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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部《天生注定我爱你》，
内地的朋友认识了人气女王陈乔
恩。近期，陈乔恩和邱泽搭档主演了
湖南卫视投资拍摄的青春偶像剧
《蓝色佳期》，剧情根据网络小说《佳
期如梦》改编，总共计划拍摄 30 集，
而让杭州的粉丝们意想不到的是，
《蓝色佳期》整个剧组于 2010 年 1
月 27 日进驻了杭州西溪的大型社
区青枫墅园。尽管剧组的消息封锁
严密，还是有不少粉丝慕名而来。
据悉，《蓝色佳期》将在杭州市区

以及西溪楼盘青枫墅园作为重要取
景地，其中青枫墅园作为主要取景地
之一，在此地计划拍摄达 4天。剧组
制作人坦言，来青枫墅园取景完全是
一次意外收获，也没想到青枫墅园是
如此的合适。
剧组刚来杭州的某日，制作人意

外看到了一本杂志，在杂志上刚好有
一篇关于青枫墅园小区的介绍。文中

所描述的青枫墅园立于缓坡之上背
山面水，是一个离市区不远，却又能
享受到绝美生态环境的高端楼盘。
“近城不近尘”的感觉让制作人很感
兴趣，当即就让助手准备一下亲自到
小区实地踏访。次日助手带回的现场
实景照片更是让他心动，到处都是青
山绿水，加上高科技现代化的小区内
部，两者的融合相得益彰。更为重要
的是，青枫墅园精心打造了身价不菲
的排屋样板房，与剧中的如梦园布置
意向非常吻合。于是剧组马上就跟青
枫公司取得了联系，双方一拍即合。

青枫墅园作为浙江新南北置业
集团倾力打造的一个大型社区，位于
文一西路延伸段南侧，未来文二西路
延伸段将直抵项目。青枫墅园不仅有
着深居西溪的优越环境，而且有着西
溪板块中极为稀缺的自然缓坡条件，
是西溪湿地平野与自然山地接驳最
为完美的区域。立足于这一独特优

势，青枫墅园的规划、建筑、景观都寻
求与自然原生山水的有机融合，创新
性地打造“西溪臻藏·缓坡艺墅区”，
规划以 Townhouse宽景大宅为主，局
部精品公寓，建筑风格为现代构成主
义风格，建筑临湖观山，色彩、立面、
线条都极为自然平和，毫不突兀，有
着极佳的自然人居体验。目前，青枫
墅园一期包括排屋、空中别墅、公寓
销售已近尾声，并且实景完全呈现。
为将项目打造成西溪板块人居品质
的标杆性作品，同时也作为新南北集
团发展壮大中有着里程碑意义的项
目，青枫墅园二期包括产品规划、建
筑品质、生活配套将做全面升级，例
如地源热泵系统、恒温泳池、12班制
幼儿园等。

2010年，青枫墅园将主推三期高
层景观公寓，一期 B-2区部分全新打
造的类别墅排屋产品也在推售计划
中，值得期待。

青枫墅园成为青春偶像剧《蓝色佳期》拍摄基地

本报祝 月份出生
的同仁生日快乐！

本报讯 2010年 1月 25日，集团公司参与了
余政挂出（2009）78号地块的竞拍。在七家单位竞
价的情况下，集团领导精心组织、沉着应战，经过
40轮有效竞价，最终以近 4亿元的价位成功竞
得。该地块位于瓶窑镇长连路与沿山路交界处，
占地面积 100余亩，总建筑面积约为 20万平方
米。该地块的取得为企业后续发展增强了后劲。

本报讯 2009年，在全体销售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集团公司销售业绩达到了史无前例的 21亿
元，位列杭州市 2009年销售额排行榜第 9名。为
此，经公司领导研究，决定给予 6名员工以个人嘉
奖。他们分别是：集团公司的马奕林、周娟，青枫公
司的金韧，欣北公司的余樟松、蒋琛、杨轶雯。
希望全体员工，以他们为榜样，爱岗敬业，锐

意进取，开拓创新，奋力拼搏，在新的一年里，为
公司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新南北集团成立十年，企业规
模和开发实力取得长足进步。2009
年，集团全年销售额创历史新高，一
举突破 21亿元，在杭州市房产开发
企业中排名第九。这具有里程碑的
意义。
回顾甫过的 2009年，辉煌业绩

