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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辞：五十多岁
的老李同志，不远千里
来到了龙坞，为我们做
了半天的义务摄影工
作。瞧他专注的神情，无
愧为“最敬业义务摄影
家”。

集团公司召开会计核算规范培训会
本报讯 10月 19－20日，集团公司会计核算规范

培训工作会议在三楼会议室召开，集团公司总会计师
李宝璞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青枫房产、欣北投资、
建德置业三家公司和集团财务部、审计部财务会计人
员参加了培训会。培训会由集团公司总裁助理黄淑鸣
同志主持并讲解。

据悉，本次培训的主要内容是新企业会计准则暨
各相关业务核算方法发生的重大变更。主讲人黄淑鸣
首先简要介绍了集团准备启用新企业会计准则的缘由
及分步实施的流程与注意事项；此后介绍了金蝶软件
实施的大致过程以及财务模块实施的具体过程，并就
各实施阶段需要完成的工作内容和责任划分等内容做
了重点说明；最后就拟启用的新会计核算规范及相关
指引的内容做了重点讲解，主要讲解了存货、房地产成
本、税费、费用等核算规范及相关指引。期间，与会人员
还就某些专业技术问题作了详细探讨。会议要求，培训
人员会后认真学习、吸收培训内容，并将学习过程中发
现的疑问、差错或建议等及时沟通上报，以便会后修改
整理并正式下发执行。 （财务处）

蚌埠公司提前完成年度销售目标
本报讯 在国家宏观调控导致各地房地产行情不

景气的大环境下，蚌埠南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止
第三季度末已销售商品房 43套，实现商品房销售额
2177万元，完成全年度目标的 108.85%。
年初，蚌埠公司领导在接到集团公司下达的销售

目标后，就及时分析市场情况，针对当地房地产市场
发生的变化提前做出预判；在抓紧楼盘建设的同时，
重点抓好楼盘销售工作。在销售策划方面，突出宣传
米亚花园项目的地域优势，以较高的性价比吸引顾
客，并制定了行之有效的销售方案，从而较早的完成
了年度销售目标。下阶段，蚌埠公司将继续努力，全力
做好尾盘的销售工作。 （蚌埠公司）

物管公司提前完成年度经营目标
本报讯 今年以来，浙江新南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紧紧围绕集团确定的多种经营收入考核目标，在认真做
好其他物业管理服务工作的同时，多管齐下，狠抓经营管
理工作。在经营部及管理处等的共同努力下，提前并超
额完成了集团公司下达的多种经营收入年度考核目标。
截至今年 9月底，全公司实现多种经营收入 460万元，已
完成了集团下达的年度考核目标的 115%，提前一个季度
实现了经营目标，创造了历史最佳水平。 （物管公司）

建德新南北与南京方格
签订招租代理服务合同

本报讯 9月 2日，建德新南北置业有限公司与
南京方格合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签署建政储出
（2010）28号地块商业地产项目特定租户（主力店）招
租代理服务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建德新南北公司委
托南京方格公司进行大型超市、主题卖场、电影院线、
大型餐饮、KTV等对建筑硬件有特殊要求的特定租
户（主力店）的招租工作。 （建德新南北）

物业公司小河直街服务中心协助
运河申遗宣传片拍摄

本报讯 7月 9日，浙江新南北物业管理公司小河
直街服务中心协助运河综保委进行运河申遗宣传片
的拍摄工作。由于是周末，游客特别多，在原先人员较
紧张的情况下，服务中心额外安排工作人员放弃休息
增加力量，协助拍摄现场的秩序维护，还特地安排电
工现场监管用电情况，保证出现断电情况时能在第一
时间迅速处理，保障了宣传片的顺利拍摄。

据悉，京杭大运河将在 2014年接受申遗评审。在今
年 4月国家文物局召开的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会议
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正式出炉，涉及全
国 8个省、35个城市，65个“立即列入”遗产点和 43段河
段，杭州市的拱墅运河历史街区榜上有名。小河直街属于
杭州拱墅运河历史街区的一部分，2008年进行历史街区
综合保护，原住民回迁，2009年正式开街。 （物管公司）

米亚花园二期工程进入收尾阶段
本报讯 由蚌埠公司开发的米亚花园二期工程已

进入收尾阶段，目前已完成消防、规划、环保验收，五
幢建筑也已完成单体竣工验收；小区内道路铺设完
成，现正抓紧种植苗木及景观建设，预计本月底可基
本完成。同时，该项目的综合验收资料准备工作已完
成，将于近期呈报相关部门审批。 （蚌埠公司）

信息速递 >>>>>

本报讯 10月 27日，钱江国际
广场商家恳谈会如期举行。

此次活动由浙江新宸宜投资有
限公司和钱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商
务局联合组织，并由杭州市贸易局协
助邀请了杭州市餐饮协会、杭州市酒
吧行业协会、杭州市咖啡西餐协会等
行业协会的会长及世纪联华、乐购、
粗菜馆等众多商家代表共同参与。

