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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红石商务大厦服务中心保洁员黎万淑
的女儿因患有神经纤维瘤，正在浙二医院脑外科接
受治疗。经了解，黎万淑的女儿已于 10月 21日进行
了第二次脑瘤切除手术，但只是除去了其中一颗，现
阶段病情很不乐观，两耳也已失聪。她是一名高二学
生，学习成绩优异，是家里的骄傲，但是在这花样般
的年华里，可怕的病魔却在折磨她。从女儿看病至
今，黎万淑一家东拼西凑已经花了好几万医药费，她
与丈夫是从重庆来杭打工的，她做保洁，其丈夫在工
地打临工，家中共有三个孩子，这对本就不宽裕的黎
万淑一家是个灾难。

得知此消息，物管公司立即发起捐款倡议，向黎
万淑一家伸出援助之手。截止目前为止共募捐款
6000余元。在此，也衷心祝愿黎万淑的女儿早日康
复。

（韦的）

物管员工献爱心帮助同事渡难关

本报祝 1 月份出生的同仁生日快乐！

蚌埠公司：周东 宋超
杭州南北：苏咸伟
欣北公司：王珍雅 楼华
青枫公司：雷红斌
集团公司：曹平 姚闽 刘星

朱笑 俞中伟

本报讯 11月 29日，对于 998户购
买南北·西岸的业主来说，是一个喜庆的日
子。这天，位于杭州老城区桥西板块中拥
有一线运河景观资源的品质大盘南北·西
岸开始集中交付业主使用。
当天，颜色鲜艳的彩旗，象征吉利的大

红拱门，迎来送往的看房车，一脸喜气的业
主，各家到现场提供咨询、业务办理的装
饰、电信、数字电视等服务商，精神焕发的
公司办理交房手续的工作人员和新南北物
管人员，将整个楼盘现场的气氛烘托的异
常热烈，但却秩序井然。
从各地陆续赶来的业主，在办理完相

关手续后，高兴地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了
自己新房的钥匙，迫不及待的和家人朋友
走进自己的新家。有业主高兴地说：“西岸
拥有这么好的运河景观资源，又坐拥运河
国际旅游综合体的优势，我们已经很满意
了，现在看到自己的新房子，对房屋质量、
小区景观绿化状况、公共部位装修以及工

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职业精神都很满意，新
南北是值得相信的开发商，相信新南北还
能继续打造新的精品楼盘”。
南北·西岸于 2007年 11月 28日正式

动工，由新南北集团旗下项目公司杭州盛
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整个项

目北依红旗河，东依京杭大运河，所处地块
是地理位置不可复制的钟灵毓秀之地。独
拥众多优势的南北·西岸，自开盘以来，得
到了来自市场层面的验证，在杭州楼市掀
起桥西热潮的同时，抢购南北·西岸的客户
更是刮起了一场新南北风暴。

新南北为了不负市场的信任和业主厚
望，以不仅要做细更要做精的定位，投放精
干开发团队建设西岸，力图将西岸打造成
桥西板块的标杆之作。经过三年的精耕细
筑，一座房屋质量优良、有着精致高标准公
共部位装修，优美有档次的小区景观绿化，
高质量地下车库配套的花园般的品质楼
盘，在 2010 年 10月全面通过验收，于 11
月 29日交付业主使用。

（本报记者）

本报讯 12月 27日，青枫墅园二期地块
上彩旗飘扬，鞭炮齐鸣，一期 B2 区麓原组团
与二期运动会所开工典礼载这里隆重举行。集

团公司总裁陈烟土、副总裁许尚志
和青枫墅园开发公司总经理金韧
等领导到会致辞。
一期 B2区麓原组团位于一期

南面，依山瞰湖，地段绝佳。产品上
将做一系列创新，独创杭州市场罕
有的独联体排屋，赋予类别墅的独
特居住感受。据工程进度，本组团
预计将于 2011年下半年推出。

青枫墅园倡导健康可持续性
的生活方式，二期规划的运动会所
将有恒温游泳池、室内羽毛球馆和
健身房等，为业主的健康娱乐提供
了最佳场所。该会所是青枫墅园社
区配套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一期
B2区麓原组团与二期运动会所的

开工，标志着一个拥有多元产品类型与丰富生
活配套的大型社区正在大城西跃然呈现。

（青枫公司）

本报讯 11月 19日至 22日，由
浙江省政府主办的浙货万里行暨绍兴
市名优特产品展销会走进武汉，在武
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活动中，数
万浙江特产以直销价供市民选购，据
不完全统计，共实现展品零售 1000余
万元，签订购销合同 1亿多元，接待参
观、购物市民 4万多人次，40多家企
业通过对接活动在湖北确立了经销代
理商，其中 20多家企业与武汉中百、
武商量贩等全国知名商场超市达成合
作意向。

