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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枫墅园三期·语山组团
获得绿色建筑标识

本报讯 为贯彻执行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国家发展
战略政策，引导绿色建筑健康发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绿色
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公室号召全国在建项目尽可能地达到
人、建筑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杭州青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了响应国家号召，践
行低碳、节能、减排，从 2011年 3月开始陆续准备青枫墅
园三期的绿色建筑申报工作。12 月 20 日，青枫公司前期
部、工程部部门负责人前往北京参加绿色建筑评审会。北
京中城科技绿色建筑有限公司对该项目从建筑节能率、住
区绿地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非传统水源利用率、可再循
环建筑材料用量等绿色建筑评价指标进行严格初审。经过
青枫公司的努力，青枫墅园三期·语山组团 1-13#楼在
2011年 12月 30 日获得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
司评出的一星绿色建筑标识项目。 （青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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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1年 12月 28日，浙江新南北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工会成立大会在三楼
会议室隆重举行。集团公司领导、全体党员、工会
委员及小组长等三十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党支
部书记、办公室副主任麻斐主持。
会上，主持人首先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党

支部和工会成立相关情况。随后，中共新南北
支部书记麻斐发言。她表示，集团公司成立党
支部最主要的目的在于通过加强党组织建
设，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感动一批人、
影响一批人、凝聚一批人，希望党员同志要在
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集团公司工会主席许尚志在大会上发表讲

话，他从怎样处理好工会组织和公司管理的关
系、工会工作如何做得更加丰富多彩、如何把工
会组织办成一个大家庭等三个角度诠释了建立
工会组织的重要性。许总表示，工会组织应该成
为公司运作的“助推器”和“润滑剂”，以健康、文
明、丰富多彩的工会活动为载体，以关心关爱职
工为本，多为职工办事实。会上，党员代表和工会
会员代表还分别发言，表达了对党组织、工会组
织建立的喜悦之情，并表示将以身作则，为公司
的发展添砖加瓦。
最后，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烟土在大会

上发表讲话。陈总首先向党支部、工会的成立表
示祝贺，并表示这是集团公司发展的重大历程，
也是公司治理架构的重要补充，更是公司管理
成熟的标志。陈总希望集团党、工组织能依据自
身特性，围绕公司工作重心开展工作，做“公司
效益的倡导者，公司利益的维护者，公司发展的
推动者，公司向心力的凝聚者”。同时，党支部、
工会的活动开展形式可以多样化，应强调思想
性和有益性，以达到凝心聚力、团结奋进的目
标。最后，陈总表示，公司会为党支部、工会的活
动积极创造条件，全力支持各项活动的开展。

（周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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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2年 1月 14日，
集团公司 2012 年度工作会议暨
销售工作会议在杭州清水湾假日
酒店召开，集团公司股东、公司领
导、各部室副职以上人员，所属公
司副总经理以上人员和各项目销
售部负责人共计 50 余人参加会
议。会上，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
陈烟土做 2012 年度销售工作动
员，执行总裁许尚志代表集团公
司作了年度工作报告和会议总
结。会议分别由集团公司总会计
师李宝璞、总建筑师虞谷音主持。
与会人员听取了由许尚志执

行总裁所作的题为《认清形势，强
势推进销售，以销售促进公司的
全面发展》的工作报告，报告分为
2011年主要工作回顾、2012 年工
作目标和思路两大部分。报告详
细阐述了 2011 年各项工作目标
完成情况，谈到了 2011年工作的
主要收获及公司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了“认清形势，把握市场调整
的机会，把销售工作作为公司第
一要务，强势推进销售，以销售促
进各项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深化
企业管理和品质建设，提升在市
场中的竞争力，实现公司平稳发
展”的 2012年总体工作思路。围

绕这一工作思路，提出了今后工
作着力点是：1、销售工作是第一
要务；2、品质建设要常抓不懈；3、
继续加强培训工作，进一步提升
员工素质。
随后，集团营销管理中心总

监马奕林向大会作《关于强势推
进 2012 年度销售工作的实施意
见》。《实施意见》中提出：1、销售
工作是集团公司 2012 年度的第
一要务，是各项工作的核心；2、落
实销售目标第一责任人，加大奖
罚力度；3、进一步调动销售人员
的积极性，加大奖罚力度；4、汇聚
集团全体员工的力量，开展全员
营销；5、深入开展市场调研，制定
切实可行的营销方案；6、制定员
工购房政策，鼓励员工购房。
会上，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

做了激情澎湃的 2012 年度销售
工作动员。陈总从集团公司 2012
年实施强势销售战略的背景、可
能性、措施和着力点等四个方面
向全体与会人员进行深度剖析和
鼓舞动员。陈总强调，销售工作是
第一要务，是公司 2012年度各项
工作的核心。一切工作都要为销
售工作创造条件，为销售工作开
道，为销售工作服务。“办法总比

困难多，思路决定出路”，陈总最
后要求大家锐意创新，奋力拼搏，
为实现年度销售目标而努力奋
斗！
听取报告后，与会人员分为

四个小组对工作报告进行了讨
论，并由各小组召集人向大会汇
报了各个小组讨论结果。
会议最后，许尚志执行总裁

作了总结讲话。许总在对本次会
议和工作报告作了简单总结后提
出：对 2012 年的销售目标，需要
我们脚踏实地，用行动、实干和拼
搏的态度去完成。许总在讲话中
主要谈到了两点要求：
一是要统一思想，真抓实干，