恳谈会开始前，各位领导及品牌
商家代表在专人带领下对钱江国际
广场进行了实地参观考察，每到一处
都认真听取了项目相关情况的介绍，
并对项目优越的区位和良好的投资
环境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信心。
此次恳谈会设在管委会四楼会

议室，由新宸宜公司副总经理韩宇
文主持并致欢迎辞。钱江开发区商
务局局长盛晓荣首先向大家介绍了
开发区的整体布局规划及发展情
况。新宸宜公司总经理余樟松就钱
江国际广场定位、发展前景等进行
介绍，引发了众多商家的浓厚兴趣。
同时，市贸易局赵东方处长也在会
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钱
江开发区及钱江国际广场项目长远

的商业价值。
会后各商家代表纷纷就自己关

心的内容进行提问，现场气氛尤为热
烈。本次恳谈会的成功举行，特别是
商家积极的参与，让新宸宜公司深切
地感受到了商家对钱江国际广场项
目寄予了长远的期望和认可。在场商
家纷纷表示会一直关注项目的商业
发展动向。

据悉，钱江国际广场一期规划
有 16000 平方米首席流金商业，
餐饮、购物、娱乐、休闲等一应俱
全，二期还规划有高星级酒店。钱
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将于年底正式
入驻，届时，钱江国际广场的商业核
心地位将进一步提升。目前，钱江国
际广场的各项招商工作正在火热进
行中。 （新宸宜公司）

钱江国际广场商家恳谈会顺利举行

本报讯 9月 26日下午，杭州青
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青枫墅园
会所三楼会议室组织召开 2011年新
晋员工公司相关管理制度培训会议。
培训会由青枫公司办公室副主任陈
英主持与讲解，她就集团公司发展与
青枫公司的相关薪资福利制度、劳动
纪律管理、专业技术聘用、员工绩效
管理等制度向公司 2011年新晋员工
进行讲解。

本次培训，既加强了公司 2011年
新晋员工对青枫公司进一步的深入了
解与认识，又有利于加强公司管理、规
范公司相关管理制度。会后，参加培
训的员工表示，今后将会严格遵守公
司的管理制度，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
今后的工作当中去。 （青枫公司）

青枫公司举办新晋员工培训会

本报讯 由《楼市》杂志、《天下
网商》主办的 2011首届楼市置业节
于 9 月 21 日晚在吴山广场盛大启
幕，包括新南北集团在内的数家著
名房企带来了旗下 20 多个项目参
展。在为期两天的置业节期间，青枫
墅园的展位吸引了众多置业者前来
咨询，现场场面火爆。
晚上七点一过，来自城西、城

北、城东、城南的四路大巴满载购房
者徐徐开进会场。由于这些购房者

大多是《楼市》杂志在前期巡展时招
募的会员，对意向楼盘有大致的了
解，一进会场便直奔心仪的楼盘仔
细询问。不多时，青枫墅园展位四周
也围满了意向客户。租住在城西骆
家庄的林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属于想购买婚房的刚需客户，
首付的承受范围在 40万以内，之前
有所了解仓前的青枫墅园楼盘，这
次听说在吴山广场也参加了置业
节，所以特地来看看。

类似的购房者很多，置业顾问们
仔细地讲解，并做好了逐一登记工
作。据悉，此次置业节中，主办方还设
置了专家讲谈、现场抽奖、游戏问答
等互动环节，为购房者答疑解惑的同
时，还送上 ipad2、三星手机等精美奖
品，大大提升了现场的火热气氛。

依托所处的稀缺地段及优质产
品，同时受近期仓前板块周边利好消
息的影响，青枫墅园·语山组团必将成
为业界的一颗闪耀之星。（青枫公司）

置业节火热的表演现场青枫墅园置业顾问正在向购房者介绍楼盘

特别策划———

本报讯 10月 29日，浙江新南北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员工秋季趣味竞技
活动在位于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之麓的龙坞
茶村拉开帷幕。此次活动以增强企业凝聚
力，加强员工之间的团队合作精神，并通过
活动号召大家加强体育锻炼为目的开展。
集团公司各部室共 80余名员工参加了此
次活动。

清晨的小雨略带寒意，当天上午 9
点，全体人员冒雨陆续赶到了指定集合
地点，每人脸上兴致勃勃的神情很快驱
散了深秋的严寒。在专业培训师的组织
指导下，大家在银华茶楼分组展开了为
期半天的趣味竞技赛。被随机分配而形
成的四组队员们首先进行了选队长、取
队名、喊口号的活动项目，并通过展示团
队形象来鼓己方士气、挫对手锐气。随
即，四支队伍进行了“挑战三分钟”、“毛
毛虫爬行赛”两大项目的竞技比拼。其
中，“挑战三分钟”项目又分为“水到渠
成”、“不倒森林”、“激情呐喊”三个小项
目，要求全组队员在三分钟之内全部完
成，这对于一支团队整体的配合协作性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随后的“毛毛虫爬
行赛”集娱乐、技巧和速度为一体，不仅
让领先者享受了喜悦，也让落后者收获
了快乐。经过激烈的角逐，四支队伍都圆
满地完成了任务，分获一至四名。

