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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新南北集团优秀员工表彰

急人所急 想人所想
———记新南北物管公司夏国法的好人好事

本报讯 2月 29日，物管公司南北商务港物业服务中心
车管员夏国法在检查机动车辆进出时，发现道闸旁边的地
坪上有一张身份证，他捡起后放在岗亭等待失主认领，时至
下班后都未见失主来前来。次日，想到失主丢失身份证肯定
很焦急，夏国法便会同同班秩序维护员陶四习根据身份证
上所记载的地址以邮寄的方式将身份证寄给了失主。失主
接到失而复得的身份证后，非常感激，根据寄信的落款单
位，通过 114询问查到物业服务中心的电话，特地来电表示
感谢。随后，又寄来表扬信，对夏国法和陶四习急人所急、想
人所想的行为给予表扬。

平凡的岗位，做出了不平凡的工作，夏国法、陶四习的
行为，体现出新南北物业员工的高尚品德和真诚服务的精
神风貌。 （物管公司）

本报讯 由杭州青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发的青枫墅园二期项目，近期完成了配套用
房装饰图纸方案的确定工作。日前，会所砖砌体
的施工也陆续开展，将在今年年底全面交付使
用。二期会所的建设，将给广大业主提供丰富的
运动项目、良好的运动环境以及充足的运动空
间。据了解，二期会所地下一层为游泳馆，一层
将设有篮球场、羽毛球馆、健身房、瑜伽馆等，二
层为兵乓球室、桌球室，三层则是棋牌室。在二
期会所内，不仅容纳了健康概念，而且生活娱乐
设施也尽在其中。

（青枫公司）

青枫墅园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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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21日下班
后，集团公司各部室的羽毛
球、乒乓球爱好者们纷纷赶
往海外海会展中心运动馆，
换上轻便的运动装，招呼同
事，拉开架势，酣畅淋漓地
“赛一场”———由工会组织
的员工羽毛球、乒乓球活动
由此拉开帷幕。

就在两天前的党支部、
工会联席会议中，集团各部
室的员工代表们集体讨论
通过了《新南北集团 2012
年文体活动方案》。应广大
运动爱好者的要求，工会提
早组织，迅速开展了员工体
育活动。活动当晚，既有专
业水准的比赛对垒，也有以
锻炼为本的运动交流。集团
公司工会主席许尚志也来
到员工中间，与大家切磋技
艺，为比赛加油助威。晚上
8 点，活动基本结束，但仍
有员工意犹未尽地在赛场
上拼杀抢夺……

运动，不仅带来健康与
快乐，更能收获激情与意
志。今后，集团工会将把此
类活动开展得更为常态化、
专业化，同时希望各所属公
司工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
适时开展各类员工活动，共
同开拓工会组织密切联系
职工的有效途径。

（周 游）

【编者按】
2011年，是实现集团公司战略发展的关键一年，涌现出了众多优秀员工和管理人员。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充分发挥优秀员工的先进模范带头作用，本报在本

期中特辟优秀员工表彰专版，将 2011年中获评“优秀员工”的人物事迹进行表彰（排名不分先后），以调动广大员工奋发向上、争做贡献的工作热情，在 2012年中齐心
协力、同舟共济，顺利完成各项工作目标。

你在 2011年 3月调往审计部
任经理助理，面对全新工作，虚心
好学，协助组织了二期学习班，在
理论学习和业务技术上进步较快。
你克服部门人员少、工作压力大、
工作量饱和等因素，每月完成 10多
家公司监管报告的数据核对、修
改、编制等工作，任劳任怨。你热爱
公司，工作积极热情，工作态度认
真负责；工作质量提高迅速，接受
能力较强；在工作中能按照领导思
路，攻克难关，提出见解，反映效果
良好。

审计部

吴珂蓝
你在完成南北·乐章工地水电

通路的同时，完成了弱电、天然气、
室内管线设计，市政道路委托设
计。对余杭区供电局永久性供电方
案调整上，你能考虑既不违反国家
强制规定，又必须满足供电局的要
求，取消 4台公变，得到了供电局
和电力设计院的认可。在联系施工
临时用电安装时，经与余杭区电力
部门的多次协商沟通，在符合电力
局规定的同时，你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为公司节约了成本。

工程管理中心

竺天放

你在 2011年度分管的项目结算工作量饱
满，而且能按时保质地完成任务。不管项目大
小、难度如何，都积极面对，放弃休息日，深入
现场进行核对。全年共审定预结算合计造价
2.65亿元。你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敢于面对，廉
洁自律，努力钻研业务知识。以勤勤恳恳的态
度对待本职工作，在预决算岗位上为公司严格
把关。

