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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北·盛德国际广场
通过规划方案评审与气象环评
本报讯 近日，建德市建设局
召开专项会议，
邀请专家和相关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对新南北·盛德
国际广场项目规划方案进行评审。
集团公司总建筑师虞谷音、建德新
南北置业有限公司领导张光荣、黄
小忠、潘向明应邀参加评审会议。
方案结合之前召开的
“关于中心城
区项目改造概念性方案专题讨论
会”上提出的红线退让、气象间距
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同时，对
建筑高度、容积
绿地率、建筑密度、
率等进行了详细汇报说明。专家组

在认真听取了设计单位的成果汇
报及相关部门意见后，认为设计方
案思路清晰，充分利用了地下空
间，对建筑形式及设计方案整体表
示认同，并就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相
关规划设计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在
相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下，该规划方
案终于 12 月 20 日获 政府相关部
门批准。
同时，该项目附近建有国家二
级气象站，根据《气象探测环境和
设施保护办法》的规定，气象环评
是其他行政审批的前置程序。由于

该地块的规划方案几经调整，给项
目气象环评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建
德公司积极与规划、勘察等设计部
门对接，
并努力寻求各级气象行政
主管部门的支持。建德市政府也给
予了高度重视，
专门要求建德市气
象局明确一名班子成员，
加强与建
设局和建德公司对接，尽力支持，
全力做好服务工作。在多方努力
下，新南北·盛德国际广场气象环
评顺利通过，为项目其他环节的审
批奠定了基础。
（建德新南北）

青枫公司组织员工
开展集体劳作活动
本报讯 劳
动是一 种自 然 勃
发的美 ，它 带 动
着人类 不断 开 拓
前进。 为提 升 公
司 整 体 形 象 ，提
高员工 团队 合 作
力，体 现企 业 文
化精神 ，丰 富 员
工 业 余 生 活 ，11
月中旬 ，应 总 经
理金韧 以及 销 售
部的号 召， 青 枫
公司利 用工 作 闲
暇休息 时间 组 织
各部门 员工 开 展
集体劳 作。 青 枫
公司根据各部门的实际劳动力
情况，将“乐活农场”部分农地
分配给各部门进行生产耕作，
活动由各部门负责人根据本部
门工作实际情况，安排时间组
织员工分别对该部门负责的地

双溪天城二期年度
物管费收取率完成全年目标
本报讯 由杭州南北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双
溪天城二期自 2010 年 6 月 30 日交付以来，公司对
于业主所反映的工程质量问题，通过物管公司与业
主的充分沟通，并经工程部的大力配合，目前已基
本解决，
物管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截止目前，已完成装修入住的业主达 60%以
上。通过物管处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
截至 2011 年
12 月 19 日，
物管费收取率达 86.45%，
完成年度收费
目标。物管处将再接再励，在新年到来之际创造更
好的工作业绩。
（杭州南北）

块进行耕作，使员工亲身体验
到了除草、送土、耕地、播种的
劳动乐趣。
员工们纷纷表示，希望公
司能多组织这样的活动，让大
家能够缓解工作压力，轻松享

受播种的快乐。公司也表示今
后只要时间和天气允许，就争
取多组织此类活动，增强团结
协作意识，努力把公司打造成
为团结、
创新的和谐团队。
（青枫公司）

物管公司组织各部室和物业服务
中心副经理以上管理人员，进行了
ISO9000 质量体系培训暨物业服务
体系标准化专题培训。与会人员首
先认真学习了公 司 ISO9000 质量
体系运行文件的第一、二层次文
件，即 《质量手册》、
《程序文件汇
编》。通过对相关体系文件的选读

加深认知与感悟。物管公司将根据
评审进度拟定下一阶段的评审计
划，为进一步完善第三层次《指导
作业书》及增强可操作性提供有力
保障，从而近一步提高物业服务水
平。
同时，为进一步提高秩序维护
员岗位技能及业务素质，物管公司
于近期对秩序维护人员实施专项
培训。培训内容涉及军事训练、交
接班仪式、交通手势、
消防演习、突
发事件的处理等。
在公司品质保障部秩序维护
培训主管于子华同志的带领下，各
个服务中心的秩序维护员进行了
专业化的学习。培训中，主管对每
位秩序维护人员的各个训练节点
都进行点评，针对训练中出现的不
足给予了指导和纠正。每个队员都
深刻认识到训练的重要性，在训练
过程中不厌其烦地进行着一遍又
一遍的实操训练，高标准、严要求、
保质保量完成训练计划。在理论知
识方面，
采用面授的方式对每个队
员们进行讲解。整齐的步伐、响亮
的口号声、抛接水带的场景成为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物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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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北集团第二届
青年管理人员培训班圆满结业
揖编者按铱为期三天的培训令每位参训者都收
获颇丰遥培训结束后袁每位人员都按要求向集团办
公室递交了心得体会袁 编者在此节选刊登部分参
训者的心得感言遥相信通过这次培训活动袁每位人
员都收藏了属于自己的人生箴言袁 以期在来年的
工作中更多地释放此次收获的热情与感悟遥
与人合作最重要的是，重视不同个体的不
同心理、情绪与智能，以及个人眼中所见到的不
同世界。假如两人意见相同，其中一人必属多
余。与所见略同的人沟通，
毫无益处，
要有分歧
才有收获。
——
—规划发展部
张莹

