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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区域米亚风情

蚌埠米亚花园二期 19# 楼开盘
本报讯 米亚花园二期 19# 楼在彩
旗飘扬、鞭炮齐鸣中于 11 月 6 日耀眼开
盘。19# 楼是由多层和高层组成的综合
体，大部分是 98 平方米左右三房二厅的
经典户型，共计 72 套（包括商铺 13 套），
所有户型布局合理，均通透采光，适宜三
口之家生活居住需求。
开盘当天，购房者络绎不绝，场面火
爆，当天推出房源预定及销售即过半，形
势可喜。
米 亚花园 地处 蚌 埠 21 世 纪新 城 市
中心，中央生活领地。西洋古典美与当
今 建 筑 艺 术 美完 美 结 合 的 建 筑 设 计 手
法。现代元素打造典雅户型，是永远的
流行：31%低密度，35%高绿地，打造经
典园林社区，完善社区配套。无限人文
获取了入住业
米亚花园，
一个凝聚了开发商无数心血、
关怀 ，感受 欧陆文 化特色 的异域风 情，体验 以蚌埠 未来
最璀 璨的新 城区中 心城市 生活圈 ，让 人 恍如 置身 人文 主充分信任、赢得了社会大众和舆论媒介无限赞誉的品牌
再次带来一种新生活方式的指
社区。南北·米亚花园二期，
荟萃的都市时尚生活。
引，
带给蚌埠人现代都市人文健康生活的全新体验。

以人为本关注员工健康
本报讯 近期，集团公司组织在职员工到浙医二
院国际保健中心体检，本次体检科目涵盖广，
项目实
大家拿到
用。浙医二院也于近日将体检报告单发回，
单子，仔细逐项查看自己的检查结果，可喜的是大家
的健康状况虽或多或少有一些小问题，但整体情况
良好。
公司定期组织员工体检，有助于及早发现疾病
苗头，起到预防保健作用，也体现了以人为本，关注
员工健康的人性化理念，
受到大家欢迎。

本报祝

寒冷冬天 健康生活
冬天已经来临，本报搜集了一些换季
保健知识，
给大家参考。希望大家掌握正确
的保健方法，多做运动，预防疾病，过一个
健康的冬季。

冬季预防感冒三步曲
天气寒冷，
人们患感冒的机率就大。现
总结三步曲介绍如下：
第一步：遇冷做体式呼吸。外出活动
时，有时因天气突然变化，所穿衣服不足以
御寒，这时不能把身子往一块紧缩，因为越
紧缩寒气越易侵入，
而应立刻做体式呼吸，
方法是将两手抬至腹前，
做深呼吸，吸气时
意想四肢吸气，并将两手臂略向外扩张，这
样就可以增强抗寒能力不致感到冷了。
第二步：
身冷搓后颈。如果冷气已侵入
肌体，
感到全身发冷，就用手掌使劲搓后头
发际，每手搓 100 下，一般就可出汗了，出
了汗就可避免感冒。
第三步：
感冒擦葱、
姜、
盐。如果已经有
了感冒感觉，如唾液黏、浑身不自在，那就
在当天晚上临睡前，将葱白、
生姜各 20 克，
盐面 3 克，捣烂，用纱布包好顺序擦前胸、
后背、手心、肋窝、肘窝、脚心等六部位，然
后盖被睡觉，夜间略出点汗第二天早起就
会好的。但 两天内 要注意防 寒， 以免反
复。

冬季健身四要
热身活动要充分。气候寒冷，
人体各器
官系统保护性收缩，
肌肉、肌腱和韧带的弹
力和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滞性增强，关节
活动范围减小，
再加上空气湿度较小，所以
感到身体发僵，
不易舒
使人感到干渴烦躁，
展。如果不做热身活动就锻炼，
往往会造成
肌肉拉伤、关节扭伤。所以在冬季进行健身
锻炼时，尤其是在室外，
首先要做好充分的
热身活动，通过慢跑、徒手操和轻器械的少
量练习，使身体发热微微出汗后，再投身到
健身运动中。
衣着厚薄要适宜。冬季进行健身运动，
开始要多穿些衣物，
穿着衣物要轻软，不能
过紧，热身后，
就要脱去一些厚衣服。锻炼