本次活动是浙货万里行系列活
动的第二站，继第一站世博期间上海
活动后由浙江省市场营销协会第二
次承办的大型活动。本次活动得到了
浙江省、湖北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浙
江省政协副主席张蔚文、湖北省政协
副主席仇小乐、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
孟刚、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彭勇、绍
兴市副市长张海龙，以及公司总裁、
浙江省市场营销协会会长陈烟土等
出席开幕式。

（本报记者）

本报讯 多年来，集团及所属公司
屡次通过不同形式为社会捐赠资金物
资，多行善举承担社会责任。近日，盛德
公司向杭州市财政局财政专户捐赠款
项，该笔资金主要用于当前社会重点关
注、广大农民急需的农村公益项目建设
和农业特大灾害救助，将为构建杭州市
城乡区域一体化新格局，促进和谐杭州

建设贡献微薄之力。
12月 24日，杭州市委、市政府举行农

村公益金捐赠仪式，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
记黄坤明，杭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邵占
维，杭州市委副书记王金财、副市长何关新
等市领导参加了仪式，盛德公司在仪式上
受到表彰。

（本报记者）

青枫墅园一期 B2区排屋
与二期运动会所开工

开发区第一批楼宇（总部）经济单位出炉
钱江国际广场入选

本报讯 近日，经企业自行申
报和钱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综合考
核认定，开发区第一批楼宇（总部）
经济单位名单出炉，钱江国际广场
作为开发区首席公共配套项目当之
无愧入选。
钱江国际广场是开发区标志性建

筑，位于公共主中心商贸核心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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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明年上半年正式启用。

（王珍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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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场营销协会再次倾力承办

“浙货万里行”走进武汉

本报讯 11月中旬，集团公司组织全体员工进行运
河徒步游活动，共有 60余人参加。活动分为行走比赛、茶
馆聚会、西岸楼盘参观三个环节。上午 8：15分，大家准时
在运河边潮王桥下集合，办公室向大家发放了地图并介绍
了活动注意事项。8：30分，集团公司李宝璞总会计师吹响
哨子，宣布活动开始。大家争先恐后地开始沿指定路线，向
终点出发。为增强活动趣味性，办公室还事先在途中指定
区域放置奖票，找到者可凭奖票领取相应奖品。这是一场
比体力、比耐力、比意志的比赛。大约 9：30分，参加人员陆

续抵达终点，并在位于终点旁边的钱运茶馆喝茶聚会。集
团公司总裁陈烟土宣布了行走比赛获奖人员名单，此次比
赛按抵达终点的先后顺序，设男女组一、二、三等奖共 18
名。在大家喝茶聊天的间隙，办公室安排了看房车，接送员
工到即将交付的南北·西岸楼盘现场参观。

此次运河徒步游活动旨在倡导一种文明健康的活动
方式，既锻炼了身体，又加深了部室间的联系和同事之间
的友谊，同时也让员工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公司项目开发
的情况。 （本报记者）

集团员工进行运河徒步游活动

假期，我有幸和一些亲朋渡过了为期 5天的
港澳之行。飞机降落深圳后，隔海对望的香港已
近在咫尺。此刻的我竭力克制内心的喜悦与期
待，并且告诉自己也许对面的月亮，未必会圆的
如期待的那般。不知真实的香港和想象中的会有
多大区别……

通过海关签证，我们顺利地和香港地接导
游会面。她自称“猪猪”，非常给力，各种幽默的
言词，夸张的动作，搞笑的表情，让我见识到了
香港人民的热情。来到了餐馆，虽然只是一桌
普通的各种青菜、萝卜、榨菜等，但是人生第一
次感觉到粗茶淡饭是那么的美味，也许是因为
饿了！饭后，我们乘巴士前往太平山，一路欣赏
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香港的
车，很是豪华，各种宝马、奔驰、保时捷，这些
车，内地大城市也很是常见，但是相比之下，却
少了一些高贵与清新的感觉。我一直琢磨着问
题出在哪，直到无意间听见前排朋友的感慨：
这里的地面真的好干净。一语道醒梦中人，也
许这就是问题所在。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能给
人在视觉造成冲击，带来的效果的确非比寻
常。这是一种距离，一种文明程度上的差距，相
信终有一天内地也会这样，只是时间问题。来
到了太平山，终于见识到了香港的夜景。名不
虚传，一幅豪华壮观的现代化都市画尽收眼
底，俯瞰香港的城市夜色，徐徐微风吹过，似有
各种曾未有过的感觉扑面而来。短暂的停留之
后，我们便乘着巴士来到了位于沙田的酒店，
一个挺豪华的酒店，各层住房都有其独特的各种风格，从
古典到现代。在香港，夜生活也是种文化，虽近深夜，但是
各种大小餐馆里还是座无虚席，也许香港人民更愿意以
这种方式来释放自己一天的压力，在这你可以看到各种
阶层的人，有穿着西装的白领，有穿的很普通的蓝领，在
这个工作节奏很强的社会，人们选择放松的权利是平等
的。

