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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集团总师办、工程管理
中心，及各所属公司派员参加的验房工
作组，于 2010年 9月 13日至 9月 21日
对南北·西岸项目进行验房。工作组严
格按照《建设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
准》、《杭州市住宅工程分户检验管理暂
行规定》对南北·西岸项目 1－17#楼共
998套住宅进行逐套、逐项检验。

工作组重点检查强制性规范执行
情况，工程观感质量和使用功能质量
等。主要检查检验项目及内容有：

1.建筑室内空间尺寸：室内净高、净
开间及净进深；

2.楼地面、墙面、天棚面层工程：有
无空鼓、裂缝、脱层和爆灰等现象，空
鼓、裂缝、脱层和爆灰是否超出规范允
许范围；

3.门窗安装工程：该分项工程主要
检查内容有窗台高度、外窗渗漏、推拉
窗防脱落措施、安全玻璃认证标识等；

4.栏杆安装工程：主要检查栏杆高
度、竖杆设置以及护栏玻璃等；

5.防水工程：屋面是否有渗漏、卫生
间等有防水要求的地面是否有渗漏、外
墙是否有渗漏等；

6.给排水工程：主要检查管道是否
有渗漏、坡向、地漏水封高度、阻火圈设
置等；

7.电气安装工程：主要检查相位有
无接错、接地线是否漏接，电源控制回
路编号及标识、漏电保护灵敏度；

8.其它：排水通气管、烟道设置及附
件。

通过认真仔细的分户检验、检查，
工作组成员一致认为，南北·西岸项目
工程质量确实是很好的，尤其是混凝土
地面，没有空鼓、没有裂缝。有的验收人
员开玩笑说：“想鸡蛋里挑骨头，硬是没
有挑出来”，小高层、高层的质量可说是
优良。但项目也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主要是极少量房屋还存在少量空
鼓、渗漏等一些土建方面的问题，以及阳台栏板玻璃有违反
规范安装情况，有户内所有配电箱均无回路标识、少量插座
相位接错的问题、有少量开关插座面板安装高度不统一、安
装松动、不平整；户内大多数配电箱、开关、插座收边不好等
一些安装方面的问题。
在验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总师办已经积极会同集团

工程管理中心责成并督促施工单位组织进行整改，并对整
改过程进行跟踪检查，对整改结果进行最终复验。相信能交
给客户一个合格和满意的产品，以期赢得市场的认可、社会
的良好反响。
目前，南北·西岸项目正在进行交房前的收尾工作。不

久，一座崭新的花园般高品质小区将向业主交付使用。
（集团总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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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0年 8月 29日，杭州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邵占维和市委常委、余杭区委
书记朱金坤，副市长佟桂莉，市政府秘书长许

小富、副秘书长董祖德、王平及市有关部门负
责人一起来钱江经济开发区调研。开发区领
导班子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陪同调研。

邵占维一行实地考察了贝因美婴童乳
品项目、欣北·钱江国际广场、能源与环境
产业园、运达风电项目，随后召开会议听取
了开发区的工作汇报。邵占维在充分肯定
近年来钱江开发区各方面工作所取得的成
绩后指出，钱江开发区是杭州新的经济增
长点，应该打造成为杭州科学发展的先行
区、示范区，带动全市产业结构调整。在会
上，邵占维对开发区提出的增加资本金、落
实土地指标等方面要求表示支持，并要求
市级各有关部门和余杭区全力以赴支持钱
江开发区发展，使钱江开发区成为杭州经
济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代市长一行专程考察钱江国际广场项
目，了解项目进展及各项情况。期间，集团
公司执行总裁许尚志接待陪同，许总向代
市长介绍了钱江国际广场项目的综合功能
及前景，汇报了工程进展情况。钱江国际广
场是开发区标志性项目，对开发区具有强
大的配套功能。代市长对此表示肯定，希望

继续抓好工程质量和进度，把这个开发区
标志性建筑做好。
项目概况：欣北·钱江国际广场是由浙

江新南北集团与杭州市开发投资公司共同
出资建设的一个大型综合配套项目。该项
目位于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又名钱江科
技城）内，兴元路与顺风路西南交叉口，总
占地 64亩，总建筑面积约为 22万㎡，是集
酒店、商业、办公、社交和居住等于一体的
杭州北部城市综合体。目前，项目一期开发
面积为 9.6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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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得到杭州市委、市政府、钱江经济

开发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项目
开工建设两年来，历任市、区主要领导多次
亲临现场，了解项目情况，关心工程建设。

杭州市代市长视察钱江国际广场

记忆·领导关怀

据媒体报道 青山绿水掩映的余杭南湖
和西溪湿地之间，将建成杭州乃至浙江的智
慧宝库。浙江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园（海创园）
已于近期落户于此，要以知识和科技做“燃
料”，助推杭州乃至全省经济转型发展步伐。