做好销售工作。会后，各公司部室
要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发挥集体
智慧；同时倡议集团党支部、工
会，也要同集团公司所有部门一
样，为销售工作出一份力。
二是要加强培训，落实责任，

做好品质建设。希望工程管理中
心、总师办等各相关部室能共同
关心工程的质量问题，注重反馈
信息，以便进一步采取措施。要将
工程质量落实到人，加强检查监
督力度，把握节点，及时整改。

（周 游）

新南北集团 2012年度工作会议暨销售工作会议提出：

认清形势 强势推进销售
以销售促进公司的全面发展

新南北集团
年新春年会圆满落幕

本报讯 岁末回望过去，岁首企盼未来。2012
年 1月 20 日下午，杭州梅苑宾馆多功能厅内灯

光璀璨，笑语阵阵，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新南北集团 2012
年新春年会在这里隆重举行，集团公司及外派人员、青枫公司、
欣北公司、康信公司员工共 150余人欢聚一堂，共庆美好时光，
共话美好未来。
一曲由七位集团公司领导携手高歌的《敢问路在何方》拉

开了本次新春年会的序幕，随后歌舞、小品、魔术、吉他弹唱等
各种由员工精心准备的节目，你方唱罢我登场，让观众享受了
一场视听盛宴。同时，一年一度的优秀员工颁奖以及幸运抽奖、
属龙员工小游戏等穿插其中。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为 2011年
的三位优秀员工———工程管理中心竺天放、成本管理部葛军
贤、审计部吴珂蓝和一位表扬员工———营销管理中心胡勤民颁
奖。这四位优秀员工还和集团公司领导一起抽取了 101 位幸运
奖的获得者，将联欢会一次次推向高潮。

本次新春年会首次将评奖机制引进节目表演中。由 7 位
集团公司领导和 2 名工会会员代表组成的评审团，从原创性、
思想性、艺术感染力、舞台效果等标准对参与演出的 14 个节
目进行了综合评分。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
等奖三名。集团公司执行总裁、工会主席许尚志为获奖节目的
代表颁奖。
在由第二届青年管理人员培训班学员代表合唱的一曲《明

天会更好》中，历时三个半小时的新南北集团新春年会圆满落
下帷幕。在聚餐开始前，陈烟土总裁发表了讲话，他首先感谢了
员工们一年来的辛苦工作，并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
利，身体健康。接下来，全体人员欢聚在一起，共话一年的工作
收获，展望新年的精彩纷呈。

（周 游）

新春年会节目获奖名单
一等奖：

小品《非诚勿扰》（办公室、资产经营部）
二等奖：

歌舞《新南北好》（审计部、资金计划部、
工程管理中心）
歌舞《让我们荡起双桨》（营销管理中心）

三等奖：
联唱《歌曲串烧》（欣北公司）
魔术《惊险一刻》（青枫公司）
男声独唱《天堂》（成本管理部）

集团公司领导合唱开场

陈烟土总裁（中）为优秀员工颁奖

小品《非诚勿扰》 歌舞《新南北好》 歌舞《让我们荡起双桨》

联唱《歌曲串烧》 男声独唱《天堂》魔术《惊险一刻》

执行总裁、工会主席许尚志（中）为获奖节目颁奖

压轴合唱《明天会更好》

新南北好
【歌舞《新南北好》以一段鼓乐伴奏的朗诵开场，不

仅讴歌了新南北集团为城市建设书写的华彩篇章，更简
明地点出了新南北人精诚团结、追求卓越的精神。】

新南北 好风光，
辛勤劳动盖楼房，
每个楼盘品质棒，
百姓住进“新天堂”。

新南北 好地方，
新年目标销售旺，
团结一致奔前方，
载歌载舞齐欢唱。

我们美丽的新南北，
是我们可爱的家乡。

（审计部）

本报祝 1、2月份出生的同仁生日快乐！
集团公司：曹 平 周亚东 刘 星 姚 闽

俞中伟 朱 笑 曹 萌 修海彬
蔡毅玲 张晓俊 李祖靖 许春炜

青枫公司：雷红斌 温志瑞 赵妙龙 张利平
洪 刚 胡越彤

欣北公司：徐 俊 楼 华 王珍雅 王显超
杭州南北：马林奎 苏咸伟 孙烈明
建德公司：徐士亮 金晓新 陈继康
蚌埠公司：周 东 宋 超
物管公司：李 颖 沈玉妹

吴成环 曹益华
俞永梅 张秀海
戴伟间 董 芳

时不我待 果断出击
青枫墅园首批售罄 销售现场人气火爆

青枫墅园三期第二批房源摇号选房活动现场

本报讯 2012年，政府关于房地
产行业的各项调控措施均未放松，对
于各房开企业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鉴于此，浙江新南北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在 1月 14日的年度工作会议中强
调，公司上下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
切工作要围绕销售开展，全体员工同
心协力，克服等待、畏难思想，想办法
找出路，全力以赴实现年度销售目标。

在“将销售作为第一要务”的工
作思路指导下，集团公司和各所属公
司紧紧围绕销售目标，商讨制定销售
策略，果断出击，最终在 2012年充满
硝烟味的房产市场中首战告捷：青枫
墅园·语山组团首批 1#、2#楼共 110
套房源于 5 日内全部预定完毕，预
订金额突破 8000万元。（下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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