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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南北人”栏目，自创办以
来，已经陆续推出多位表现优秀的员
工，展现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宣扬了他
们的勤业、敬业、奉献精神，树立了榜
样的力量，感染和带动更多的人见贤
思齐，促进整体合力的提高。

本期为集团公司招标采供部副经
理张松琴访谈录。

《新南北报》：请简单介绍下您的
工作经历。

张松琴：我做过的事情比较多，一
线操作工、经理、自由职业都干过，还
做过专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国营、外
资、私营、股份制等各种性质的企业都
呆过。2003年 7月份到新南北工作，做
过办公室工作，后来一直在招标采供
部任职。
《新南北报》：您现在招标采供部

具体负责哪部分工作？
张松琴：现在工作职责是材料、设

备的招标和采供。我们的工作，大家开
玩笑说是“民间的公安局经侦科”，接
到一项任务就是接到一个案子，不断
地对材料设备质量以及真实价格进行
调查取证。
《新南北报》：招标采供工作几年

做下来，形成了怎样的心态和作风，有
什么感触？

张松琴：心态上我觉得平平淡淡
才是最真，最正常的，无论是同事之间
还是与客户之间都是这样。

工作作风上，就是严格按照公司
《管理手册》的制度规定办事，把握住
市场当时当地真实价格的这一底线，
以不变应万变，才会有工作的主动权，
不会被浮云遮望眼。

工作中得到了公司领导的指导和
支持，得到了其他部门和同事的配合，
有做得还好的地方也有不足的地方，

但下面两个原则是必须
坚守的。

一、每笔签证有实
据，忠于职守遵循制度。
始终以公司采供管理制
度为依据，以“货比三
家”，同等价格比质量，
同等质量比价格，不论
采供物品的价值大小，
数量多少，都遵循这个原则。

二、守住底线，维护公司利益。工
作中，我们与施工方、装修公司等的价
格之争，可谓是花样百出，一不小心就
会被“忽悠”，我只守住职责赋予我的
底线，以公司利益为终极目的，以不变
应万变。我只管真实合理的市场价格，
种种要加价的理由我都不管，你买不
到我可以给你买到，你要求当面对质，
我陪你去。想要照顾，想要特殊的，我
都会忠告他们，请别在我身上打主意。

工作的感触是：招标采供工作是
一个可以发财的美差，也是一个可以
断人财路也断己财路的岗位，我选择
的是后者，为的是良心上的轻松，也是
为了对得起公司的信任。
《新南北报》：您的工作性质相对

比较特殊，如何处理好和业务单位的
关系？

张松琴：唯一正确的途径是坚持
“三公”公开、公平、公正，“三家”货比
三家，坚持材料设备的性价比，不掺杂
从中捞点好处的私欲，这样，来投标的
不会对采供部有发自内心的不满，会
感到生意不成友情在，机遇在。

对任何业务单位一视同仁，不管
你多特殊，也不管你晚上、休息天或托
朋友来电话，吃喝应酬我皆谢绝，也绝
不泄漏别人的报价以及投标单位的名
称。这样虽然“不识时务”，但这是职业
道德，守不住这一关，就一定过不了采

购这一危险地带和重灾区。
《新南北报》：作为一名中层干部，

如何处理好与领导、同事的关系？作为
团队一员，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为
部门工作和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张松琴：对领导、同事做到感情
上尊重、工作上支持配合、相处上多沟
通多协助，有矛盾就揭露矛盾，对事不
对人以解决问题为主。

在部门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
是对部门领导和部门建设的最大支持。
《新南北报》：作为一名老员工，年

长的前辈，工作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有
什么工作经验和大家分享吗？

张松琴：无论走到哪里，处处都有
难念的经。关键是不要回避矛盾和困
难，要深入进去逐个加以解决，工作肯
定能完成。我年纪比较大，要说分享经
验，就是做人要诚恳，对任何人都一
样，不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做事要认
真，每一个过程都要搞清楚，每一个细
节都要做踏实。
《新南北报》：您被评为了 2008年

度的优秀员工，借此机会，有什么想说
的吗？

张松琴：被评为优秀员工，我认为
自己是不够条件的。我的工作性质不
一样，没有领导的信任、支持和指导是
撑不到今天的。还有相关部门和同事
的理解和配合对我工作的开展也起了
很大的帮助作用。谢谢大家，以后继续
努力做到称职。

桐庐新青年广场项目预计将于 2009
年 12月 30日全面竣工，目前工程进度为：

一、土建部分：
1、地下室回填土施工全部完成；

地下室地面施工完成 50%。A座 2层以
上楼地面、墙面细拉毛、踢脚线完成施
工；B 座 3 层以上楼地面浇筑完成，14
层以上墙面细拉毛、踢脚线完成；

二、幕墙、装饰部分：
1、A座玻璃百叶完成 85%，玻璃翻

窗完成 30%；C座裙房石材 50%，玻璃
70%；B座南立面格栅完成 10%，翻窗完
成 20%；A座石材装饰柱 90%；B座石材
装饰柱 80%；主体面板注脚完成 90%；
外墙涂料完成。

