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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10至 12日，集团公司
在临安青山湖召开 2008年半年度工作会
议。集团公司各部室主管及以上人员、所
属公司各部室负责人及以上人员共 100
余人与会。会议议程及相关活动有：与会
者听取并讨论集团公司半年度工作报告；
举行为期一天的“高效团队建设与管理”
专题培训；举办“团队合作与建设”专题论
坛；听取集团公司陈烟土总裁的总结发言
等。整个会议及活动由集团公司副总裁程
国梁、总会计师李宝璞、总建筑师虞谷音
分别主持。

工作报告传达集团各项工作思路

8月 10日下午，集团公司执行总裁许
尚志在会上作了题为“认清形势，坚定信
心，力争全面完成全年工作目标”的半年
度工作报告。报告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对
今年上半年的主要工作进行了回顾，客观
真实地总结了上半年全集团的项目开发
建设、销售、成本管理、企业管理及形象塑
造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情况；将上半年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地剖析；对
取得的有益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提炼；从战
略战术的高度对下半年工作思路作了阐
述和具体部署。（具体见 2版 2008年半年
度工作报告解读）
听取半年度工作报告后，与会人员分

为四组（宜昌公司、苍南公司、建德含桐
庐公司、青枫公司为第一组，由青枫公司
总经理金韧召集；蚌埠公司、欣北公司、
杭州南北公司、矿业公司为第二组，由蚌
埠公司总经理周东召集；集团公司各部
室为第三组，由招标采供部经理曹平召
集；物管公司及建德、富阳、蚌埠物管公
司为第四组，由物管公司总经理何斌召
集）对工作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四个小
组成员都认为报告的工作总结是客观真
实的，对工作的部署是科学而有针对性
的，全面传达了集团公司的各项工作思
路。在分组讨论中，大家也结合各自本职
工作，联系所在部室或所属公司的实际
情况，就当前工作遇到的问题，各抒己见
表达自己的看法，提出了更多更具体的
意见和建议。各小组召集人将小组讨论
情况进行总结和归纳，并于 8 月 12 日下
午向大会作了汇报。

培训和论坛凸现“团队”意识

8月 11日，会议专门安排一天的时间举
行“高效团队建设与管理”的专项培训会，由
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张锡民主讲。在培训过程
中，张教授通过大量的具体案例、有启发意
义的趣味小游戏和听众互动，将高效团队建
设与管理的理论知识在互动中灌输给大家，

使参会人员从中深受启发，受益匪浅。
8月 12日下午，会议专门举办了“团队

合作与建设”专题论坛。欣北公司总经理余
樟松、杭州南北总经理蒋可扬、集团公司工
程管理中心经理张忠华、销售总监马奕林、
成本管理部主管朱笑等五人，在论坛上发
言，谈了自己对“团队合作与建设”的理解，
并提出了自己独有的加强团队合作与建设
的想法。

这次培训和论坛主题内容都与“团队建
设”相关，凸现了新南北集团提升团队执行
力，打造一支高效团队的意识，也是对全体
新南北员工“团队”意识的一次激发和促进。

陈烟土总裁讲话
重点是“销售、品牌、团队”

8月 12日下午，陈烟土总裁在会议最后
阶段作了总结发言。陈总在发言中对当前的
销售形势和策略、公司的品牌建设、团队建
设三方面内容作了阐述。

在谈到新南北的品牌建设时，陈总说:
现在各行各业品牌的优势是众所周知，显而
易见的。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品牌建设，建立
品质体系，进一步提高产品品质，逐步树立
起我们的品牌。我们已经制定了很多流程、
制度和体系，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要
注意一手抓制度流程建设，另一手要抓检查
落实。我们要统一思想，每个员工，每个部门
都要有追求卓越的理念，做事就要尽力把它

做到最好。楼盘开发从设计开始，每个公共
部位、每个细节，我们都要认真去做。要从细
节入手，比如材料采供，配电箱等外立面的
采供要更漂亮点，没有品牌的产品原则上不
要考虑，采购材料首先要考虑品质，其次才
是考虑性价比。同时还要在提高专业化方面
下功夫，如果没有专业化水平，就根本无法
去追求卓越。

