，我们会强调它，如
果我们去忽略它的话，它永远是存在的，反而
我们去强调它的时候，变成了另外一种感受。

从现场的反馈来说，很多人喜欢这套。因
为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这在以往
的生活经历当中可能没有过的，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的设计也是提供各种各样的不同，是“试
验性”的。

曹启泰：非常感谢我们在场的六位嘉宾，
我相信大家对整个西岸有一个非常完整的
轮廓。

曹启泰主持“对话西岸”———

南北·西岸尊客品鉴会盛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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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西岸”嘉宾访谈现场实录（上接 2版）

业内人士应该非常清楚，建筑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多
专业、多工种、多种材料及多个领域，简言之，建筑产品是多种资源
优化整合的结晶。因此要确保建筑产品的质量，它要求这支建设团
队上至领导下到每一位员工，要始终围绕工程质量的既定目标，坚
持质量第一的理念，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好每一道关，确保质
量目标的实现。

现就如何把好现场管理关，确保工程质量谈一些肤浅的看法。
所谓管理，就是要管、要理，我的理解：管就是监管、管教，理就

是梳理、理论。作为现场管理者，首先是监管。对每一个分部分项或
专项施工，承包商应该先提供施工方案，报监理及业主审核，审核
施工方案是否可靠、合理，监理是否审核同意，符合要求后检查是
否向项目班子进行方案交底，针对这一点千万不能流于形式，走过
场，必须要监督落实到位，方可展开工程施工；对于深基坑开挖方
案、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方案必须召开专项方案论证会，根据论证会
明确的要求，承包商方可进行工程施工。在工程现场检查过程中，
作为工程主管，不但要能发现问题，更要对出现的问题能教他们怎
么去改，要教他们怎么去做，要监督确保工程质量的施工方案的严
格执行。

梳理就是针对现场工种之间、专业之间或总分包之间等出现
的矛盾，或甲供材料供应出现问题等等，进行梳理协调。要根据项
目的既定目标，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进行协调处理，决不能
以牺牲质量或降低质量标准来求得各方的平衡；若专业之间、工种
之间相互不配合、不协作造成质量缺陷，或影响工期，作为现场主
管有责任及权利召集相关各方进行现场协调会，与相关各方理论
理论，提出如何确保工程质量的措施及实施方案，对不服从并造成
质量缺陷或影响工期者可采取严厉的处罚，即以工程合同为依据，
提出索赔，并将索赔内容及数量报相关部门执行。

作为现场管理，我们的管理者也要练好内功，这是非常重要
的。怎样才算是练好内功，我认为首先是要熟读图纸，在进行工地
检查之前，自身必须掌握设计的意图及要求，熟悉构造做法，明白
设计选用的材料、规格等，学习并掌握要检查部位的验收依据及验
收标准，在现场提出的意见、发出的口头指令都要有根有据，而且
对发出的指令承包商必须不打折扣的执行。

其次的内功是体现在“跑”上，作为一个现场管理者，要勤于
跑，即对关键部位，关键节点，要亲自跑到现场检查，通过自己的亲
眼目睹，确认符合设计、符合规范了，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只有这样把握好了每个分部分项的质量，最终才能控制工程现场
的质量。

第三点就是把好材料的源头关，进入工地的原材料、成品、半
成品等，现场主管必须亲自核验抽查，确认是否符合采购合同要
求，是否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对不符合要求的一律退货，决不留
任何情面，否则源头没把好，不可能有后面的好质量。

●朱宇光

① 在曹启泰的提问下，6 位嘉

宾娓娓道来，共话西岸精彩。

② 新南北集团总裁陈烟土亲临

现场，并为在场客户抽奖。

③ 品鉴会现场气氛愉快、轻松

而又热烈，有多家媒体现场直播。

④ 时尚、前卫的街舞男孩为品

鉴会助兴。

⑤ 钱江都市频道《杭州佬》节目

的康师傅和两位演员一起，用小品的

形式演绎西岸智能家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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