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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开发取得新进展，企业发展
再添后劲
（一）、实现新开工面积任务过半的目

标
上半年，项目新开工面积共计 16.388

万平方米，完成年度目标的 51%，其中钱
江国际广场二期 10.7万平方米于 6月 1
日实现开工，青枫墅园三期 A区 5.688万
平方米于 6月 8日实现开工，实现了时间
过半，项目新开工面积达到预定目标过半
的目标，为公司下步发展做好了铺垫。
（二）、公司土地储备量再获增长
一是竞拍获得余政挂出（2009）78号

地块，也即瓶窑项目。
二是合作竞拍获得余政储出（2010）

05号和 06号地块，即余杭华坞村项目合
作地块。从目前预计来看，该地块极具区
位优势和地段优势，属于市场风险小且
投资回报率较好的项目。

二、在建工程项目建设基本顺利，工
程进度基本达到目标要求

上半年，公司在建项目有七个，截止
到 6月底，各项目的工程建设进度情况如
下：
（一）、南北·西岸项目各项验收工作

陆续展开，已完成土建单项竣工验收和人
防质监验收，开始交警、规划等验收工作。
（二）、盛德嘉苑三期 C地块截止六

月底，已完成外立面装饰、铝合金门窗安
装、室内地坪浇捣和外架拆除，进入主体
工程收尾和室外工程施工阶段。
（三）、青枫墅园项目一期 B1区：完成

外墙砂岩、外墙涂料、铝合金门窗、公共
装修等工作，大部分脚手架拆除，36#楼
主体结构完成至一层，电梯安装完成。市
政工程完成部分综合管线埋设。景观工
程完成大部分种植土回填及部分大乔木
种植，完成 A车库顶及多层北侧区域除
灌木及草皮外的所有绿化种植。水电安
装工程完成人防、多层消防喷淋管调试、
车库桥架等工作；完成小高层、高层、多
层配电箱接线、弱电箱体等工作；完成雨
污水管施工；完成燃气管道及多层北面
电力管线工作；完成 1号路雨污水管道、
电力、电信、华数及高层 20#、28#楼西面
雨污水、自来水等工程的施工。
（四）、欣北·钱江国际广场：一期：B

楼内装修工程已基本完成，C楼开始精装
修；外立面装修工程，除 C楼人货梯处尚
在施工外，其他均已完成；电梯安装工程
除 A楼外，基本完成；市政、景观工程已
开始施工；燃气、自来水工程室内部分已
基本完成；三个配电房设备安装完成。二
期：项目现场实现三通一平工作，并按
目标要求实现开工。
（五）、桐庐新青年广场已基本完成

室内公共部位装修工程；通过了桐庐县
质监局和五方主体及相关部门的竣工
验收工作；完成屋顶花园的施工；室内
消防、人防、防雷等工程如期完成；地下
停车泊位完成了划线、编号等工作。

（六）、富阳双溪天城二期 3 月底前
全部完成市政、绿化、电力等工程并通
过验收；完成管道煤气瓶组站设备安
装；6 月份，完成消防、电梯工程安装并
调试；

春节前完成 12—28 号楼的建设工
程验收工作，市政、绿化、规划、有线电
视、电信、自来水等在 3月份完成验收工
作，在 5月中旬取得竣工验收合格证书；
6月份完成人防、消防、档案、电力、物业
用房等验收工作，并在月底前办理完成
竣工备案相关手续，开始向二期业主正
式交房。
（七）、蚌埠米亚花园二期 1月底，17#

楼主体封顶；19#楼 5 月 8 日主体封顶；
10#、18#楼 5月 30日主体封顶；14#楼于
6月中旬主体封顶；16#楼 6月 30日完成
主体封顶；15#楼单体已拆除外架，工程
进度与所定工作目标提前一个月完成。

三、销售工作在市场形势起伏中依
然取得了一定的业绩

由于受宏观调控及市场形势的影
响，销售工作开展虽然碰到不少的困难，
但相关部门能根据通知精神，积极行动
起来，围绕销售目标大力开展销售工作，
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此外，在租售工作方面也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比如桐庐公司针对新青年广
场楼盘的实际情况和性质，做出了经营
策略调整，对部分楼宇改售为租，并积极
开展招租工作，取得一定效果。又如资产
经营管理部门针对集团公司名下各个项
目剩余的尾盘资产，积极开动脑筋，想方
设法，销售余留资产，进一步提高了余留
资产的保值增值率。