在谈到团队建设时，陈总说：我们的团
队建设总体上是好的，我在这里提团队建
设，就是想从更高的目标来要求。对于团队
建设，陈总提出了几点想法与大家交流：首
先是要求员工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变“要我
做”为“我要做”，从而达到快乐工作的境界；
其次要处理好得与失的关系，有得必有失，
有失必有得，这是个辩证的关系，就能想通
很多问题，处理好工作与家庭、同事之间的
关系；再次要打造一支学习型团队，学无止
境，学习不仅是专业知识的学习，还有沟通
能力等各方面能力提升；最后是学会包容，
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学会包容别人的短
处，取长补短，和谐共处。同时，陈总也一针
见血地指出了当前公司在团队建设上客观
存在的一些问题，并要求大家引起注意。

最后，大会主持人李宝璞要求与会者会
后要对半年度工作报告、陈烟土总裁的总结
发言等进行传达，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并对
照下半年工作重点思路，做好自身工作，努
力实现全年工作目标任务。

（文 /摄 方涛 ）

集团公司 2008年半年度
工作会议在临安召开

副市长佟桂莉视察
钱江国际广场项目
本报讯 8 月 1 日，杭州市副市

长佟桂莉在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
陪同下，前往钱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考察工作。期间，佟副市长一行特
意赶到钱江国际广场项目现场，饶
有兴致地了解项目具体情况及目
前工程进展。集团总裁陈烟土、欣
北公司总经理余樟松等在工地现
场迎接佟副市长一行。陈烟土总裁
向佟副市长介绍了钱江国际广场
项目概况，佟副市长表示相信该项
目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为钱江经
济开发区的发展做出贡献。

（文 /摄 方涛 ）

在通讯宣传工作座谈交流会上
陈烟土总裁提出三点殷切希望
本报讯 8月 10日，集团公司利用

半年度会议的机会，召集部分通讯员及
相关人员共 10余人座谈，共同探讨通
讯宣传工作的经验和思路，集团公司总
裁陈烟土到会听取意见。座谈中，集团
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格通报了通讯宣传
工作的基本情况，大家各抒己见，纷纷
发表意见和建议。

听完大家发言后，陈总发表了讲
话，他首先对通讯宣传工作成果和大
家的努力给予了肯定。他说我们目前
的宣传载体有企业报、网站、《情况通
报》、《工程质量管理通报》、《物管通
讯》，它们各自定位不同，分别起到了
对内对外的宣传作用，很大程度上促
进了企业形象的提升，是大家共同努
力的结果。在谈到如何提高通讯报道
水平时，陈总提出了三点殷切希望：第
一，对写作感兴趣的员工，可以把写通
讯报道当作一项业余爱好，这样会获
得更多的乐趣，创造更多的灵感，从而
使自己的业余爱好得到更好的发挥；
第二，对写作兴趣不大的员工，可以把
写通讯报道当作一项工作能力来培
养。能说会写是一种工作能力的体现，
也可以说是现代人应该具备的一项基
本素质。有时候很多工作是枯燥乏味
的，但怎么样把枯燥的工作变成有趣
的工作，是对员工自我的考验。因此，
在写作上有欠缺的员工，应该把积极
参与通讯报道工作当成培养提高自我
能力的一个途径，这样做起来动力就
足了；第三，做好通讯报道工作，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有新闻敏感度。可
能有些部门，有些时间段的确没有太
多事情好写，在这种情况下，一是要通
讯员增强敏感度，积极去观察，去发掘
素材。二是我们的编辑人员要去积极
引导，发现好的素材，与通讯员联系一
起来写，让更多的员工参与到这项工
作中来。 （方涛）

源于自己对军人的热爱，我在看《士兵
突击》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很用心，被片中刻
画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所深深打动。就我个
人观点，这确实是近几年来拍得最好的国
产电视剧之一，它讲述了一个普通战士“许
三多”的成长故事，这个小战士的成长承载
了太多的辛酸与泪水，他用自己的尊严、信
念、执着、真诚来感动身边的每一位战友，
在英雄连队和老班长“不抛弃，不放弃”精
神的感召和熏陶下，由最初的一个拖后腿
的兵变成一个全军战士终级梦想的“兵
王”。
“不抛弃，不放弃”是英雄连队钢七连

的坚定信念，也就是这个团队的核心文化。
高老七连长看着史今班长说：“你是我最好
的班长。”他说对了，在全剧中，史今班长作
为连队中的一个基层管理干部，最好的执
行和诠释了这个团队不抛弃、不放弃的文
化。许三多刚到钢七连时，包括连长在内的
全连人都不看好，只有史班长，不抛弃，不
放弃，才让许三多最终能够融入到团队中。

