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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建德新
南北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建
政储出 28 号地块项目案
名———新南北·盛德国际广场
强势出炉。
建德新南北公司与专业

广告策划公司合作，在多个案
名方案中多轮比较、筛选，最
后确定“新南北·盛德国际广
场”作为建德第一个城市商务
综合体项目的案名，同时也将

依程序向地名管理部门申报，
以此案名命名整个项目楼群。

该案名的含义，一是新南
北是项目公司的商号；二是
“盛德”寓有繁荣昌盛建德的
美好祝愿；三是项目开发公司
系中外合资房地产企业，股东
之一为南方国际（香港）投资
有限公司，新南北将与其合力
打造高端商务综合体。

（建德新南北）

新南北·盛德国际广场
———建政储出 28号地块项目案名强势出炉

本报讯 集团公司 EAS各模块目前处于推广
上线操作全面培训及使用反馈的阶段。现阶段，上
线培训已陆续在各所属公司全面展开，同时相关公
司的各模块也相继上线运行。

据悉，EAS 销售模块根据集团统一安排以及
各项目公司销售节点分批进行上线。新宸宜公司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行后，已经将 EAS销售模
块与在售项目———欣北·钱江国际广场二期成功
融合，受到销售部人员的肯定与欢迎。随后，青枫
公司即将进行的上线培训，根据各个项目的不同，
对关键用户进行差异化的培训，使之对各项目的
销售管理等有一定提升作用。
同时，协同办公系统已陆续在集团本部、青枫

公司、欣北公司、建德公司启用，11月 4日，杭州南
北公司、蚌埠公司、铜仁公司、康信公司分别派员
参加了该模块的上线操作培训，并于 7日开始启
用。由此，协同办公系统已在集团范围内全面上
线，在提高工作质量、办公效率、节约办公资源等
方面作用也逐步显现。

成本合同模块在 11月份的上线培训结束后
正式开始进入试运行阶段，并于 11月 25日、29日
分别对杭州新南北公司、新宸宜公司和建德新南
北公司的使用人员进行推广培训。信息管理员及
关键用户对合同、付款申请单、付款单的审批流程
进行培训，使参训人员对今后的任务有了初步的
认识与了解。

伴随着集团各所属公司 EAS模块纷纷上线，
集团的信息化战略也一步步成为现实，相信各部
门与员工也将充分感受到信息化办公所带来的快
捷性与安全性。

（营销管理中心、办公室、成本管理部）

祝福

HappyBirthday

本报祝 12月份出生的同仁生日快乐！

集团公司：李宝璞 虞谷音 李清江 鲁 军

朱 青 肖 辉 翁伟强 姚国武 张 霞

青枫公司：赵 旭

欣北公司：余作鹏

蚌埠公司：王怀芳

杭州南北：叶松有 孙巧颖

物管公司：钱 华 陈荣华

站在苕溪大坝上，放眼西望，有一种心
旷神怡之感，让人感慨万千。

公园，让人的脚步慢下来，生活的节奏
似乎恢复到了她应该有的节拍，那是一种
与生俱来与自然的平衡。不是超越，不是竞
争，不是任何令人焦躁的感觉；而是放松，
慢下来，可以思考很多事情而不感到被压
迫，也可以什么都不想而不感到愧疚。
公园看到的绿色，听到的清脆，呼吸着

清新，似乎都是自然精心安排下的享
受——这种亲切、清爽，滋润着每一天、每
件事、每个人。和鸟儿还有花香散步吧，看
到孩子健康成长，把路上发生的事讲给心
爱的人听。
公园，已然成为城市人围城心里的一

种回归，千万大军冲着城市的都市化而来，
一旦驻扎下来，却又开始感叹与自然割裂，
分布在城市中大大小小的公园，可谓是这
种感慨情绪的弥补，在工作之余，逛下公
园，找点当年田上村头林里的小回忆，既在
生活之外，又是生活。

如今，当你走进公园，绿草如茵，鲜花

艳丽，大型喷泉喷珠如玉，洁白的广场鸽
群与孩童、老人一道闲庭信步。浓荫深处
摆上几张茶桌, 在看得见风景的地方喝茶
聊天，可谓赏心悦事。鸟语啁啾，养鸟人怡
然地在空气清新的林中遛鸟。湖畔的空中
列车等游乐设施带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无论是打太极拳的大爷，还是放风筝的情
侣、孩童，他们愉快的笑脸，感染着每一个
入园的人。