四、勤炼内功，管理更趋精细，管理
水平有所提升
（一）、制度等规范性文件建设工作

得到加强
为进一步抓好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建

设，5月下旬，集团公司领导专门召集相关
部门召开制度建设讨论会，并将建设的责
任落实到相关部室、相关责任人。截止到 6
月底，相关部室已拟订或修改完成制度等
大部分规范性文件，共已完成拟订《预算
管理制度》、《员工道德操守条例》，修改完
善了《所属公司人事管理制度》、《办公例
会制度》、《精装修施工合同范本》、《景观
绿化施工合同范本》、《精装修设计合同范
本》、《房屋租赁合同范本》等规范性文件
18项。
（二）、成本费用管控针对性和资金

运筹能力进一步得到增强
一是预算费用更加明确和细化，预

算管理针对性得到增强。
二是针对不同审核项目，加强成本

控制力度。半年来，共审核预结算项目
77个。

三是未雨绸缪做好资金运筹，为企业
正常运转提供坚强保证。与此同时，积极
配合所属公司，特别是青枫公司、欣北公
司，做好资金融通的指导和服务工作，帮助
二个公司顺利实现年度融资目标。

（三）、严格把好工程
质量关，着力品质建设，促
进管理水平新提升

上半年，集团公司工
程质量管理部门和监管部
门，积极按照工作目标要
求，通过参加监理例会、现

场日常检查、定期不定期抽查、加强与施
工单位协调沟通、《工程质量管理通报》
反馈等形式，严格抓好工程质量，努力把
好项目的工程质量关，确保集团公司“制
造”出来的房产品质量过硬。

与此同时，集团公司各相关部门，积
极按照年初确定的“大力在品质上下功
夫”的总体思路要求，花更多精力着力于
品质建设，并做了许多工作，进一步促进
了管理水平新提升。此外，为了确保工程
品质，绝不放松对细节的管理。如在图纸
审核时，尽可能做到精致、细致，不放过一
丝细小的设计误差；在精装修的施工过程
中，尽可能要求按图原样施工，即使对着
色、用材等要有细微的修改时，也须在进
行认真的讨论和比对后，才会作出修改；
在对工程的现场检查中，不放过对一些隐
蔽部位、施工节点的现场察看，确保施工
出来的产品与图纸原样基本一致。通过细
节管理，进一步提升了管理水平。

五、整合物管公司有限资源，进一步
促进管理升级

上半年，物管公司积极按照年度工
作报告提出的要求，在认真分析和研究
的基础上，大力整合物管公司现有的有
限资源，以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首先是提高兼职收费人员的规范化
工作水平。

其次是抽选组织骨干力量做好物管
前期工作。

第三是合理利用现有资源，整合重
组，成立“新青年片区”。现阶段，该片区
各项目物管服务工作初显井井有条，各
项管理服务工作也在稳步提升中。

成绩的取得固然可喜，但我们也应
该清醒地看到，在上半年工作的过程中，
我们还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和问题，在下
一步的工作中还有待我们去深思和解
决。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销售目标完成情况不理想，销售
任务十分艰巨

纵观上半年的销售工作，一些部门
的销售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不尽人意，与
年初所定目标差距较大，下半年要想全
面完成，任务十分艰巨。销售不理想，虽
然与房产市场形势有关，但也与我们对
销售工作抓得紧不紧、有没有全身心地
投入有很大关系，这需要引起我们足够
的重视和警觉，并努力想方设法在下半
年力争弥补、赶上。

二、有些在建项目的工程进度在完
成的时间节点上延误较多

这些在建项目工程进度有延误，主
要是在完成的时间节点上，与所定目标
要求有一定的差距，需要我们引起足够
的重视。

三、工作有所松懈，完成目标任务的
紧迫感不强

从上半年对各部室、各所属公司的
目标完成情况的检查结果来看，各部室、
各所属公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工作任
务未完成的情况：
如有些工作目标，完成时间比预定目标
要求延后较多；有些工作目标，要求上半
年完成，但目前来看肯定要拖延到下半
年去完成了；有些工作目标任务，则是应
开展而没有开展等等。

