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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

HappyBirthday

本报祝 11月份出生的同仁生日快乐！

集团公司： 兰燕仙 俞田华 姚晓艳 史吕忠
李桂荣 高相华

青枫公司： 陈晓路 叶其森 虞爱民 赵朝娅
欣北公司： 余樟松 陈海斌 胡虹洁 邵国炎
康信公司： 汤源清 龚文红
物管公司： 钱根姣 庄 萍 陈 玲

吴伟政 宋新平 张会娟
蚌埠公司： 黄 静
铜仁公司： 王 坚

忆瞬间

作者：青枫公司 叶其森

《火树银花不夜天》

新南北集团信息化三大模块
上线应用培训正式启动

本报讯 随着 EAS项目实施工作
的不断推进，与之相关的各模块上线应
用培训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有序进
行中。近期，集团公司 EAS信息化系统
的三大模块———成本、销售、财务的上
线应用培训会先后举行。集团公司总裁
陈烟土、执行总裁许尚志出席会议，集
团公司相关部室与所属公司有关人员
接受培训，培训会由各模块关键用户与
金蝶公司负责人员主讲。
其中，成本模块由关键用户朱笑和

金蝶公司该模块负责人李俊峰主讲。讲
座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
基础知识演讲，主要介绍了 EAS成本
合同模块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操作流
程，在演讲中采用上机演示与文字稿相
结合的模式；第二部分为上机操作，要
求参训人员在测试机上就事先搭建好
的“南北·乐章”项目模块进行相关操
作，并解答相关流程在实际应用中的各
种疑问。
销售模块主要是在 EAS其他基础

模块上建立运作的，最主要的作用是
协助集团公司各个开发项目进行销售
管理，其中客户营销管理与售楼管理
最为重要，同时也是 EAS销售管理模
块的核心组成部分。该模块的上线应
用培训由关键用户张晓俊与金蝶公司

销售模块负责人曹晓云主讲。经过近
两个小时的上线培训，与会人员对于
EAS销售模块的原理与操作有了基本
的认识与了解，也为下一步“南北·乐
章”项目销售模块的正式上线推广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财务模块和固定资产模块的上线
应用培训由集团总裁助理黄淑鸣主
持。培训过程中，金蝶项目组人员首先
为大家演示并讲解了软件的应用操作
流程及相关注意事项等，对该模块业
务流程中的初始化、凭证录入、复核、
审核、过账、期末处理、报表编制的会

计操作全流程都作了详细讲解，最后
与培训者展开互动交流。各与会人员
全神贯注认真投入，培训达到了预期
的效果。

信息化将有效提升企业管理水
平，促进企业从分散型、粗放型向集约
化运作、精细化管理的转变，高度提升
企业的竞争力。目前，集团信息化软件
系统正处于全面培训与试运行阶段，
要实现面向管理、面向决策功能的信
息化目标，需要依靠各部室和所属公
司的不断使用和推进。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 10月 27日，集团公
司总裁陈烟土、杭州市城建设计
院院长杨书林和贵州铜仁锦江置
业有限公司股东代表黄海林莅临
贵州铜仁锦江置业有限公司检查
工作。陈总一行三人在公司总经
理王坚的陪同下，冒雨来到铜仁江
宗门半岛项目工程工地，了解拆迁
工作进展情况。随后召开了公司
全体员工会议，公司总经理王坚对
该工程的前期工作作了全面汇报。
陈烟土总裁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
通报了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对铜
仁江宗门半岛项目工程的前期工
作成绩作了肯定。陈总要求，铜仁
公司要加强和政府的联系，加快折
迁工作进度，争取尽快动工；在工
程设计方面要结合当地的民族习
惯；同时注重加强公司的规范化
管理，争取把工作做得更好。

（铜仁公司）

本报讯 浙江省第十八届房博会于 10月 21至
24日在丹桂飘香中拉开帷幕，分设杭州和平会展中
心和世贸会展中心两个展区。本次房博会上，新南北
集团携“南北·乐章”以及“青枫墅园”两个项目亮相
和平会展区。

此次新南北集团展示的南北·乐章项目是本年
度新南北集团重点推出的新楼盘，位于瓶窑新城核
心区，背靠良渚古文化遗址以及万亩北湖湿地，使
其成为杭州城北不可多得的大型生态居住社区。南
北·乐章主打“22万平米的动人社区”概念，以现代
风格为建筑的设计理念，是新南北集团继南北·西
岸后又一高品质楼盘。城市交通发展日新月异，使
得瓶窑新城与主城区的纽带越加紧密，除现有的
104国道，明年即将开通的杭长高速也将迅速构建
起连接起杭州西部与北部地区的另一交通大动脉。
在房博会上，南北·乐章一亮相便受到媒体与参观
者的强烈关注，新颖的展位设计加上 IPAD等高科
技元素都体现出新南北集团对于该项目的重点打
造与投入，期间各方纷纷询问相关信息。