的取得，正是集团领导认真分析房
产形势，准确把握市场脉搏，带领全
体员工，在工程建设、产品销售上顺
势而为的结果。当我们正在为 2009
年成绩而感到振奋和欢舞的时候，
2010年已悄然来临。伴随着年轮一
起来到的还有：宏观经济形势的变
化，国家为稳定房地产市场而不断
推出的调控措施，以及不断加大的
力度。
在新形势、新变化面前，我们该

如何采取应对措施，在风云变幻的市
场中如何把握商机，赢得先机，推动
企业更进一步发展呢？这一问题，刚
刚结束的 2010 年度会议给出了答
案。陈烟土总裁在年度会议上明确提
出：2010年，我们要在精细化管理上
下功夫，大力提高产品品质；准确把
握市场节奏，顺势而为。陈总的讲话
给我们传递出了明晰而透彻的信息。
首先，精细化管理将会是 2010

年度企业管理的关键词，贯穿企业
管理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工程管理。

2009年度，集团公司制度建设
进一步得以完善，各项工作检查也
日趋常态化，建立了全集团范围内
的青年人才储备队伍，公司还专门
组织相关人员外出参观考察，学习
一些品牌公司、精品楼盘的先进经
验。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新南北在
走一条专业化发展的道路。
但我们也应该客观地认识到，

公司在管理上，在品质提高上，还有

这样那样的不足，阻碍、制约着新南
北前进的步伐。因此，2010年，精细
化管理和品质提升自然而然地提升
到了公司战略高度，并在 2010年度
工作报告中加以明确。因此，各部
室、所属公司、各位员工都应该在日
常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树立起品
质、品牌意识，工作中精益求精，不
断追求完美，以促使我们的管理更
上一个台阶，促使我们的产品品质
更上一个台阶，从而提高我们新南
北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品质的提
升正是精细化管理的终极目标，
2010 年作为新南北的品质建设年，
集团初步设想成立专门的工作小
组，专门在精细化管理层面和产品
品质提升层面不断加大检查督促，
激励为提升产品品质和品牌形象做
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逐步形成更
广范围的品质和品牌意识。
其次，只有紧紧把握市场节奏，

在开发建设和销售进度上顺势而
为，才可能赢得先机有所作为。
房地产市场风云变幻，不由企

业和个人意志而转移。尽管 2010年
国家已经定调将继续实行适度宽松
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
是和 2009年相比，资金面仍有所紧
缩，加上各项调控调整政策的出台
实施，房地产市场必然会受到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冷静的
头脑，理性严密的思维和分析，更加
紧紧地把握住市场变化的脉搏，合
理安排、确定项目建设进度及销售
策略，积极适应市场的变化，从而在
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公司 2010年的各项目标任务已
经敲定，新项目也已经上马，让我们一
起鼓足干劲，尽快行动起来，顺势而为，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本报讯 桐庐新青年广场近期开始正式对原
预定客户进行通知销售，在全体销售部员工的共
同努力和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新年伊始，新青年
广场 A座商务公寓共签定合同 64 套，面积约
3500㎡，销售金额约 1600万元。取得了良好的销
售业绩，为 2010年的销售创下头彩。

本报讯 2010年 1月 24日，集
团公司 2010年度工作会议在杭州
清水湾酒店召开，公司股东、集团公
司主管以上人员、所属公司总经理
（含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部分所
属公司担任中层以上职务的员工等
共计 60余人参加会议。集团公司执
行总裁许尚志代表集团公司作了年
度工作报告，陈烟土总裁作了重要
讲话，会议分别由集团公司副总裁
程国梁、总会计师李宝璞主持。

与会人员听取了由许尚志执
行总裁所作的题为“勤练内功，顺
势而为，再创南北新天地”的工作
报告，报告分为 2009 年主要工作
回顾、2010 年工作意见、2010 年
工作着力点、公司未来五年发展
愿景四个部分（详见第二版）；听
取报告后，与会人员分为三个小
组对工作报告进行了审议，并由
各小组召集人向大会汇报了各个
小组审议结果；集团公司领导、各
部室及所属公司负责人在会上作
了年度工作述职；集团办公室通
报了 2009年度考评结果、个人嘉
奖决定，宣布了集团公司优秀员
工名单。