大大小小的城市公园已经逐渐成为市
民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公园，有人称它
是城市之肺，也有人称它是城市之眼。其
实，公园之于城市，更像城市进程中不同年
代的投影，缩写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公
园使城市变得更美丽，让人们过的更惬意。
公园提供了绿地与空间，同时也给人们提
供了一种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如今，我们的城市越来越相似了，各地
都有 CBD（中央商务区），CBD里同样有
一座 IFC（国际金融中心）的高楼，同样的
步行街，同样玻璃幕墙的建筑，不同的也只
是高度和面积。只有公园，能够让我们分辨

出我们是在哪里。
在现代城市中，公园住宅作为一种诗

意的生活方式，正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
活习惯和居住品质。城市公园住宅所表达
的是一种引导城市未来的生活方式，一处

融合景观、阳光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居住胜
地，一个体现文化交流的城市上层社会专
属区域，它丰富了城市表情，增添了城市韵
味，提升了城市魅力。

（南北·乐章 河流）

公园与公园式住宅

忆瞬间

小希看世界（一）———梵蒂冈篇

圣彼得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教堂，那天恰逢教皇本笃十六世在圣彼得
广场（也称圣伯多禄广场）给教徒主持什么活动，但是隔的太远没有看清教皇的尊容，
只有乌压压一大片的教徒，而且因为大型活动，被谢绝进内参观。

圣彼得广场是由著名的巴洛克艺术之
父贝尼尼设计建造的，广场中心的方尖碑，
高 25米（加上底座和上面的十字架有 41
米高），重 320吨，是一块整体的花岗岩，据
说是公元前 13世纪的古埃及的方尖碑，这
个石碑在公元 37 年被罗马人从埃及运来
的，1586年被树立在了这里，自古罗马至今
从未倾倒过。广场边上是两个半圆形的长
廊，每个长廊由 284根高 18米的圆石柱支
撑着长廊的顶，顶上有 142个高 3.2米的神
态各异，栩栩如生的教会史上著名的圣男
圣女的雕像，是贝尔尼尼跟他学生的作品。
教堂的内廷富丽堂皇，拥有数百件艺

术珍品。虽然年代久远，仍然保存完好，栩
栩如生。正殿的尽头是圣彼得的宝座，它是
贝尔尼尼设计的一件镀金的青铜宝座。宝
座上方的荣耀龛（大理石片）在阳光的照射
下金光闪闪。 （资金计划部 张希）

本报讯 为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理顺企
业产权关系，便于公司更好地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
动，集团公司继成立浙江新南北控股集团之后，决
定以杭州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主体成立房
产集团，统一开发经营及投资房地产项目。2011 年
12月 9日，工商部门正式批准成立浙江新南北置业

集团，下属杭州青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欣
北投资有限公司、杭州新南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建德南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福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五家子公司。同时，杭州盛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 2011 年 11 月 23 日起正式更
名为浙江新南北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记者）

热烈庆祝浙江新南北置业集团成立

各方推进确保工程进展
握指成拳打响攻坚会战
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盛德国际广场项目

本报讯 2011年 11月 28日下午，原建德市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康春专
程莅临建德新南北置业有限公司指导工作。
谢主任说，中心城区改造项目是市政府确定的

重点项目之一，目前项目进展如何？存在哪些困难
和问题？明年“两会”前是否能动工建设？这些问题
倍受各界关注。
建德新南北公司负责人张光荣向领导详细介

绍了项目建设的理念、实施计划、业态布局等情况；
也客观地汇报了目前影响项目如期开工的两个主
要问题：一是方案批复；二是拆迁进展。
谢康春对新南北集团公司致力于把该项目打

造成建德第一个城市商务综合体及高品质的商业
集聚中心表示赞赏。同时认为，对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需要市委、市政府和各相关部门重视与支持，形
成合力，共同推进项目的顺利实施。
据悉，近日建德市选派 20名中青年干部，到由

建德新南北公司负责开发的新南北·盛德国际广
场项目体验拆迁工作。此次选派的中青年干部均
为来自于建德市各乡镇（街道）和市级机关的中层
干部，他们从 11 月 17 日至 24日，分成四个小组
到新南北·盛德国际广场项目参与协助开展房屋
征收、项目协调、拆迁安置和现场矛盾调解等工