许三多，作为一名高绩效“员工”，更是
对这个文化做出了更好的诠释。他所取得
的一切成绩，受益于这个文化。他一点点的
进步，都因为他非常好地秉承了这个文化，
执行了这个文化。

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反面典型。很容易
的，我们找到了———成才。同样作为一个高
绩效“员工”，成才漠视钢七连的这个信念，
他甚至在别人问到的时候想不起七连的这
个信念。于是，他抛弃了这个集体。

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和服务者，我
不禁由《士兵突击》联想到自己企业的文化
建设。

我们企业的文化需要一个传播者。准
确地说，企业中的每一名员工都应该成为
企业文化的传播者。但是，企业的高层管理
者更适合、更应该承担这个角色。企业文
化，首先应铭刻在高层管理者的脑子里，高
层管理者应该深信不疑，身体力行。所以，
企业文化应该让高层管理者先适应。

中层管理干部是企业文化最好的执行
者。中层管理干部，现在大家习惯叫做一线
经理、项目经理或服务中心经理，应该首先
是合格的文化认同者。他们应该是企业文
化传播跟执行的主力军。同时，我认为，通
常情况下，一线经理相比一般员工对于企
业更为重要。鉴于此，中层管理干部对企业
文化的认同是多么的重要。让他们认同，让

他们去执行。然后，他们就会去传播。
现在我再来谈谈高绩效员工，或者说

叫做核心员工。留住核心员工最有效的方
式是什么？不仅是物质层次的满足、不仅
是精神层次自我实现的激励，企业文化的
认同也是很好的方式。所以，许三多能够
留下并且取得更大的成绩，而成才选择了
抛弃。

“钢七连”是个理想的团队。这里的大
多数成员，秉承这样的文化，才称之为英雄
连队。而企业的每位成员，能够秉承同样
的、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文化，将是一个理想
的企业。

为了这个理想的企业，我们已经“在路
上”，让我们一起努力！

（物管公司 何斌）

本期“南北文艺”栏目，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名物管公司员工撰写的文章和一名宜昌公司
女员工的手工作品。

这些可爱的小玩意分别是：南瓜盒、
美女小熊、四不像、鼠宝宝，都是由宜昌
公司销售部员工许秀红，在业余时间自
己设计、选材、并完全手工制作的。
据她介绍，这个南瓜盒，是一个小小

的储物盒，可以用来放小东西。南瓜盒表
面用的是零布头，内衬用的是月饼盒的
内衬，再在里面填充真空棉，可谓变废为
宝啊。
美女小熊、四不像、鼠宝宝都是利用

家中的一些绒布、甚至妈妈准备做鞋垫
的废布头，参照自己设计绘制的简单图
纸，进行裁剪后完全手工缝制的，可以用
来给女儿做小玩偶。其中四不像，本来是

打算做成一个小兔子的，结果弄来弄去
弄成了一个四不像。

编后：以前出版的企业报“南北文
艺”栏目，也陆续刊登过新南北员工的文
艺作品，有规划发展部张莹的模型设计
制作，资金计划部张希的摄影作品，还有
物管公司的陈强、韦的等人的文章和诗
歌等，体现了他们的才艺和文采。

业余时间，大家各有各的爱好，各有
各的特长，不管是小制作、小文章、书法、
绘画、纂刻还是摄影等等，我们都期待着
你用图片与文字的形式，在“南北文艺”
栏目里与大家分享。

月份，以下同仁将度过自
己的生日，本报在此祝福他们生
日快乐！
集团公司：严冰、江江、胡勤

民、付成峰、李佳晔
青枫公司：周松林、刘太军、

郎刚、朱敏芳、张晓南、陈英、胡仲
卿
宜昌公司：张建国、冯万明、

韩宇文、熊超
欣北公司：戴晓强、杨轶雯
杭州南北：何燕、陈晓清
建德公司：陈潮寿、洪波
苍南公司：黄武有、蔡亮
物管公司：赵正海、王晓锁、

林峰琴

祝福

积极配合办公室
做好财产物资清查工作

本报讯 为有效贯彻浙新南北综 [2005]31号
文件《关于开展新南北集团公司财产物资清理、
盘点、核实的通知》的规定和精神，积极开展财产
物资清查工作，集团公司财务部已于近日将公司
本级（新南北公司、盛德公司、汇丰公司）所有财
产物资明细帐进行整理和核对，并将配合办公
室，对照各部室自查后上报的《新南北集团财产
物资盘点表》逐步开展核查工作，希望各部门大
力支持配合。

