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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09 年 12 月 19 日至 21
日，2009 温州冬季房展会在温州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此次房展会汇聚了来自本
埠和全国各地的开发商近 60 家，共 65
个项目亮相，提供了一个集住宅、别墅、
商铺、写字楼、酒店公寓、商铺、专业市
场等物业为一体的投资置业平台。为期

3 天的房展会共接待参观者约 7 万人。
集团旗下项目“新青年广场”的压轴现

房———新青年广场·盈座，凭借杭州市中心
的稀缺地段，5.8米的绝版层高，精装现房
的价值优势，吸引了展会上众多参观者驻
足咨询，并进行详细的询问和索取宣传资
料，成为此次房展会上的一大热点。

杭州新青年广场·盈座
亮相 2009温州冬季房展会

欣北·钱江国际广场位于
杭州市政府直辖的省级开发
区，杭州第三大产业高地———
钱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是杭
州钱江经济开发区内的首席综

合公共配套项目。项目位于开
发区的行政、办公、商务、金融
的中心———商贸核心区块，占
地 64 亩，总建筑面积约为 20
万平方米，是集酒店、商业、办

公和居住等于一体的杭州北部
城市综合体。
钱江国际广场一期开发面

积为 9 .6 万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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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综合体面积约为 1 . 3

万平方米，包括高规格中式宴
会厅、康乐中心、精品商场和综
合超市等业态。更值得一提的
是，下沉广场将开辟近 3000 平
方米的美食公园，融汇各地饮
食精华。风情商业街将涵盖银
行、邮局、茶馆、网吧、书店等
公共配套设施。
聚合商务、居住、休闲、健身、

安防等于一体的商务行政公馆拥
有领先的数字化楼宇智能化系
统、中空玻璃保温节能技术、群控
电梯系统、智能安保系统和超大
地下停车场等。

由商业综合体、下沉广场和
近百米风情商业街组成的全生活
商业广场，以休闲娱乐消费为核
心，涵盖购物、餐饮、商务、文化、
旅游等多功能于一体综合性时尚
消费中心。

钱江国际广场依托开发区
的规划，形成房产与产业良好的

互动。钱江国际广场先进的开
发理念，结合开发区产业平台、
嫁接各种有利资源，成为开发区
一个规模大、业态丰富、功能复
合的钱江开发区综合公共配套
项目，是财富金领地，生活风向
标。

另外，在开发区写字楼内开
办公司，更可享受税收及租金的
多重优惠政策。
钱江经济开发区位于浙江省

杭州市北郊，临平组团与塘栖组
团之间。西北与江南古镇塘栖接
壤，北临京杭大运河，西临 09省
道，南临 320国道线，东临杭州市
临平副城。距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分别为 35
公里和 180公里左右，水陆空交
通极为便利。
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隶属于

杭州市人民政府，2006 年 3 月 6
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为省级开发区。
开发区规划总面积 25.3平方

公里，规划人口约 20万人，是杭
州北部又一大新城，2008 年 11
月，开发区被市委市政府确定为
“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和“杭
州钱江科技城”。是继滨江、下沙
之后的第三大产业高地。

钱江国际广场———

您产业的高地 财富的源泉

本报讯 青枫墅园一期 A 区
已经顺利交付，目前一期 B1区正
在进行紧张施工，工程进展顺利。
其中建筑部分：5～18# 楼 11

层小高层内外墙粉刷已完成，外立
面完成 70%，脚手架已拆除 60%；
19#、20#、28# 楼 18 层高层内墙粉
刷完成 30%，外立面完成 40%，脚
手架拆到 13层；21～23#楼多层外
墙粉刷已完成，外立面完成 30%；
排屋区 33#、34# 为样板房内外墙
粉刷已完成。35～39#楼内外墙粉
刷已完成，脚手架已拆除。30#、31#
楼外墙粉刷完成，内墙粉刷完成
50%。24#～26#楼外墙粉刷完成。
24#、25#楼内墙粉刷完成。排屋外
立面沙岩板根据公司要求进行更