第二天，我们在有着购物天堂美誉的香港尽情体验
着。香港是一个注重服务质量的地区，所以在这里的每个
角落，每个场所，你都能受到一流的服务。几次去买早餐
和夜宵时，餐饮店的阿姨都会用一口不怎么标准的普通
话对我说：欢迎，谢谢，慢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
是这么的礼貌，也见过有售货员用不礼貌的语气说到：别
浪费我的时间，人家很忙。在香港 shopping是件费神费力
的事情，迷宫般的商场，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各种品牌，各
种款式，看的你眼花缭乱，买了这个又想买那个，对比之
下似乎那个又显得更好，在国内商场是逛的，在这得用跑
的，特别是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香港是个经济高度发达
的地区，也是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在这你能买到你
所有想买的东西，当然前提是你有足够的钱……我们也
很有幸地拥有了一些购物时间，相比国内，一些名牌化妆

品、服装、电子产品会便宜许多，所以自然受到
很多人的青睐。在香港购物是一种享受，无论你
有没有买东西，你都会获得意外的收获，哪怕只
是单纯的感受了这里的购物气氛。各种港式甜
点，港式餐饮，虽然有些小贵，但是味道不错，值
得品尝……
第三天我们游玩了浅水湾和海洋公园。意

外，这两个地方让我感到有些失望。浅水湾相比
内地舟山的朱家尖，青岛的大连，只是多了些名
人豪宅，而且所谓的豪宅，外面看来，也只是些
很普通的小平房，但是听说内部装潢很是豪华，
可惜没有机会亲临参观了；海洋公园相比宁波
凤凰山、杭州乐园，缺少了年轻人需要的刺激
……除了一些海洋生物之类的，没有留下多么
深刻的回忆，完美的旅行也许也需要各种平淡
的回忆做衬托。
第四天，我们早早的踏上了前往澳门的游

艇。澳门，一个不大的地方，在三座跨海大桥的
联通下，两个不大的主岛组成了这个以赌文化
著名的地区。这天我们参观了莲花广场，妈祖
庙，大三巴，澳门回归国宝纪念馆，以及金碧辉
煌的威尼斯人水城。澳门有三多：赌场多，当铺
多，取款机多。在这，人们的福利待遇都很好，普
通看病医疗都不需要付钱，而且政府每年会拨
出巨额的资金用于资助当地人民的生活。虽然
以赌为主的文化背景给外界产生的口碑可能不
太好，人们可能会说澳门赚的都是些不义之财，
包括我之前对这个地区也有一些偏见。但是澳

门正在多元化他们的经济体系。而且，据说，当地人基本
不会参赌，参赌的都是些外来人员，十赌九输，用科学的
算法分析下便知道去赌场赌博一开始就是意味着不公
平。下午，参观了美国人投资 1200亿建造的集购物，赌
博，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的威尼斯人水城，这个号称世界
最豪华的赌城果然名不虚传，近 400家国际品牌专卖店，
各种奢侈的装潢，一流的服务……对于 Macau，这么一种
特殊的文化体系，我们应该尊重它的存在，存在便有道
理，何况以赌为首的产业链带动了这个地区经济的蓬勃
发展。
在结束了短暂的 5日港澳参观之旅，我们匆忙的赶上了回

家的航班，最后东航还和我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飞机误点了
整整 3个半小时。短暂的五天，体会到了内地和港澳之间的各
种差异，包括经济的差异，文化的差异等等，有许多值得借鉴和
学习之处。港澳之行，收获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心情上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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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22
日，以提高直街商户、居
民的防火安全意识和安
全自救能力为目的，由
新南北物业联合管委会
精心组织了消防安全系
列活动，为小河直街历
史文化街区织就一张消
防安全网。

受邀的拱墅区消防
大队专业警官为街区全
体商家、居民进行了一
次防火安全知识培训，
以大量鲜活的案例，从
火灾预防、自救与逃生
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
介绍。培训内容为：居民
如何正确使用家中的消
防喷淋、烟感报警器等

设施；商户如何在生产经
营中做到消防安全；物业
如何做好消防基础设施
的巡查及维修。
同时进行消防知识竞

猜的互动及室外实际操作
演练，通过互动和实际操作
使得大家不仅学到了防火
知识和火灾扑救技能以及
逃生办法，提高了大家对于
防火重要性的认识，为街区
做好防火安全工作打下了
重要基础。

活动最后，上级消防
职能部门领导对直街商
户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指
导，进一步保障了街区的
消防安全。

(物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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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期最新实景

捐赠仪式现场

开工仪式现场

给小河直街织
一张消防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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