2、室内装饰：销售部装修完成
90%，5楼样板房装修完成 30%。

三、水电安装工程：
完成整个工程量的 60%。
四、消防工程：
完成整个工程量的 60%。

五、弱电工程：完成整个工程量的
60%。
六、日立电梯：完成 40%。
七、霍普曼电梯：完成 50%。
八、景观灯光：套管布线完成。

（潘向明）

南北·西岸工程营建进展顺利，至
09年 10月中旬工程进度概况如下:

该工程共有 11幢小高层、高层景
观公寓（分别为 7—17号楼），6幢高
档城市排屋（分别为 1—6号楼）。其中
11号楼外墙面基本完工, 正在安装窗
扇、施工内墙腻子;7、17、8、12、13、16
号楼施工外墙质感涂料，安装窗扇、阳
台移门；9、10、14号楼施工石材幕墙，

安装窗主框、定玻，土建零星收头、浇
注地坪；15号楼安装窗主框，内墙粉
刷、浇注地坪，二层、三层外墙面砖收
头、质感涂料腻子施工，三层以上外架
已拆除，正在施工石材幕墙螺栓；排屋
内墙粉刷已完成，5、6号楼石材幕墙基
本完成，4号楼正在施工石材幕墙、准
备浇注地坪，1、2、3 号楼幕墙钢架施
工、土建粉刷收头。 （肖辉）

近期，我们对重庆龙湖项目进行了
为时两天的参观考察，感受颇深，尤其
是景观营造方面更是给我们留下深刻
印像，有很多手法值得我们学习。

一、重软景轻硬景
走在龙湖悠山郡项目的道路上，

只见道路铺装、侧石、挡墙等硬质景观
基本采用的都是些常规材料，少有昂
贵材质，而满眼所见郁郁葱葱的绿化
所用的虽然均是些乡土植物，却是经
过了非常精心的设计与搭配，投入有
限却效果极好。绿化作为软景，能够掩
盖很多硬质景观收头交接处的硬伤，
可谓是“事半功倍”。茂密的绿化种植
还使得原本排布较密的排屋之间的空
间变大了，更私密也更具趣味性了。仔
细想想这种设计手法其实很“讨巧”，
相比较我们一些项目往往硬景设计过
于复杂，造价也相对昂贵，在绿化的配
置上考虑却比较粗糙，不够仔细，费了
很大功夫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如
何将钱花在刀刃上，这一点确实值得
我们反思。

南北·西岸工程进度

桐庐新青年广场工程进度

重庆龙湖地产，凭借一贯的创新

精神及专业开发优势，以其准确的市

场定位、超前的规划设计以及优质的

物业管理，在业内树立了良好的企业
品牌形象，在北京、上海等地，龙湖项
目也在不断地创造着销售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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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职业道德以回报公司信任

二、绿化的种植避免简单组合，讲究层次的
搭配及密度

据说“5层垂直绿化”已经成为了龙湖作品
的标准配置。一层是高 7—8米的大乔木勾勒天
际；二层是 4—5米高的小乔木、大灌木增添层
次；三层为 2米左右高的灌木供人近赏；四层用
花卉、小灌木上色；五层铺草坪、地被植物过渡。
通过 5层垂直绿化并达到一定的密度，打造了远
超绿化率指标的景观效果，创造出富有灵动生命
气息的生活体验。反思我们的一些项目，顶多就
做到了 3个层次：大乔木、小乔木、灌木和草皮，
特别是在中间层次上我们往往做得比较单一生
硬，灌木少而稀疏且缺乏层次，不够饱满，同时往
往因为覆土不够而使得草坡缺乏高低起伏的变
化，这方面我们的差距就非常大，在以后开发的
项目上要特别注意改进。

三、避免单一植被，力求丰富配植
在龙湖悠山郡，各种果树、花树、赏叶树、带

香味的树、有颜色的树……混搭在一起，通过富
有技巧的种植搭配形成了丰富生动的自然景观，
就连不起眼的墙角边、路边一块看似土地里生长
出来的大石头旁都混搭了各种各样的小植物，没
有刻意雕琢做作的痕迹，感受到的是自然朴实、
生机勃勃的氛围，让人感觉到大自然的灵气。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吸引鸟类停留，社区里浆果
类植物比例超过了 15%，这样无疑为社区更增添
了无限生机。评心而论，设计院的植物配置图上
无法体现搭配技巧，要做到这一点不但需要对植
物品种、生长习性等非常熟悉，还需要有较高的
审美观，这确实对现场管理和施工单位的水平提
出了较高的要求，现场种植时的临场发挥非常重
要，如何在我们以后的项目上强化这一点，确实
需要下功夫。

四、充分利用场地高差变化，多种元素营造
自然景观

整个社区地形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力图采
撷多种自然元素，山坡、水体、丛林、花径、虫语、鸟
歌……每一幢建筑似乎都坐落在自然风景中，真
正应了那句有名的广告语“把家轻轻地放在大自
然中”。

在我们后面参观的另外几个龙湖项目中，可
以看到景观营造的手法、技巧基本大同小异，可
见龙湖地产的产品线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
模型，各个环节形成了一个完备的体系。通过这
次参观学习，我们看到了别人的长处、自己的不
足，如何将这种深刻的感受转化为动力，如何找
到适合我们自身企业的方式来不断提高我们自
己楼盘的品质，值得我们深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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