换。安装部分：单体水电
安装与土建同步，其中 A
车库喷淋、消防管道部分
材料已进场；人防地下室
喷淋、消防、人防设备、通
风设备安装计划 1 月中
旬开始施工。排屋区地源
热泵空调室外钻孔已开
始施工。
另据了解，三期 A

区也在进行勘探、临时围
墙施工前招投标工作。

本报讯 南北·西岸是杭州市
中心城区精品景观大盘，地处美丽、
悠久的拱宸桥西、京杭大运河畔。该
项目自开工以来，施工进展顺利，目
前各幢建筑装饰部分已经结束，并
已按照规范要求完成了分户验收，
进入到单项竣工验收阶段。
截至 2009年 12 月底工程进度

概况为: 该工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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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小高层、高层景观公
寓单体已完工，正在进行少量修整
和清理卫生；6幢排屋单体已基本完
工，其中 2幢正在安装玻璃、雨篷;所
有地下室室内已完工，中心地下室
顶板防水及其面层混泥土已完工，
正在准备施工景观滤水层；小区外
围正在回填土，为市政、景观施工做
准备。

本报讯 2009年 12月份，集团公
司组织工程管理中心、规划发展部、成
本管理部、招标采供部、总师办、销售
部、办公室、资产经营部等相关部室以
及青枫公司、欣北公司、杭州南北公司、
建德公司和物管公司相关人员共 29人
分两批次赴重庆、成都及广州、深圳参
观当地的知名楼盘，汲取其成功经验。
重庆、成都一行主要参观了龙湖地

产、中海地产、华润等开发商开发的特色
楼盘，其中龙湖悠山郡项目的规划及景
观营造给大家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

广州、深圳一行主要参观了恒大地产、万
科地产、招商地产等开发商的项目，其中
星河丹堤和兰溪谷两个项目对大家最有
启发，星河丹堤项目对地形的巧妙利用
以及立体绿化的营造让大家赞不绝口，
兰溪谷是招商地产在蛇口开发的大型综
合项目，景观设计也较有特色。
这次考察使大家开阔了眼界，增长

了见识。大家一致觉得，新南北正处在
高速发展的阶段，我们需要多学习别人
的长处，分析自身的不足，才能继续不
断地进步和成长。

项目实景图

青枫墅园一期 B1区
工程进展顺利

南北·西岸进入
单项竣工验收阶段

取经学习取长补短

新南北集团首届储备干部培训班

学员培训心得摘选
编者按：电影中有句著名台词：“21 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人才！”。为加大对青年员工培养力度，12月份，集团

举办了首届储备干部培训班。25名学员在参加培训后，每人都写了多篇书面的培训心得，我们从每个人的心得中
摘选出一点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体会。

杨台轩老师授课 学员课后集体讨论

工程管理中心 肖辉
——— 要成为一个好领导，首先，要有

一个好的品德。万事德为先，一个无良缺
德的人即使再有才，再有领导手段也是被
人唾弃的；其次，要有服众的自身魅力，包
括优秀的见识、才干、学识、意志和人格魅
力、决策能力、用人能力；最后，要有良好
的领导技巧和手段，要使领导的全过程充
满艺术色彩，使整个团队成为凝聚力超
强、铁板一块、战斗力超强、所向披靡的综
合体。

工程管理中心 周一鸣
——— 我觉得有质量的培训不仅可以

帮助员工自身能力的提高，还可以增强员
工间友谊和凝聚力，特别是对于我这样一
个新员工来说，可以使我尽快地融入同事
之间，融入新南北这个大家庭。通过培训，
通过和老员工的交流，我可以快速地了解
企业的行为规范，体会企业的企业文化和
发展前景，解答我原先关于公司诸多疑
问，对于公司方方面面有了一定的了解，
培养了自己对企业的好感和归属感。

成本管理部 朱笑
——— 我感触深的是中层执行，他像

汉堡是个夹心层，他的关键是要认清角色
做对事，要做到承上启下。对上级要服从，
在成就上司的过程中成就自我。对下要培
养下属，懂得授权，分享权力，使下属有重
要感，采用双赢的思维处理冲突。