会议结束前，陈烟土总裁作了
重要讲话。陈总在对本次会议作了
简单总结后，重点谈了 2010年的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房产形势，对
集团公司 2010年的工作重点及策
略作了要求。
陈总强调，公司全体员工在

新的一年里，要积极向二个方面
努力。
一方面是要努力把握市场

节奏，顺势而为。陈总说，2010 年
是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调整年，
但是有三点工作我们还必须要
做好。一是不论房地产形势怎
样，都要把销售工作放在突出位
置；二是加强融资工作，要早作
准备，及早行动起来；三是把握
好开发节奏，以适应市场的脉
搏，顺势而为。
另一方面是要努力在精细化

上下功夫，把握好品质关。陈总说，
一定要在精细化上下功夫，该投入
的要投入，从设计、选材、施工等都
要精益求精。但是，也要做到该节
约的要节约，“把钱花在刀刃上”。
同时，要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不
断地对一些细节问题加强管理，加
大检查力度，到年底的时候，要进
行内部评审工作，对为提高公司品
质作出贡献的部门和个人进行表
彰。因此，2010年，要作为集团公
司的品质年，为进一步打造新南北
品牌打好基础。

1月 17日，集团公司 2009年度工
作会议在杭州清水湾大酒店召开。集团
公司领导、集团各部室及所属公司负责
人等近 50人与会。

3月 26日，“欣北·钱江国际广场产
品推介会”在余杭大厦城市花园酒店盛
大举行。本次推介会特别邀请了杭州市
政府副秘书长、钱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主任许保金等领导，以及客户、专家和
媒体记者与会，全面展示了欣北·钱江
国际广场的品质。

3月 30日，欣北·钱江国际广场首
次盛大开盘，开盘房源为 B号楼共 580
套酒店式公寓,户型面积从 33.48-92.94
平方米不等。

3 月份，杭州市委市政府授予集
团公司“社会责任先进企业”匾牌。

4月份，《新南北报》被省房地产协
会评选为全省优秀房地产专业报刊。

5月 15日至 18日，中国(杭州)第九
届最佳人居环境展览会举行。新南北集
团公司携旗下南北·西岸、青枫墅园项
目亮相于世贸中心 1期 1楼，钱江国际
广场楼盘推广也在现场同时进行。

6月 9号，杭州市长蔡奇在副市长
佟桂莉，市委常委、秘书长许勤华，市委
常委、余杭区委书记朱金坤等陪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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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6日，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
总队队长助理张兴华，率省、市、区三级
统计部门相关领导，到集团公司就房产
销售价格及形势进行调研。

7月 24日，南北·西岸荣膺“杭州·
最受网民喜爱创新楼盘”奖项，这是在
全球华人房地产家居门户———搜房网
“十周岁庆典”上传来的一大喜讯。

7 月 25日，小娟“山谷里的居民”
专场音乐会暨青枫墅园首届乐活节开
幕式在小区现场精彩上演。著名民谣歌
手小娟和她的乐队“山谷里的居民”为
到场的来宾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7 月 31日，集团公司 2009半年度
工作会议在普陀山雷迪森庄园召开。集
团公司领导、各部室及所属公司主管以
上人员共 80余人与会。

8月 7日，经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批准，浙江省市场营销协会第二
届会员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会议选举
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一致推荐陈烟土
为第二届理事会会长。

8月 15日，集团公司组织南北·西
岸业主“八月采摘纳凉游”活动。

9月份，集团优秀青年人才储备队
伍建立。

9月份，浙江新南北投资置业集团
有限公司出资收购浙江福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至此，集团公司
间接拥有了青枫公司全部股权。

9月 30日，青枫墅园首批房源交
付工作正式启动。

10月份，值新南北集团十周年之
际，策划推出“三星联动，辉耀杭城”活
动，携西岸、青枫墅园、钱江国际广场三
大项目，特别回馈新老客户。

10 月 24 日晚，第十一届杭州西

博会重头戏杭州西湖国际烟花大会
举行，运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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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的 10 月
23 日 ,时任浙江省委常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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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长许小富一起到南北商务港走访
考察。

