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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烟土总裁入选市非公经济人士

“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本报讯 近日，第三届（2006-2007 年
度）杭州市 非公有 制经济 人士“优 秀社 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名单，由杭州市委、市政
府向全社会公布，新南北投资置业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陈烟土光荣上榜。本次入选的

陈烟土总裁在销
售专题会议上强调

准确把握形势
坚定必胜信心
本报讯 10 月 27 日，集团公司召
开销售专题会议，
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
执行总裁许尚志、
总会计师李宝璞、总建
筑师虞谷音及销售部、资产经营部、资金
计划部和办公室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与会人员首先学习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关
于房地产行业的最新政策，随后分别听
取了销售部和资产经营部关于销售工作
和资产盘活工作的汇报。
会议最后，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作
了重要讲话，陈总在讲话中分析了国际
国内的经济形势和楼市发展趋势，回顾
了前阶段公司的销售政策和措施，并对
今后的销售工作做了要求和部署。陈总
说：
当前，
房地产行业发展进入一个调整
期，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出台一些新的
措施，
以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大家要
准确把握当前房地产形势, 保持一颗必
胜的信心,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现下
一阶段销售目标。为此，
我们全体员工特
别是销售部的员工要树立信心、群策群
力、
知难而上、
共同努力。
会后，各部室和所属公司对陈总讲
话内容进行了传阅和学习，并着手将会
议指示精神落到实处。
（麻 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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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集团下属的杭
州新南北物业管理公司是一
家具有国家二级资质的物管
企业，多年来以优质的服务
质量和先进的管理技术赢得
业主的信任，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声誉。近日，
物管公司被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选定为管
理工程系物业管理专业实训
基地。
11 月 12 日，物管公司与
杭职院管理工程系校企合
作启动仪式，在杭职院第二
教学楼举行，物管公司与杭
职院工程管理系互换授牌。
物管公司领导及相关部门
负 责 人 ，杭 职 院 院 、系 相 关
领导、老师及部分物业管理专业的学生也一
同参加仪式。
（方 涛）

相关活动详情见 4 版

全市共 80 名企业家，都是经推荐评审和
综合评 价，由市 委、市政 府决定 通报 表彰
的。
11 月 21 日，杭州市委、市政府在杭州
大剧院召开全市民营经济大会，陈烟土总裁

格
涛
斐

和其他入选者一起接受隆重表彰。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主任王国平，市委
副书记、市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
书记王金财主持大会。
(方 涛)

新南北旗下三大项目

亮相省十五届房博会

本报讯 由省建
设厅主办，省房地产
业协会、省房地产估
价师 与 经纪 人 协 会、
市建设委员会、市房
产管理局协办的“浙
江省第十五届房地产
博览会”于 2008 年 10
月 17 日至 20 日在杭
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
及浙江世界贸易中心
成功举行。
新南北旗下三大
项目南北·西岸、青枫
墅园、钱江国际广场，
齐齐亮相此次房博会浙江世界贸易中心一期 制学校卖鱼桥小学而备受瞩目。
二楼展馆。

·南北言论·

“善举”多多益善
“善举”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帮助他
人，回报社会，企业努力为消费者提供
优质产品和服务，职工弘扬主人翁精
神，为单位排忧解难，大力创造效益等
等都属于
“善举”
的范畴。
经常关注《新南北报》、集团网站等
宣传载体的人，或许都有一种感触，新
南北的“善举”可真不少。的确，新南北
无论是以公司名义所做的，还是员工个
人所为的各种“善举”是很多，并且在不
断持续。
大到公司为汶川大地震募集善款
数十万元、在杭州师范大学建立 80 万
元的公益基金、
经常性地为社会公益机
构捐款捐物（去年底一次就捐助拱墅区
慈善总会 10 万元）、炎夏时节为杭州消
防官兵送去清凉饮品、物管公司为杭职
院提供学生实训基地等。小到新南北职
工尤其是一线的物管职工拾金不昧（最
高的曾经拾到 20 万元现金 后物 归原
主），和见义勇为（曾协助公安机关抓获
在逃嫌犯）等等。
以上这些都是看得到的有形的“善
举”
，其实还有一些无形的 “善举”，比
如大的方面有：新南北作为房产开发
商，在设计理念上力求创新，在工程建
设上严把质量关，努力为业主建造最好
的房产品；我们的物管公司不断地提高
服务品质，以便让业主享受到高品质的
生活；小的方面有：我们的员工充分发
挥主人翁精神，
积极主动为公司建言献
策，以实际行动为公司排忧解难，在日
常工作中力争把本职工作做到最好等
等。这些有形无形的
“善举”
不断见诸报
端和网络。
这些或由公司出资完成，或由广大
员工自发去做的，并且在持续进行的
“善举”正说明，新南北是一个优秀的集
体，我们的企业是一个有高度社会责任
感的企业，知道饮水思源，要回报社会，
回报业主；我们的职工是善良友爱的，
爱自己所服务的公司，爱身边的同胞，
积极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有益作用。
新南北是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下成
长起来的，我们每一名职工也都是受益
于公司，受益于整个社会，我们应该力
所能及地作出自己的回报。
“善举”正是
回报的一种最直接的方式，相信我们每
一个人只要心怀感恩，做“善举”的人数
和次数将会越来越多，社会也会变得越
来越美好，
可谓“善举”
多多益善。
（方 涛）