后，
如果出汗多应当把汗及时擦干，换去出
汗的运动服装、鞋袜，同时穿衣戴帽，防止
热量散失。另外，
在室外进行健身锻炼更要
注意保暖，锻炼完后身体发热较多，总想凉
快一下，
但切不可站在风大的地方吹风，
而
应尽快回到室内，擦干汗水，换上干净衣
服。俗话说：
“寒从脚下生”
，由于人的双脚
远离心脏，血液供应较少，加上脚的皮下脂
肪薄，
保暖性差。所以冬季在室外进行健身
脚受冷，
活动特别容易感到脚冷。若头、
背、
冷空气从皮毛和口鼻侵入肌体，不但影响
健身锻炼效果，
还会感冒生病。平时有些健
这样不好。因
身爱好者喜欢穿健身鞋过冬，
为胶底鞋导热快，不锻炼时脚掌容易受寒，
关节炎等疾病。
以至引发冻疮、
环境要舒适。冬季人们习惯把健身房
人在安静状态
的窗子关得紧紧的。殊不知，
下每小时呼出的二氧化碳有 20 多升。若十
多人同时进行锻炼，一小时就是 200 升以
上。再加上汗水的分解产物，
消化道排除的
不良气体等，致使室内空气受到严重污染。
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会出现头昏、疲劳、恶
心、食欲不振等现象，锻炼效果自然不佳。
一定要保持室内
因此，在室内进行锻炼时，
空气流通、新鲜。另外，冬季也不宜在煤烟
弥漫、
空气浑浊的庭院里进行健身锻炼。同
时要注意，气候条件太差的天气，如大风
沙，
下大雪或过冷天气，暂时不要到室外锻
炼。若想到室外锻炼，应注意选择向阳，避
风的地方。
锻炼方法要合适。由于冬季寒冷，
身体
的脂肪含量较其他季节有所增长，体重和
体围相应增加，这虽然对瘦人增重长胖有
益处，但肌肉轮廓、
线条和力度的发展不够
冬季健身要提高锻炼的强度和
理想。因此，
力度，增加动作的组数和次数，
同时增加有
氧锻炼的内容，
相应延长锻炼时间，用以改
善机能，发展专项素质，消耗体脂，防止脂
肪过多堆积。另外，
注意锻炼间隙要适当短
一些，尤其在室外应避免长时间站立于冷
空气中。如果间隙时间过长，体温下降，易
使肌肉从兴奋状态疲惫下来，粘滞性增大，
这样不但影响锻炼效果，而且再进行下组
练习时容易受伤。

学
会
宽
容

人生的道路曲折而漫长，在人
生路上，我们会遇到许多的挫折与
困难，
也会遇到许多的误解与不快，
这时候，
我们要学会宽容。人在社会
上生存，注定要和各种各样的人交
往，人与人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差
异，一个人的年龄、思想、性别、个
性、喜好等等，决定了这个人的修
养、
涵养和处世态度。不可能每个人
都和你一样，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能
了解你、
理解你。所以生活中不可能
没有误解、矛盾及冲突，
这时候需要
我们学会宽容。
古人云：
乾坤以有亲可久，
君子以厚德载物。
宽容是一个有涵养的人最基本的道德基础，
也是一个人卓识胸怀和人格力量的体现。
宽容是一种心境，
是一个随和的人的快乐之所
世间也并非所有的错
在。世间并无绝对的好与坏，
误都是存心所为。一个人要有清浊并容的雅量，用
一颗宽容的心去理解别人原谅别人，才可能不为
身外之物所累，
才会长久的心态恬静而愉悦。
宽容是一种博大，博大的心不会患得患失，博
大的心可以包容人世间所有的喜怒哀乐，博大的
心能容下多少误解，
便会赢得多少朋友。
宽容是成熟的标志，
是气度的体现。学会宽容，
你的心会大很多，
你的世界也会开阔许多。我常常告
心有多宽，
路有多长。“天称
诫自己的一句话就是：
其高者，
以无不覆，
地称其广者，
以无不载，
日月称其
江河称其大者，
以无不容。”
明者，
以无不照，
一个人有了宽大的胸怀，有了可以容纳万物
才能够快乐而幸福的
的心，
才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生活。宽容的友谊能够地久天长，
宽容的爱情能够
幸福美满，
宽容的世界才能够和谐而美丽。
学会宽容吧！学会宽容，
就是善待自己。
（物管公司 张美）