在仪式上，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
黄坤明宣布浙江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园成
立。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杭州市委副书
记、市长蔡奇发表讲话，他要求：“坚持把引进
海外高层次人才作为首要目标；坚持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建设；坚持省、市、区多方联动、合
力共建。”

规划地铁 5号线穿园而过
海创园落户余杭创新基地，规划面积

约 3平方公里。东邻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南靠小河山高教园区；园区周边，浙江理工
大学科艺学院、浙江省委党校先后建成；占
地 3000亩的杭州大学城也在建设中。
目前，已建成的杭徽高速、02省道、文

一西路、文二西路等多条道路，串联起了海
创园和杭州主城，规划中的地铁 5号线也将
穿园而过，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拉近了园区
与主城距离，从海创园到西湖是 15公里。

特别欢迎新能源、新材料、物联网等企业
昨天海创园成立仪式上，还举行了瑞丰

生物技术项目、易文赛生物工程项目、抗肿
瘤新药研发项目、海洋石油装备开发项目等
首批 15家入驻海创园企业项目签约仪式。

这 15家企业走的都是高科技
路线，比如新型太阳能材料研发项
目，计划投资 1.5亿美元，通过 3到
5年时间，建成集科技研发、创业孵
化、技术转移、国际交流等为一体的
国际化研发和产业化基地。
根据要求，进驻园区的企业创新平台，

必须符合浙江省产业发展导向，处于产业
高端地位，尤其欢迎新能源、新材料、物联
网、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研发部门入驻。

15家首批签约项目，确保在年内动工建
设或入驻园区。海创园还将通过 5年努力，
引进 10名左右在业内有较大影响、居于世
界先进水平和国内领先地位的科技领军人

才，集聚 100名左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
握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的高端研发人才，
1000名左右熟悉掌握研发技能的科研骨干。

余杭区还说，将加快周边人才公寓、国
际学校、商业金融、医疗保健等生活配套设
施建设，努力创造与国外条件相近、机制相
通、文化相容的良好创新创业环境。
注：青枫墅园项目位于文一西路延伸

段南侧，与省委党校、阿里巴巴近在咫尺。

浙江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园已落户余杭创新基地
板块日趋成熟 青枫墅园独享优越

▲2008年 8月 1日，杭州市副市长佟桂莉在
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陪同下，赶到钱江国际广场
项目现场视察，并表示相信该项目一定会取得圆
满成功，为钱江开发区的发展做出贡献。

▲2008年 9月 16日下午，时任浙江省委常
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在市委常委、副市长沈
坚，市政协副主席董建平等陪同下，实地考察了钱
江国际广场项目。在离开项目现场时，王书记微笑
着向陈总表示他期待着该项目的好消息。

▲2009年 3月 26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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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副秘书长、钱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
任许保金亲自到场，并发表致词。

2009年 6月 9号，时任
杭州市长蔡奇在市委常委、秘
书长许勤华，市委常委、余杭
区委书记朱金坤，副市长佟桂
莉等陪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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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市长专
门向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了
解项目进展情况，并对该项目
寄予厚望，希望建成后能为钱
江经济开发区做好商务办公、
购物、酒店等配套服务。

2010 年 5 月 19 日，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黄坤明，在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许勤
华、副市长佟桂莉等领导陪同
下，来到钱江经济开发区视察
工作。期间，黄书记一行专程
来到钱江国际广场项目，了解
项目进展及各项情况，陈烟土
总裁向黄书记介绍了钱江国
际广场项目的综合功能及前
景，汇报了工程进展情况。

据媒体报道 现在，要看浙江省级以上名中医如果
不提前一两个月预约很难如愿，越来越多的人拥挤到城
南河坊街上，就是想一睹名中医的风采，领略他们的精湛
技艺和高超医德。不过，再过两个多月，城北的市民就不
用“出远门”了，在古色古香、修旧如旧的桥西历史街区，
方回春堂、天禄堂、大运河名医馆已陆续入驻并开业。

桥西历史街区着重引进国药、民宿、餐饮和特色零
售等“怀旧”商业，目前招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其中国
药部分主要分布在街区内新修缮的张大仙庙周边。翻
过拱宸桥，就来到桥西历史街区。桥弄街与桥西直街拐
角处，映入眼帘的是方回春堂巨大的广告招贴，老房子
里的电锯声发出了嘈杂的声响，装修工人们正在按照
国医国药馆的要求，对门楣和室内布局进行重新装修。
方回春堂国医馆董事长丁志强说，考虑到杭州市中心
已经有方回春堂、胡庆余堂、万承志堂、张同泰等知名