蚌埠公司米亚花园二期
商品房提前交付

首先要有目标，
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正在
做什么，
做任何事情确认目标后，都要进行分析
以便数据管理，
计划出你要做的工作，
然后再计
划如何去分配，
如何去执行。以个人的能力无法
完成时，
怎样去跟其他部门沟通、
达成共识。
——
—青枫公司
虞爱民

本报讯 由蚌埠南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发的米亚花园二期小区景观、道路等配套工程现基
本完成，
综合验收工作也正在进行中。经过充分的
前期准备工作，
米亚花园二期 235 户商品房提前交
付使用，截止目前已交付 207 户，交付工作顺利。
（蚌埠公司）

青枫墅园一期 B2 区及二期
配套用房工程进入年终攻坚阶段

物管公司积极开展多项专题培训

本报讯 为积极响应今年集团
公司“培训年”的号召，结合陈烟土
总裁对物管公司关于品 质建议的
进一步要求，浙江新南北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于近期先后开展 了
ISO9000 质量体系、加强秩序维护
等专题培训，
取得了良好效果。
2011 年 10 月 28 日至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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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青枫墅园一期 B2 区及二期配套用房
工程自开工至今，限于现场施工条件的约束，施工
进度一直停滞不前。对于施工中遇到的诸多问题，
要求工程相关部门着手
青枫公司领导层及时响应，
安排解决对策。一方面加强与集团公司的联系，
寻
求帮助与支持；一方面加强青枫公司相关部门之间
的工作配合，有针对性的解决应急事件，发挥团队
协作精神。
目前，青枫墅园一期 B2 区及二期配套用房工
程进展已步入正常阶段，其中 41＃、
42＃、
43＃ 楼
已施工至二层主体砼结构，53＃、54＃ 楼基础施工
过半，大地下室（44＃－50＃ 楼）桩基工程进入扫尾
阶段。二期配套用房泳池已完成主体砼结构施工，
其他部位也施工至二层主体砼结构。虽然目前工程
进度对照年初计划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在砼、模板
工程的施工质量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突破。
(青枫公司)

双溪天城小区内主干道整修通车
本报讯 横隔双溪天城小区一期、二期的东安
路终于整修通车了！
据了解，双溪天城项目内的主干道——
—东安
路，因大量工程车来往通行，
造成路面严重损坏，
地
下管网沉降堵塞。晴天灰尘满弥漫，雨天遍地是积
水，
给小区内业主的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今年初，
经富阳电视台报道后，该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镇政府着手布置了东安路的全面改造工作。
2011 年 8 月初开始，东安路进行了路基、地下
管网、
路面的全面改造，
现已基本完成。建成后的道
路宽 18 米，两边人行道及绿化重新铺设，整洁大
因道路封
方，
并实现初步通车。在道路改造过程中，
闭，物管处临时开放了其他的通道大门。并克服了
人员少、
开门多的困难，
重新安排值班人员及班次，
确保了小区内的安全。现临时大门已封闭，
物管处
人员及班次也全面恢复正常。
（杭州南北）

图为整修过后的东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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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北集团第二届青年管理人员培训班”在青山萦绕、
本报讯 2011 年 12 月 1～3 日，
波荡漾的人众人青山湖培训基地举行，来自集团公司本部及各所属公司共 34 位青年管理人员
及优秀青年员工参加了此次培训。此次培训是根据集团公司年初制定的战略目标及总裁会议精
神而举办的，
旨在提高整个集团公司青年管理人员自知力、
判断力、执行力、
领导力等综合管理
技能，
促使青年管理人员快速成长，
促进集团公司人才队伍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为集团公司的
后续发展培养并储备人才。