月份出生的同仁生日快乐！

宜昌公司：张德芹
蚌埠公司：王 芳
建德公司：金云飞
杭州南北：叶松有
青枫公司：邢 丽
物管公司：钱 华
集团公司：李宝璞

张 英
王 欣
沈翠凤 江文芳 雷叶红
田学明 虞谷音 李清江 鲁军 朱青 杨波 肖辉

集团员工瑶琳仙境一日游
本报 讯 2009 年 11 月 7 日，
集团公司员工前往桐庐境内瑶琳仙境一日游。
时
上午，
大家在千古溶洞内，
欣赏了自然形成的洞内各种奇观和旭日初升、
空隧道、
星光大道等洞内灯光表演，
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以及现代科技的光
怪陆离。下午，
大家在外婆家农家乐景点游玩后返回杭州。
瑶琳仙境又名瑶琳洞，纵深 1 公里，总面积达 28000 平方米，2002 年跻入
国家 AAAA 级风景旅游景区行列，
是奇诡无比的洞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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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西博会重头戏 2009 杭州西湖国际烟花大会举行

运河分会场主观礼台设在南北商务港

本报讯 2009 年10 月 24 日晚，作为第十一届中国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的重头戏
“人
之一，
2009 中国杭州西湖国际烟花大会举行，
融烟花、
音乐、
灯光和解说为一体，以
文运河”
为主题的运河分会场在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畔拉开帷幕。此次烟花大会的分会
场主观礼台设在了由新南北集团开发，
新南北物业管理的南北商务港 7 楼。国家商务
市委及西博会组委会有关领导，
拱墅区四套班子领导，同数十
部领导、省委有关领导、
万市民一同欣赏了这场完美的视觉盛宴。
商务港服务中心的全体员工积极为本次大会和浙江电视台、杭州电视台，
107 城
市之声电台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和大会当晚的各项工作。

南北商务港是集团旗下公司开发的
精品项目，
并由新南北物业公司管理。

相关链接 1：在烟花大会举行之前的 10 月 23 日, 浙江省委常
委、
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和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奇，市委常委、
秘书
长许勤华，
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柯良栋，副市长张建庭，市政协副主
席张必来以及市政府秘书长许小富一起，在拱墅区区委书记俞东
来、
区长许明、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卢建标、区委常委、
公安局长杨
军的陪同下来到了南北商务港。
蔡奇市长还专门走访了南北商务港 11 楼、9 楼、
7 楼部分企业，
蔡市长在考察企业的过程中向新南北集团总裁陈烟土详细了解了
南北商务港的设计理念、入驻企业情况、租售价格、物业管理费价
并向拱墅区委领导了解了商务港的创税情况。听完情况介绍后，
格，
蔡奇市长对南北商务港的设计理念、租售费用、物业费用的性价比
表示赞赏。
相关链接 2：南北·西岸项目位于拱宸桥西，尽享古老运河一线
景观。楼盘交付后，
当盛宴再上演时，
业主可以在家里欣赏烟花。

冲刺！20 亿！
集团公司举行销售动员招待酒会
盘售楼动员招待酒会。
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
执行总裁许尚志、
总会计师李宝
钱江国
璞、
总建筑师虞谷音亲临现场，
南北·西岸、
青枫墅园、
际大厦三项目全体销售员（包括销售管理人员、
策划人员）作
为主角入席，
青枫公司、
欣北公司及集团各部室负责人参加。
酒会开始前，
集团公司销售部总监马奕林通报了今年
集团公司特别是杭州市内三大项目的销售情况。随后，陈
烟土总裁作了重要讲话。陈总代表集团公司及董事会就今
年取得的良好销售业绩，向销售人员表示了祝贺和感谢。
他分析了取得好成绩的原因，并对接下来的销售目标作了
要求，动员大家树立销售至上的理念，乘势而为，一鼓作
为冲刺 20 亿年度销售目标努力。
气，
在座的销售人员也纷纷表态，
有能力有信心在今年最后
本报讯 2009 年 11 月 3 日晚，
集团公司在杭州百瑞大
实现集团公司全年 20 亿元的目标。
酒店举行南北·西岸、青枫墅园、欣北·钱江国际大厦三楼 的二个月再创销售佳绩，

本报讯 2009 年 10 月 23 日至 26 日，
浙江省第
新南北集团旗下南
16 届房地产博览会在杭州举行，
北·西岸、
钱江国际大厦、
青枫墅园三个项目参展。
房博会四天里，
前来项目展示区参观咨询的客
户络绎不绝，大家对位于拱宸桥板块的南北·西岸、
文一西路大城西板块的青枫墅园、
钱江经济开发区
的钱江国际大厦三个楼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很多
客户了解过楼盘详情后，表现出了极大的购买欲
共
望，
纷纷现场下单。四天里，三大项目销售火爆，
成交 97 套，
成交金额约 1.1 亿余元。另外，
本次房博
会期间还积累了大量意向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