的国医国药馆，方回春堂选择城北，将分流原先往市中
心去的人群，让城北的老百姓不用走很多路，在家门口
就能看得了名中医。
不过，城北的中医中药氛围由来已久，此次入驻桥

西历史街区的天禄堂原先就是杭州的老字号，始建于
1849年，原址位于运河边卖鱼桥茶亭庙。天禄堂以经营
中药材闻名，历史上因占据杭州运河的优越环境，批零
兼营各省道地药材并有杭城名医坐堂诊疗，以致杭州
城内诸多著名药铺都乐意从天禄堂购进中药材，杭嘉
湖一带的人常常坐船来天禄堂问诊买药。

据有关史料记载，上世纪 50年代初，天禄堂为与
胡庆余堂、叶种德堂、泰山堂、张同泰齐名的五大知名
药店之一。不过，本世纪初以来，随着民营连锁中药店
纷纷兴起，天禄堂经营不善，最终于 2008年 4月份停
止经营。随着桥西历史街区招商工作的推进，天禄堂将
在桥西历史街区重新开业。天禄堂建筑面积 1200平方
米，分为国医馆和国药馆，将开设全科中医门诊，邀请
省级名中医前来坐诊，销售各种道地药材，重在恢复城
北老百姓对天禄堂的记忆。
在桥西历史街区桥西直街上，还有一处建筑面积

达到 1200余平方米的大运河名医馆，与前两家民营国
医国药馆不同，大运河名医馆由拱墅区中医院创办，除
了国医国药外，还开设针灸等适宜技术体验、养生保健
教育和兼具社区卫生功能的医疗服务。拱墅区卫生局
相关负责人说，方回春堂是成熟的国医国药馆，天禄堂
是拱墅区的老字号，大运河名医馆由公办医疗机构创
办的国医国药馆，三家国医国药馆各具特色，市民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医馆入驻桥西
城北百姓也能在家门口看名中医了

☆ 比赛规则：
（一）参赛对象：青枫墅园业主和摄影爱好者
（二）参赛作品要求：
1、参赛作品须为 2010年 9月 1日 -10月 10日期间在青枫墅园小区及

其周边所摄，表达主题为青枫墅园优美环境，主办方有资格审核照片真实性
及表达主题与本次活动契合性并决定作品参赛资格。

2、所有参赛者需寄送参赛作品的 10寸照片（10寸以长边为准，不限黑白、
彩色，谢绝数码创意合成作品）至青枫墅园销售中心，画面清晰，不得装裱，不得
加入边框、水纹、签名等修饰。

3、参赛作品数量不限，单幅、组照均可（组照视为一件作品，限 6幅以内，组照照片规
格单幅不低于 7英寸不超过 10英寸）。

4、每幅参赛作品须在照片背后写明作品标题（不超过 10个字）、拍摄地点、作者真实
姓名、住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作品简明文字说明。入围后，作者必须提供该作品的电子文件。

5、摄影作品必须为原创，如发现抄袭、弄虚作假或剽窃等行为，将取消参赛者参赛资格。任
何参赛作品如侵犯他人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参赛者自行承
担。主办方不承担因参赛者个人侵权、违约等行为所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

6、主办单位享有永久免费使用所有获奖和入围作品的权利，可以重复使用这些作品进行出版、展览
和宣传等，无须另行征得作者的同意，亦无须另行支付稿酬。主办方在使用过程中尊重作者的署名权。

7、参赛作品不退稿，作者须自留备份。
8、比赛投稿截止日期：2010年 10月 10日（以邮戳日期为准）。

☆ 评奖及奖项设置
（一）评奖：主办单位将在 2010年 10月下旬聘请摄影界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对获奖者将在

2010年 10月下旬颁发奖金和证书，在适当的时候对获奖作品在青枫墅园小区及房交会展位等进行集中
展览。
（二）奖项设置：
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5名，入围奖 10名，业主参与奖若干名。
（三）奖励标准：（个人所得税自理）
一等奖发给荣誉证书，价值 5000元奖品一份；
二等奖发给荣誉证书，价值 2000元奖品一份；

三等奖发给荣誉证书，价值 800元奖品一份；
入围奖发给荣誉证书，价值 300元奖品一份；
业主参与奖发给荣誉证书，精美纪念品一份。
（四）获奖通知方式：将有专人电话通知获奖者。获奖者凭身份证领取奖

金、纪念品和证书。
凡参赛的作者，均视为同意并遵守以上规则。本次摄影比赛活动最终解

释权归杭州青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
☆参赛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葛巷村青枫墅园售楼部
邮政编码：311121
收件单位：杭州青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部
联系电话：0571-87975228 87975338（请于每日 9:00-17:00期间拨打）

青枫墅园乐活四季之
“摄影作品征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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