（吴珂蓝）

南北天城荣获
“2008年宜昌优秀住宅小区”称号

本报讯 近日，在“2008年宜昌优秀住宅小
区”的评选中，南北天城荣获该项荣誉称号。南北
天城自开盘入住以来，不断改善小区硬软环境，让
业主在居家之外享受到碧水蓝天，鸟语花香，在嘈
杂的都市氛围中享受到难得的宁静。同时，为创建
和谐小区，形成浓郁的社区文化，促进邻里和谐，
小区不断加强绿化、丰富景观、扩大广场、休息场
地等活动空间建设，健全幼儿园、运动场、游泳池
等配套设施。现在每当夜幕降临时分，小区的孩子
们都会集中在中心广场和鱼池边玩耍，大人们则
在健身器材上健身，长凳上纳凉，相互拉拉家常，
彼此之间由陌生到相识，成了好朋友。小朋友有了
一个安全快乐的成长环境，大人们也有了一个相
互认识和交往的平台。 （江雅莉）

加强品质检查
促进商品房销售

本报讯 根据集团公司半年度会议陈烟土总
裁提出的提高品质建设的要求，建德公司努力查
找自身不足，于 8月 21日组织工程部、销售部、物
管公司、施工单位一同对水韵天城未出售的商品
房进行了全面的质量检查，对发现的质量问题做
了详细记录，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整修方案，同
时落实了维修责任单位、维修责任人及完成时间，
努力提高未销售商品房的品质，为促进剩余商品
房销售做好服务工作。 （杨欣荣）

杭州南北传达集团
半年度会议精神

本报讯 8月 14日下午，杭州南北公司召开
全体员工会议，学习集团公司半年度工作会议精
神。会上，大家学习了集团公司半年度会议工作报
告，探讨了建设高效团队与管理工作思路。蒋可扬
总经理对下半年工作思路提出三点意见：一、狠抓
销售。开展全员销售的计划，在原来的基础上，根
据实际情况作出了调整，实施奖惩措施，力争完成
全年销售任务；二、走品牌道路。走专业化、精细化
道路，狠抓工程质量，努力提升产品品质，提升公
司品牌。三、加强团队建设与管理。办公室组织安
排有针对性的讨论会，加强员工之间的有效沟通，
提高团队的凝聚力，打造一支高效团队。

（王 慧）

利用半年度会议闲暇
时间，平日难得相聚的省内
外新南北员工，一起畅游临
安太湖源风景区，增进了相
互了解与情谊，进一步提高
了各地新南北人的凝聚力。

我们已经在路上……
——— 从《士兵突击》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考

简讯

·好书好文·

有个年轻人去微软公司应聘，而该公
司并没有刊登过招聘广告。见总经理疑惑
不解，年轻人用不太娴熟的英语解释说自
己是碰巧路过这里，就贸然进来了。总经
理感觉很新鲜，破例让他一试。面试的结
果出人意料，年轻人表现糟糕。他对总经
理的解释是事先没有准备，总经理以为他
不过是找个托词下台阶，就随口应道：“等
你准备好了再来试吧”。

一周后，年轻人再次走进微软公司的
大门，这次他依然没有成功。但比起第一
次，他的表现要好得多。而总经理给他的
回答仍然同上次一样：“等你准备好了再
来试。”就这样，这个年轻人先后 5次踏进
微软公司的大门，最终被公司录用，成为
公司的重点培养对象。
温馨提示：什么东西比石头还硬，或

比水还软？然而软水却能穿透硬石，坚持
不懈而已。也许，我们的人生旅途上沼泽
遍布，荆棘丛生；也许我们追求的风景总
是山重水复，不见柳暗花明；也许，我们前
行的步履总是沉重、蹒跚；也许，我们需要
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才能找寻到光
明；也许，我们虔诚的信念会被世俗的尘
雾缠绕，而不能自由翱翔；也许，我们高贵
的灵魂暂时在现实中找不到寄放的净土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以勇敢者的
气魄，坚定而自信地对自己说一声“再试
一次！”

再试一次，你就有可能达到成功的彼
岸！

再试一次

我们一起向着目标出发

来自宜昌公司的帅哥美女

是同事、是团队、是“家人”

与会人员听取许尚志执行总裁的报告

培训会上，大家认真聆听老师的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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