赛后，集团公司执行总裁许尚志给四
支队伍分别颁发了奖品。中午，大家在茶
村品尝完当地特色农家菜之后，自由展开
休闲娱乐活动，有的喝茶闲谈，有的以牌
会友，有的登山远眺，有的访茶探幽……

此次活动，不仅使长期久坐在办公室
的职工们进行了一次时尚、运动、健康、趣
味的锻炼，更增进了各部室之间的交流与
沟通，进一步增强了集团公司的员工凝聚
力和协作精神。 （周 游）

新南北集团 年员工秋季趣味竞技活动

集团领导———执行总裁、工会主席 许尚志：
我认为这次员工活动是举办得较为成功的一次。
这次活动的举办，首先使各部室员工之间增加了
了解，增进了友谊；其次培养了员工的团队精神，
加强了企业凝聚力；最后，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还
让大家放松了心情，强身健体。如果让我提一些建
议的话，那就是希望能将喝茶和休闲更好地穿插
在比赛中，让放松和竞技自然衔接。希望今后能有
更多机会举办此类活动，同时也希望公司员工尽
可能地全部参与其中。

年纪最大的“运动员”———招标采供部 陆达勋
（66 岁）：这一天，照相机的咔嚓声、呐喊声、鼓励
声、爽朗的笑声回荡在龙坞茶村和西山国家森林
公园的连绵山谷之中……我给每个活动还想了
很有意思的名字：滴水不漏、永不倒等等。活动结
束以后，我还意犹未尽地去爬了山———我的体力
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哦！建议公司每半年举行一
次类似的活动。最后，感谢组织这次活动的年轻
人，你们辛苦啦！

冠军队队长———营销管理中心 张晓俊：首
先我很高兴能够作为新南北集团一份子参与公司
的集体活动，而且很幸运地拿到了比赛冠军，这些
离不开我们队伍里面每位成员的努力配合，协同
合作。几个趣味游戏让第一次参加此类竞技活动
的我即紧张又兴奋，“水到渠成”、“毛毛虫”等都体
现了员工之间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同时经过这些
游戏，相信各个部门之间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更有
默契，也对公司有了进一步的认同感。

组织人员———办公室 戴丽：组织整场活动
虽然很累，但是看见大家开心的笑容还是让我感
到无比地欣慰。即使活动碰到了阴雨天及交通不
便等问题，但同事们依然准时到达场地，这令我
十分感动。整场活动组织下来，也让我深切地感
受到了一个精诚团结、彼此协作的团队散发出的
力量。美中不足的是原本希望大家在下午的自由
活动中可以喝喝茶、爬爬山，没想到大家都因为
天气原因“溜”得太快了。希望在以后类似的活动
中，能够得到大家更大的支持。

冠军———飞鹰队
亚军———突击队
季军———游击队
殿军———雪豹队

龙坞之行

颁奖辞：矮油，你脸上的表情能再
幸福点吗？这一幕简直让小编欢快地
回忆起了自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
幼年时光。

颁奖辞：你以为
装在睡袋里我就发现
不了你吗？没有用的！
像你这样出色的毛毛
虫，你那深邃的眼神、
稀疏的胡茬、霸气外
漏的表情，都如黑夜
中的萤火虫一般，深
深地出卖了你……

颁奖辞：这就是传说中的“飞鹰队”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完成第一个项
目之后的欢庆场面。这支地球人已经无
法阻挡的队伍，最终取得了整场竞赛的
第一名。

颁奖辞：“游击队”员们真是眼观六路
啊！瞧，他们多有镜头感！其实，这张照片
让小编自己也凌乱了：没叫你们看镜头
啊，这真的是抓拍的吗？是吗？不是吗？不
是吗？是吗……

颁奖辞：只是因为在毛毛
虫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从此在
我的相机里留下惊鸿一瞥。拍
你时，你在起点；没电了，你已
在终点……

颁奖辞：带着满载而归的喜悦，大家在龙坞茶村留下了一张“全家福”。拍照
时，任凭小编喊“地上有钱，你们捡不捡？”大家仍不为所动。看来小编还是低估
了新南北人拾金不昧的崇高精神。早知道就该喊：“龙坞茶村的甘蔗甜不甜？！”

【特别申明：花絮微博，纯属虚构，如有雷同，
不胜荣幸！】

小编
微博 七宗

游戏一：水到渠成

游戏二：不倒森林

游戏三：齐声呐喊

游戏四：毛毛虫爬行赛

小编是个“微博控”，这一天
小编都在微博上发了些什么？大家
快来围观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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