基于我们对房地产市场的判断，我
们决定今年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不
作任何变动，依然按原定目标执行，总体
工作思路也不作改动。因此，我们要继续
炼好内功，在思路上高度重视，按照各自
职责，努力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坚持做
到抓好自身工作不松懈。

为此，对于下半年的工作要点，我们
强调四点：

一、要继续把销售工作放在突出的

重要位置
我们各部室、各所属公司在开展工作

的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依然
要继续把房产销售工作放在突出的重要
位置，特别是销售部门负责人和所属公司
负责人，要更加关注销售工作、研究销售
工作，认认真真地按照集团公司年度工作
目标的要求，想方设法完成，甚至是超额
完成年度销售工作目标任务，以实现公司
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二、努力在品质上下功夫，实现品质
大提升

今年年初，公司提出了“品质建设
年”的口号，公司为此也做了多方面的切
实行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下半年，我
们还要继续努力在品质上下功夫，以期
实现项目品质的大提升。

一是要继续真抓严管工作建设质
量，努力提升工程品质

1、现场工程质量管理人员还要付出
更多的责任心。我们驻项目现场的工程
质量管理人员，一定要有对项目工程负
责，对公司负责，对业主负责的态度，把
好工程质量关，努力消除工程质量上的
瑕疵和隐患，确保项目良好的工程质量。

2、工程质量检查部门还要有更大的
作为。作为工程质量检查部门，要严格按
照年度工作目标的要求，加大对在建项
目的工程质量检查，加强对工程建设质
量的监督力度，特别是对一些容易产生
质量问题，易留下隐患的部位，更要加大
检查的力度。要严格按照公司已经出台
的工程质量缺陷（事故）处罚办法等制
度，加强对相关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切实
通过制度落实来加大对工程质量的督导
力度，做到奖罚分明，处理有据。

二是要胸怀“品质建设”的理念，勤
思考，行实事，努力实现品质的大提升

我们必须要时刻胸怀“品质建设”的
理念，积极思考，并切实行动起来，在诸如
规划设计、景观环境、户型、物业服务、配
套建设等各个方面，努力做到比原来工作
更上一层楼。此外，我们还可以在一些有
形或是无形的内容上做些文章，给消费者
提供一些产品思想上的东西，比如人文关
怀、生活理念关怀等等。既有形，又有物。
只有把这些综合因素都考虑到了，也确实
做到了，我们的房产品才臻于完善，达到
完美，从而最终实现品质的大提升。

三、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工作节奏，
努力实现各项工作目标

针对下半年要完成的各项工作目标
任务，包括各项延误的工作，我们各部室、
各所属公司唯有加倍努力，加大工作力
度，加快工作的节奏，通过进一步统一员
工思想，认真地对上半年的工作情况进行
深刻的分析和总结，对照年度工作目标任
务内容，特别是对于一些时间紧迫性强、
目标任务要求高、必须完成的工作如南
北·西岸、青枫墅园等正式按期交房、提高
物业管理费的收缴、各项重点工作和规章
制度的落实检查等等，务必要排出合理、
细致、周全的工作计划，并将计划细分，落
实具体责任到人，奖罚措施到人，才能把
上半年未完成的目标任务追赶上、弥补
好，才能把下半年的工作任务紧抓完成，
从而实现全年的各项工作目标任务。

四、加快企业规章制度建设进程，全
力构建企业管理基本框架

目前，集团公司各部室已经根据公
司规定的时限要求，基本草拟、修改完成
了《预算管理制度》等 22项规范性文件。
会后，集团公司将抽取时间，组织力量，
分批加强对规章制度等规范性文件的研
究、讨论、再修改等工作，并争取在下半
年适当时机，讨论通过，汇总整理后编辑
出版《管理手册》第二辑，从而初步构建
起集团公司企业内部规范管理的基本框
架，基本实现通过完善的制度提升内部
管理水平的目标。

坚定信心 扎实工作
努力实现全年工作目标任务

———2010年半年度工作报告（精读）

8月 6日，集团公司召开了 2010年半年度工作会议，许尚志执
行总裁代表集团公司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报告回顾总结了上半年
度的各项工作，部署了下半年度的工作要点。报告全文 10000余字，
我们对报告进行了梳理，提炼出主要内容，缩短了篇幅，以方便大家
阅读学习。

第一部分 上半年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第二部分 下半年工作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