作。相信建德市的这一举措，必定会大力推进项目
的拆迁工作。
与此同时，2011年 11月 25日上午，集团公司

董事长陈烟土等一行莅领建德视察工作，听取了张
光荣总经理就新南北·盛德国际广场项目规划方案
论证、营销策划单位的筛选及项目案名、LoGo、广
告语及围墙广告方案等方面工作的汇报。陈烟土董
事长就项目建设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要求建德新南
北公司率先落实好项目规划方案的批复，在此基础
上，其他工作择机跟进。
在各级领导与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下，建

德新南北公司上下倍受鼓舞。为推动《中心城区改
造项目专题督查会议纪要》的贯彻落实，推进项目
拆迁工作的进程，配合旧城改造拆迁指挥部工作，
加强联系与对接，公司成立由总经理张光荣任组
长的拆迁对接联络小组。小组的主要工作职责是
参与旧城改造指挥部的相关活动，了解、掌握拆迁
相关活动情况，提供法律、政策方面的咨询与帮
助，反馈旧城改造指挥部相关意见与建议，并予以
支持、配合和协助。相信在社会各界握指成拳、会
战攻坚的支持关注下，该地块开发的各项进展必将
顺利推进。

（建德新南北）

盛德国际广场效果图

周末，闹钟和手机关机，自然醒
来。犹豫并贪婪着温暖的被窝，终究
还得起床。打开窗帘，窗外一层薄雾
淡淡地飘散着，湖水、山野浸入朦胧
中，若隐若现。秋风吹来，伴随着落
叶，生生有几分凉意。

洗漱完毕，取出隔夜浸泡的红
豆薏仁米，放入豆浆机里慢慢地打
磨着。这可是祛湿最好的食物。待热
腾腾的豆浆倒入杯中，随手拿起自
己做的小点心，坐在阳台的摇椅上，
静静品尝自己的心情。

今年四月末搬到郊外，对于喜
爱花草的我，有着莫大的欢喜。常常
下班回来或散步到田野采擷不知名
的花草，根据颜色、型状分别插在不
同的花瓶或花篮里。客厅的白色花
瓶里，插满了雏菊夹配了几株狗尾
巴草，有着羞涩的质朴。配上暖暖的
碎花墙纸，一幅田园美景！

阳台上栽满了花草，封闭的阳台
做得瓷实，那冷冷的秋风丝毫没有减

退植物的葱郁。粗旷的木质花架，按梯
次上下摆满绿色植物，悬挂在栅栏的
铁艺花篮上，吊兰绿萝藤蔓垂落，枝叶
飘逸。常常根据植物的喜好，调整摆放
的位置。阳台上盛开着的玫红蔷薇，为
了延长花期，搬动到靠北的房间，移动
中花瓣飘落，洒洒淡淡停落在木地板
上，抬眼看去，有着诱人的风情。

绵密的植物，有着闲散的美丽。
美丽其实很简单，一盆花，一块碎
花帆布，懒散地装饰家居空间。点
点滴滴里，散发着尘世里暖暖的温
情。喜爱它们的自然成长，除了必
要的剪去枯叶，无需给它们做出什
么造型。
岁月老去，简单就好！
午饭后，坐立在书桌前，打开电

脑，在无限网络空间里游走于我钟爱
的篇幅，高兴之余，铺笺握笔，写着小
众的文字。或喜，或悲。喜欢在精美的
文章里汲取营养，充实简单的日子。
静静的下午时光里，更新博客。看留
言。回信息。
已近暮色，打开音乐，点击一曲

《东风破》。对于音乐，我有着自己的
喜好，词曲上钟情于纳兰的清冷，宋
词的隽秀，抗拒着摇滚的狂热。
静坐黄昏，秋意弥漫，苍凉的风

悄然而过，清清冷冷。面对着荒芜萧
瑟的景色，很冷。所有的失落和无奈
踯躅在冷冷的秋色里。看菊花满地，
听大雁悲唳。由景而起的思念愈加清
晰。远方，我的江南小镇，那温暖着我
的青砖黛瓦的老屋，那厚重的石桥，
遥远而真实。
音响里，那首《东风破》反复在

唱。那慵懒落拓的曲调，在这西风独
自凉的静静暮色里，有着蚀骨的寒
意！ （蚌埠公司 黄静）

西风独自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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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甜 沈翠凤

江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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