培训课程主题分《四驱管理》和《行为
领导力》两部分展开。与首届青年管理人员
培训班相比，此次培训方式有了较大的创
新，如在传统授课式教学的基础上嵌入了
体验式的教学方式，并以小组为单位参与
从企业管
项目体验，让学员结合自身工作，
理者的角度出发，讨论过程管理，
总结经验
教训。通过管理者特质旋律测评与讲解，
加
强了学员识别自我管理特质能力，并学会
如何运用弹性管理风格管理不同类型的员
工；
通过
“龙族密藏模拟寻宝”
、
“图形天下”
等项目体验，提升了学员对目标的判断及
促进目标完成的能力，提高了学员建设团
计划与组织能力，
加强了学员带领团队完善工作流程、
队、
凝聚人心的方法和能力；通过
“高空单杠”
“断桥”
、
“ 惊险倒计时”
、
、
”驿站传书
“等项目综合体
验，绝大多数学员战胜了自我，明确个人领导力提升的方向和途径，找到团队领导力提升的方
向，
便于今后有针对性地改进和提升。

三天的时间中，学员们全身心地投入到项目体验与管
理实践相融合的氛围里，既充满欢声笑语，也遍布艰辛痛
苦；
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遗憾……值得庆幸的是，
每一位学员在这次培训中都能做到直面困难、服从领导、明
最终圆满完成各项培训任务。
确分工、
团结互助、
战胜自我，

当面对一大堆纷繁复杂的工作时，我们要
确立明确可行的目标，有效地配置资源，根据不
同人的特质设立特定的目标，充分沟通达成共
识后，
将量化的目标分解到个人。所谓磨刀不误
砍柴功，掌握了规律并将规律分解成可操作的
流程，
才能最终保证计划地有效执行。
—审计部
吴珂蓝
——
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调整原有计
不可测因素。在过程中遇到阻力时，
划，
使之能规避风险，
顺利达成目标。在组织之
中，
其实也就是发现成员的特质，用合适的人做
合适的事，
充分发挥成员的特质，
以期达到最高
—成本管理部 徐文晓
好的效果。
——
不同性格特征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工作模式
和行为方法，如果能够进行总结归纳并进行有
效应用，
沟通、
协调、
合作就会更有效率。而作为
一名管理者，充分掌握好整个团队中成员不同
的性格特征并加之不同的管理模式，做到“知人
善任”
，
才能够人尽其才，发挥其最大的效能，打
造优秀的
“差异化”
团队。
—资金计划部
张希
——
在工作中，应该尽可能清楚了解每位员工
的心理需求，及时沟通；另一方面，尽力帮助解
决团队成员在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困难。也许我
们的举手之劳就能让员工感受到团队的温暖，
激发出员工的潜能，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
—建德新南北
——
潘向明
建立起完整的目标体系，并组织与实施，以
身作则推动大家共同做好工作，
完成任务。对于
我们来说决定一个项目的好与坏，有三个环节：
客户的满意度；品质建设；合理节约成本，为公
司创造更大的利润。 ——
—欣北公司 王显超
工作中针对不同性格特征的人在分配及协
方法进行
调部门间工作时，应该用不同的方式、
布置、
沟通，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
从而得到更好的效果。
以及对自身的工作支持，
—建德公司
——
邓正坤
管理者要创造一个好的沟通环境，进行共
情或沟通，
通过沟通既加强了大家的相互了解，
又加深了彼此的友谊，进而将一个团队像一个
捏紧的拳头一样凝聚在一起，从而迸发出强大
的战斗力。
——
—工程管理中心
肖辉

在 最 后的 培训 总 结大
会上，
每一位学员都把自己
的培训心得、体会向公司领
导进行了汇报，并得到了与
会领导的一致认可。最后，
集团公 司执行 总裁许 尚志
对本次培训活动进行了总结发言。许总强调，
希望每位受训者能充分
认识自我，在工作中进行良好地沟通协作，将培训所学灵活运用到实
际工作中。许总还送给学员们三句话与大家共勉：
1、
要有一心为公的
思想品德；
2、要有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专业水准，适应公司的发展
现状；
3、
要随时保持认真刻苦的工作作风。

缺少的是挖掘。每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
个人多爆发出一点能量，整个团队爆发出的是
无穷力量。
—欣北公司
——
陈海斌
避免
做任何工作都应有计划，以明确目的，
盲目性，使工作循序渐进，有条不紊，
计划是提
要制定
高工作效率的一个前提。在项目开始前，
周密详实有效的项目计划，计划要体现出事前
控制、
过程跟踪、结果验证等关键节点有效措施
和步骤。
—总师办
——
俞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