成本管理部 徐文晓
——— 良好的沟通可以提高团队的凝

聚力。沟通是有技巧的。当你的意图表达
不准确，可能一句话说出来有多种理解
时，就会造成对方的误解。自己也感觉到，
在工作中与别人沟通时，别人的回答和自
己想要表达的意思相去甚远。在平行沟通
时，可以通过反复重申，直至对方理解自
己的表达来解决。但在向上沟通时，会出
现不敢、畏惧的心理，导致沟通效果不佳。
沟通这个课程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多赞美
别人，找出双方共同的兴趣点，学会接受
与包容，即使别人的观点与你相左，但仍
然要有兴趣地倾听，不能先入为主，妄下
判断。

财务部 蔡亮
——— 领导者不必事事亲历亲为，应

充分挖掘下属的潜力，多发现他们的优
点，尽量包容缺点，处理具体问题时能多
听下属的意见和建议，取长补短，既能有
利于事情的解决，又能让下属有归属感，
还增强团队凝聚力。作为一名合格的领导
者，应该以身作则，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
度，决不徇私，更不能区别对待不同的下
属，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财务部 王瑾
——— 我认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创新型

中层干部应具备这样的素质条件：第一

点，对公司要有向心力，心要向着公司，热
爱公司，把企业的事作为自己的事，才能
胜任自己的工作岗位并作出骄人的成绩。
想干事，就不能朝三暮四，见异思迁，甚至
为了一己之私出卖公司；第二点，对工作
要有执行力，会干事，干成事，执行力就个
人而言，就是把想干的事干成功的能力。
中层干部的执行力就是将领导的意图一
步步落实到实处的能力，把计划变成现实
操作的能力，将人、财、物顺畅的统筹起来
的系统能力；第三点，自己要有人格魅力。
作为中层干部，个人形象、思想素质、工作
能力、学习能力等，都要比员工强一点，使
自己有良好的形象。

规划发展部 江江
——— 一个高绩效的成功团队，他必

须至少有一个有德的领导，他能用自己的
人格魅力去影响着别人，使团队自然的凝
聚起来，他又必须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人，
去合理的分配资源，分配利益，合适的人
在合适的岗位发挥作用，那么才能事半功
倍的实现目标。

规划发展部 张莹
——— 面对问题及压力时，要有勇气承

担压力，不能钻牛角尖，适时地将压力变为
动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解决问题。

开发部 黄碧宇
——— 要提高自身的执行力，学习“狼

性原则”，“在其位，谋其政”，做好自己的
本职工作。

开发部 张霞
——— 作为中层领导，我认为他首先

应该对企业文化具有高度的认同感。他和
属下组成的是一个小的团队，如果团队成
员具有共同的价值观，那么团队的管理就
会事半功倍。

销售部 周娟
———“在其位，谋其政”，履行自己的

职责，即使有不理解的地方，也要做一个
不折不扣的执行者，要在理解中执行，在
执行中理解，决不能有意见就抵制，要站
在职业营销人的角度来对待执行力问题，
而不能做一个“伪执行者”。

办公室 麻斐
——— 大部分人都是从一份普通的工

作开始职业生涯的，普通的工作意味着重
复、平凡、不起眼。只要我们能克服浮躁，
静下心来，脚踏实地，并且在每次看似简
单的重复的过程中加入自己的思考和分
析，才能把自己所作的平凡的工作升华为
事业的成功。

办公室 吴珊民
——— 有些团队成员尽管拥有高学

历，高技能，但如果不认同这个团队，不能
融入这个团队，那不但不能给这个团队带

来业绩，反而还要抵消其他团队成员的劳
动成果，副作用是相当明显的。

办公室 方涛
——— 在一定意义上，沟通有时候是自

己和自己交流，每个人都有一些固有的思
维定势，而这些定势往往并不是对的，但我
们却难以改变。其实这就是自我沟通出了
问题。此时，我们不妨努力使自己变得冷
静、理性，和自己进行沟通，从而改变我们
自身的弱点。

青枫公司 雷红斌
——— “管理是通过他人来实现自己

的目标，是对资源的整合。”这句话让我豁
然开朗，以前在工作中事事亲历亲为，反
而效率不大，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尝试改变
工作方式，以有限的精力达到效率最大
化。同时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各项技能素
质，因为对他人的信任是建立在自身强大
的自信上。