在集团展位的另一端是杭州青枫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的青枫墅园项目，时下主推的三期语山组
团主力产品为 88平米可变三房公寓，同样是面对
刚需客户群体。经过四天的市场检验，客户普遍对
青枫墅园的前景表示认同。这主要得益于目前周边
重大配套社区的相继成型，包括明年开学的杭州师
范大学、2013年启用的淘宝城、筹建中的英皇影视
文化村等。这些配套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杭州城
西的认识：一是城西生活圈随之扩大，二是城西生
活中心的西进。因此，对于众多刚需人群来说，投资
现在即是赢得未来，在总价适当的情况下选择有切
实配套基础的板块及楼盘，青枫墅园无疑是相当不
错的目标。据了解，目前青枫墅园也正通过自身配
套建设的加速，实现与外围整体配套的对接，包括
超市、商业街、乐活农场、幼儿园、二期会所（含恒温
泳池、羽毛球馆、健身馆）等，为业主呈现富有品质
感的杭州生活。

（营销管理中心、青枫公司联合供稿）

新南北集团参展浙江省第十八届房博会

▲南北·乐章展位，两名参观者正在饶有兴致地点击
IPAD中的售楼介绍

▲新南北集团公司展位

青枫墅园展位前，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众多

流光易逝，斗转星移，《新南北报》在您的陪
伴下已经成长了三年有余。常改常新、为读者提
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是每一个办报人的职业
使命，为了更好地凸显个性，树立品牌，《新南北
报》决定将本报第四版以文艺副刊的形式定期出
刊。现向本报读者广发“征集令”，在全集团公司
范围内开展副刊名称有奖征集活动。具体要求如
下：
一、征名要求
1、名称应能体现企业特色为宜；
2、简洁凝练、鲜明大气，一般为 4个字以内；
3、富有内涵。
二、活动说明
1、来稿应注明名称、创意阐述、作者姓名及

联系方式；
2、名称一经选用，将在全公司范围内公布副

刊名称及作者姓名，并给予一定奖励；
3、投寄方式：
（1）邮寄地址：杭州潮王路 218号红石商务

大厦 302室《新南北报》编辑部（310005）；
（2）E-mail：751134430@qq.com；

QQ：751134430；
（3）联系电话：（0571）88223685-8003，联系

人：周游；
4、征集活动截止日期：2011年 11月 25日。
三、其他事项
1、为避免多人申报同一个名称的情况出现，

我们会将第一时间申报的作者视为唯一候选人，
本报编辑人员会及时在公司 QQ群中公布征集
活动的最新动态；

2、欢迎大家踊跃加入公司群 （群号：
16613402），验证信息为“本级部室 /所属公司名
称 +实名”。
欢迎广大读者员工积极来稿、献计献策，相

信集体力量的凝聚一定能碰撞出更奇妙的智慧
火花。本报今后也将加大文艺副刊的策划、组织
力度，打造品牌栏目，提高版面质量。期待大家的
积极参与！ （周 游）

《新南北报》副刊名称征集令

本报讯 近期，为了丰富盛德嘉苑小区中小学生的
业余生活，营造和谐的社区氛围，浙江新南北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与盛德嘉苑业主委员会联合举办了中小学生
硬笔书法比赛活动。比赛受到了小区业主的广泛关注，
适龄青少年踊跃报名、积极参与。

比赛中，物业公司还邀请了浙江省书法协会王正良
老师等作为评委，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点评。经过评委
们地认真评比，此次中小学生硬笔书法比赛的获奖名单
出炉，共有 14人分获一、二、三等奖。盛德嘉苑服务中心
和业主委员会对获奖者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品，对其他
参与者也分发了参与奖以兹鼓励。

此次活动的举办为物业公司和业主提供了一个互
动的平台，受到了广大业主的赞扬。盛德嘉苑物业服务
中心也表示，今将继续举办类似的活动，为构建和谐社
区继续努力。 （物管公司）

营造和谐社区 丰富业余生活
盛德嘉苑物业中心举办中小学生硬笔书法比赛

一等奖作品选登：

作者：陆天岑 作者：尹路 作者：詹智涛

作者心得：10月
23日晚，我在钱塘江
北岸观看了“2011杭
州国际烟花大会”，
40分钟的燃放时间，
炫丽的烟花绽放杭
城，美不胜收，江边
的座位席上不时传
来一阵阵惊叹声，我
用相机定格下了这
美丽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