10月 23日至 26日，浙江省第 16
届房地产博览会在杭州举行，新南北集
团旗下南北·西岸、钱江国际广场、青枫
墅园三个项目参展。

11月 3日晚，集团公司在杭州百瑞
大酒店举行南北·西岸、青枫墅园、欣北·
钱江国际广场三楼盘售楼动员招待酒
会，为冲刺年度 20亿销售目标作动员。

12月 8日到 12月 13 日，新南北
集团首届储备干部培训班举行，来自全
集团范围内的 25名年轻员工参加封闭
式集中培训。

12月份，集团公司组织相关人员
共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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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底，《钱江晚报》公布杭州
2009 年开发商成交金额前 20 名公司
名单，新南北以 21亿元排名第九。这是
《钱江晚报》根据杭州主城区、萧山、余
杭截至 2009年 12月 15日的销售数据
统计排名而成。

拜年 拜年
祝福你有个好胃
有强健的身体
祝愿你的父母家人
平安健康快乐地
和你团聚在一起

拜年 拜年
我祝你的生活乐观积极
祝你的爱情美满甜蜜
祝你所有的不快都随了鞭炮炸飞
祝你充满这春天的勃勃生机
祝你的理想之火熊熊燃烧
祝愿那欢快的酒神和诗神啊
永远陪着你嬉戏

拜年 拜年
我祝福你慈祥的父母和长辈
愿儿孙的生活让他们惬意
我祝福你家天真的孩童
愿无忧的童年有更多的乐趣
我祝福你身边求知的学子
成长为咱国家进步的栋梁
我祝福你赤诚的朋友
愿友谊之火此生不熄

2010年 1月 6日，杭州公
交集团正式开通 K461 路公交
车，往返于朱庙站（文一西路口）
和余杭汽车站之间，途径文一西
路、绿汀路，停靠羊锅村、青枫墅
园、新湖果岭等站点。公交车运
营时间从 6：00至 17：20，票价 1
元，IC卡通用，极大地方便了青
枫墅园的业主出行。
今后青枫墅园业主可在家

门口乘 K461 到朱庙站零换乘
K311即可直达杭州老城区，整
条线路路况较好，前往市区极
为便捷。
回望 2009年，随着余杭政

府对仓前区块的发展大力支
持，青枫墅园周边的配套已逐
步成熟，杭州大学城、阿里巴巴
淘宝城的开建，恒生电子的奠
基，以及文二西路延伸段、常余

路的招标完成，直达公交 K461的开通，再
加上楼盘即将施工的二期配套（12班制幼
儿园、恒温游泳池等），青枫墅园越来越深
受客户的关注。

2009年，新南北取得了辉煌业绩，全年销售额
突破 21亿元，位列杭州第九名。同时，在产品品质
提升、管理以及土地储备、人才培养使用方面都迈
出了坚实步伐。

成绩的取得是全体员工同心同德、共同努力的
结果，也离不开新南北新老业主，以及社会各界的
热忱关心与大力支持。在此，对同仁们的辛苦，与社
会各界朋友们的关爱，表达诚挚的谢意！

新南北 2010年的工作思路和目标任务已经确
定，集团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已经绘就。新的一年
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并肩，用心血和汗水获取更大
的成绩，为社会奉献更优质的产品，为推进中国城
市化进程做出积极贡献！

牛年已经过去，虎年即将到来。值此新春来临
之际，谨祝新南北员工、业主及关心支持我们的社
会各界朋友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新南北集团董事长、总裁 陈烟土

集团公司成功竞得瓶窑地块

集团公司嘉奖有突出贡献员工

桐庐新青年广场创下新年销售头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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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而为 更进一步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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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大事记选登

苍南公司：邵李生 董旺成

杭州南北：孙烈明

青枫公司：郁振祥 张利平 赵妙龙

欣北公司：王显超

物管公司：黄凯 董芳

集团公司：谢卫民 李祖靖 周一鸣

许春炜 蔡毅玲

（物管公司 曹益华）

与陈乔恩、邱泽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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