青枫墅园无差价销售 开辟选房新途径

南北·西岸二期房源倍受瞩目
此次房博会，
南北·西岸二期房源首次亮
相，
同时排屋组团也与广大客户见面，由于近
期利好频频，受到广大购房者的关注。
西岸二期 88-137 平方米户型，方正通
透，
布局合理，
空间利用率高。
西岸 6 栋 30 套亲水联体排屋——
—宸园，
面积在 203 平方米 -298 平方米之间。既坐拥
市区成熟生活配套，又能享受别墅级宽居大
宅的隐世清幽。东侧沿运河景观公园一字排
开。开阔空间、户户见河。
南北·西岸联体排屋有双层地下室、内庭
院、户内电梯（东边套）、屋顶河景露台等设
计，
赠送面积高达 155-230 平方米。还配置有
四大科技系统，
LOW-E 玻璃、指纹锁、智能家
电控制、地源热泵等 21 项技术应用。其中地
源热泵可以实现中央空调、
地板采暖、全天热
水的三大功能，并具有显著的节能、环保的作
用。
南北·西岸南侧规划的运河旅游集散中
心，
作为大河造船厂运河国际旅游综合体，占
地约 13.4 公顷，规划集购物休闲、高档酒店、
文化娱乐、运河旅游、民国老建筑保护、现代
节能环保建筑、工业遗产保护、创意 LOFT 于
一体，体现旅游综合体的现代风格。09 年国
庆杭州市政府将第四次推出新运河，届时旅
游集散中心综合体一期工程将建成开放。
由于购房入户政策的推出，南北·西岸也
由于周边拥有优秀的教育资源——
—九年一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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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房博会青枫墅园展厅位于世贸二
楼，乘电梯直上入口就能看见青枫墅园独特
广告——
—两个大大易拉宝，上面写着“这样好
吗！”。在房地产广告出现审美疲劳的现在，
突
然出现如此直接，如此有创意的广告语确实
非常吸引眼球。
房博会现场，青枫房产营销经理王峰告
诉我们，青枫墅园主要由排屋、花园洋房、空
中别墅和观景公寓四种物业类型组成，市场
上很难找到同物业类型的项目，因为青枫墅
园涵盖了市场上几乎全部的物业类型。这一
特性让青枫墅园客户覆盖面非常的宽广。王
峰向我们介绍，青枫墅园在排屋中加入了先
进的地源热泵系统，
更有数码智能家居系统。
某种意义上，
住宅已经不是单纯的居住要求，
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品质的提
升。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房博会，青枫墅园推
出一栋观景公寓无差价销售房源。统一价在
5000~6000 元 /㎡。这些房源户型约 140㎡左
右。其中有部分顶层房源面积稍大，
约 200 多
㎡。在现场有很多购房者对青枫墅园推出无
差价购房活动青睐不已，很多早早的下了订
单。在现如今观望气氛浓厚的房地产市场，
青
枫墅园获得消费者如此青睐，
实属不易。
位于钱江经济开发区的钱江国际广场项
目属于城市综合体，尚未开盘，本次房博会重
在项目展示，积累潜在客户，也受到广泛关
注。
（本报综合报道）

集团对物管楼盘
进行内部检查
本报讯 10 月 16 日至 17 日连续
二天，集团公司办公室组织物业管理服
务内部检查小组共 10 人，对新南北物
管公司管辖下的“新青年广场、盛德欣
苑、盛德嘉苑、南北商务港、兰韵天城”
等五个楼盘的物业管理服务情况进行
了内部检查。
检查小组根据预先设定的表格内
容，从“基本管理”
、
“ 房屋管理”等十四
个方面，对各楼盘的物业管理服务情况
进行了全面检查，并作了仔细的文字记
录，有的地方还摄取了影像资料。检查
小组随后将检查结果进行了全面汇总，
并进行了分析提炼，形成了分类别的详
细检查报告。10 月底，检查小组向物管
公司管理层详细通报了检查结果，并对
物管公司提出了要求和建议。
这次检查是集团公司内部的一次
自我检查，也是监督的一种形式，目的
在于督促各管理处提高自己的物管服
务水平。
（通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