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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奇市长视察钱江国际广场
本报讯 2009 年 6 月 9 号，杭州市长蔡奇在市
委常委、余杭区委书记朱金坤，副市长佟桂莉等陪
同下，到钱江经济开发区视察，并走访钱江国际广
场等开发区重点项目。蔡市长专门向集团公司总裁
陈烟土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并对该项目寄予厚望，
希望建成后能为钱江经济开发区做好商务办公、购
物、
酒店等配套服务。
相关链接：欣北·钱江国际广场位于杭州钱江
经济开发区（又名钱江科技城）内，兴元路与顺风路
西南交叉口，总占地 64 亩，总建筑面积约为 22 万
㎡，是集酒店、商业、办公、社交和居住等于一体的
杭州北部城市综合体。目前，项目一期开发面积为
9.6 万㎡，集酒店式商务行政公馆、全生活商业广
场、
会议中心、VIP 商务俱乐部等功能于一体。其全
生活商业广场由商业综合体、下沉广场和近百米风
情商业街组成，以休闲娱乐消费为核心，涵盖购物、
餐饮、商务、文化、旅游等功能。
项目得到杭州市委、市政府、钱江经济开发区
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
（方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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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9 月 16 日，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
书记王国平，在市委常委、秘书长许勤华，市委常
委、余杭区委书记朱金坤，市委常委、副市长沈坚
等领导陪同下，
实地考察了钱江国际广场项目。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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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钱江国际广
场项目现场视察，并表示相信该项目一定会取
得圆满成功，
为钱江开发区的发展做出贡献。

2009 年 3 月 26 日，
市政府副
秘书长、钱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主任许保金亲自出席钱江国际广
场项目推介会，
并发表致词。

明白合同的这层利害关系，公司上下所
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积极深入，
市场经济条件的日益成熟和完善，合同作为 有员工，特别是所属公司和部室负责人，就
法制建设的载体，信用经济的保证，已越来 有更大的责任去加强经济合同的管理，并把
本报讯 继首批房源亲水·坡地排 该组团位于项目 A 区西北端，地势居高
其提高到自身工作重要的位置，增强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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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来说，
合同特别是经济合同，更 合同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为此，我们必须要
全部售罄之后，一期 B1 区三幢观景高 城市新睿阶层度身定造，
仅 55 套。此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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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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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提高合同意识，
积极维护企业合法
方 的 精 致 二 房 、137 方 的 舒 适 三 房 。 即可交房。245㎡双层大户型,是成功人
经营管理活动过程中，
都与经济合同有着千丝 权益。要按照公司新制度的要求，
对每一项经济
20#、28# 楼一经推出即基本售磬，29# 士必备的极致身份徽章，奢享 5.9 米双
尽可能地签订书面经济合同，
并按照规范
万缕的关系，
也正是由于经济合同在企业中的 活动，
楼作为之后的加推产品，当日也成交 层空间、一梯一户、多露台、全智能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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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等，皆显名门大户毕生典藏的雍容
积极维护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
具体到公司来说，要把好合同关，就必 规范的前提下，
另悉，青枫墅园 7 月还将推出极其 气度。绝版与限量的双重尊荣待您入
二是要提高合同管理人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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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加强对经济合同的管理，而公司在前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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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管理人员除要按新制度的规定要求做
采取了相应的控制措施，从而促进了公司的 素质，
平稳运行。但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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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展示了这三大精品
消极现象的发生。
同的管理，也将会进一步的增强。只有对经 理、
楼盘的独特魅力，同
只要全体员工上下共同努力，严格按照
济合同加强了管理，我们才能牢牢掌控企业
时也是新南北实力与品牌的一次呈现。 的钱江国际广场也赚足人气。楼盘展示 的生命线，因为现实经济社会中诸多的例子 新制度的要求，认认真真地加强对经济合同
人居展四天里，前来新南北展示区 台前几乎时时都挤满了人，咨询楼盘详 告诉我们，经济合同管理工作搞不好，企业 的管理，把好合同关，就能从最大程度上切
参观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对位于 细情况,不时有客户缴纳定金，几天时间 运营就会隐含巨大风险，而早前几年公司现 实保障企业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失，最终把企
文一西路大城西板块的青枫墅园，位于 里预定房源超过 50 套，可以说新南北 实经历的合同纠纷事件，至今还能让人感到 业的生命线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拱宸桥板块的南北·西岸两个新楼盘给 旗下楼盘在此次人居展博得了满堂彩。 有一种让人挥之不去的阴影和切肤痛感。
（本报评论员）
（方 涛）
予了极大的关注，位于钱江经济开发区

新南北楼盘人居展广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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