青枫公司 童枫
——— 作为一名中层干部，要如何处

理好自己与下属之间的关系呢？第一，从
生活上关心，这就要求自己要从细节入
手，放得下身段；第二，精神上激励，如果
我们的领导能够给我们一些关于职业规
划的建议与鼓励，那将无形中拉近领导与
基层之间的距离，因为任何领导都是员工
下属在某一时段的偶像与目标，是努力的
方向；第三，尽量做到“惜诺如金”，一个中
层干部手里掌握的资源与权力是有限的，
但是在这有限的权力与资源内，尽量做到
对员工的“一诺千金”，这其实也是一个人
格魅力的塑造，你必须让优秀的员工感觉
到他是“被需要的”，是有发展机会的，你
会是他的好伯乐，那“女为悦己者荣，士为
知己者死”，优秀团队的凝聚力就出来了。

欣北公司 蒋琛
——— 我相信，心情愉快的工作，一定

比心情沮丧或心存不满、满腹牢骚的状态
来的效率高。一份好工作，可以带给人快
乐；同样，一份快乐的心情，也能促进工作
效率，这是可以做到双赢的。

物管公司 余良彪
——— 与同事沟通，可以增强合作性，

节约在工作中的磨合时间，更可以消除误
会，同上司沟通，可以很好地将自己对于
工作的想法及时上达到领导层，为他们做
决策提供依据；同家人沟通，可以营造一
份融洽的氛围，有利于身心健康。同外界
建立畅通的信息渠道，可以降低交易成
本。增加对顾客及竞争对手的了解，取得
生存与发展的先机。

物管公司 章红霞
——— 具备全局观念，坚决服从大局，

能够正确理解上级意图，坚决执行上级正
确决策，是做好一个中层干部的基本条

件。在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存在冲突的时
候，中层干部应当站在全局高度思考和处
理问题，坚决服从全局，同时要积极做好
对本部门人员的解释和说服工作有效化
解矛盾。 一个好的中层干部，绝不是一
个有了功劳就往自己身上揽，有了错误就
推个一干二净的人。

物管公司 潘俊
———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人与事，

一帆风顺固然好，曲曲折折也正常，出现
困难，出现问题，少点怨言，少点牢骚，多
点积极，多点主动。困难与磨练，其实也是
一种机遇。当你解决问题的时候，你的能
力也就会相应的提高，所以才会有这样的
说法：什么是人才？能解决问题的员工就
是人才。而人才能力的产生，更多的是来
自于常年的日积月累。

物管公司 曹益华
——— 在市场化日趋深入的大环境

下，财务工作越来越复杂，涉及到的信息
量也越来越庞大。为了使这些信息发挥
最大的价值为企业和团队服务，我们财
务部门必须加强三个方面的沟通。即：财
务团队内部沟通、财务部和企业内部其
他部门之间的沟通、财务部和企业外部
的沟通。

建德公司 潘向明
——— 要求自己必须学会换位思考，

理解别人，在工作中及时发现问题并解
决，出了差错要勇于承担责任，对待别人
要有一颗包容的心。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不
断严格要求自己，不能以工作忙为借口。
回去后尽快消化培训中所学知识，尽快运
用到工作中。

建德公司 金云飞
——— 老师的授课改变了我的思想观

念，没有有效的发挥团队作用就不是一个
真正有工作能力的领导者。

杭州南北 陈晓清
——— 有效的沟通往往能达到双赢的

结果。人们常常不便或不愿把自己的感觉
直接、明白地说出来，真正想要表达的，却
不是嘴巴里说出来的意思，这样领导不了
解下属的需求，下属不理解领导的意思，
则无法体现出真正的执行力。

杭州南北 林铭
——— 作为下属，要成为上司的助

手而不是对手，要充分顾及上司的面
子，把握原则，及时沟通，做到到位而不
越位。作为上司，要有一颗包容的心，掌
握批评的艺术，多拿放大镜看员工的优
点，而不是以权压人。同事之间应采用
换位思考及双赢的思维来解决矛盾，达
到共赢。作为集团一分子，必须对公司
的企业文化高度认同，处处维护公司的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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