成本管理部

葛军贤

欣北公司

陈海斌
你进公司两年来，工作勤恳，办事仔细，

对于经济合同的预审及付款流程审核非常严
谨。在领导眼中，你业务能力强，专业知识扎
实，财务工作开展有序，对预决算工作执行力
度把握比较精准，融资配合工作非常积极，资
金管理工作也很到位。在同事眼中，你为人谦
虚随和，与同事相处非常融洽。

你在工作中认真细致，责任心
强。你的业务知识扎实，专业涵养
高，在部门报批等业务流程开展过
程中颇有实效。你在工作中能与上
下级积极沟通，和政府相关主管部
门关系融洽。在平常工作中，你紧
盯工程进度，重视对联系单的修
改，能为公司大局牺牲小我。

欣北公司

刘勇军

你在 2011 年工程部副经理
（安装）岗位上，工作尽职尽责，努
力工作，带领工程部其他几位安装
工程师认真做好在建工程项目的
安装管理工作，与部门其他同志默
契配合，并积极参与集团公司采供
部相关招标询标工作。你在日常工
作中不惧劳苦，工作仔细，得到了
公司和集团相关部门同事和领导
的一致好评。

青枫公司

刘太军

你在这一年的工作中兢兢业
业、尽心尽力，工作认真、积极主
动，工作量饱满，爱岗敬业，乐于助
人，积极协助其他部门的配合工
作，与同事相处融洽，在工作中尽
量考虑为公司节约成本。

青枫公司
沈永祥

你在今年按期完成了农贸市
场摊位价格的上调任务，并实现 50
万元收入的目标任务；在做农贸市
场工作的同时，你还协助完成商品
房交付及工程验收等工作。

蚌埠公司

陈龙

按照年度工作目标，你的工作
完成情况表现很好，顺利完成了二
期还原房交付；办理完成了农贸市
场大产权证，认真尽力做好了拆迁
户还原安置等工作。

蚌埠公司

王怀芳

你自从 2001年 10月份进入富
阳项目部至今，已在新南北集团工
作十年。在这十年中，从春江花城至
双溪天城，再到目前的康桥项目，从
一名销售员提升至销售部经理，现
任综合办主任。无论是销售岗位还
是办公室的工作，你的各方面工作
任务都完成地十分理想。
你在 2011 年 9 月份进入康信

置业有限公司，在人员配备不充裕
的情况下，你不仅负责综合办的所
有工作，同时还参与前期与设计院
的一些工作，工作量较大，把所交办
的工作都能按时保质完成。

康信公司

陈晓清

你在担任公司驾驶员岗位期
间，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主动，能够
自觉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和
要求。特别是作为服务性较强的小
区巴士的驾驶员，你对业主的服务
始终做到尽心尽力，同时也从不计
较行车时间的早晚，总是严格履行
着自己的工作职责。外出开车能够
做到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你
从进公司至今无交通违章行为，得
到了小区业主和公司相关部门一
致好评。

青枫公司

陈晓路

你自从加入公司以来，工作认
真、负责、勤奋、敬业，由于工作量
较饱和，经常自觉加班加点，不计
个人得失。你的工作态度及工作能
力得到了公司领导与员工的一致
认可。

建德公司

杨莉

杭州康信、杭州南北公司
召开 2012年度工作会议

本报讯 3月 12日，杭州康信置业有限公司、
杭州南北置业有限公司全体员工召开年度工作会
议。会议主要围绕集团公司下发的年度工作目标，
将每项目标任务责任分配到人，并提出在完成过
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及解决的思路。
在本次会议中，大家再次学习了集团公司及

本公司的全员销售制度，会议强调了全员销售的
重要性，增加员工的责任感。会上还组织学习了
OA系统的基本操作流程，以便让每位员工尽快
熟悉、掌握并运用到工作中。 （杭州康信）

本报讯 近期，浙江新南北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工会在集
团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一
届工会成立大会，米市巷街道总
工会副主席胡年宝和工会干事
王新华出席会议，物管公司工会
委员、会员代表等 30余人参加会
议。
成立大会上，胡主席发表重

要讲话，他希望物管公司联合工
会要明确工会基本职责，充分发
挥工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物管
公司总经理王格首先对米市巷
街道总工会负责人到会指导工
作表示感谢，并祝贺公司工会正
式立成立。他表示，在接到米市
巷街道要求大厦单位成立工会
的通知后，公司和他本人高度重
视，要求综合服务部着手准备前
期工作。副总经理钱根姣也多次
召开会议，协商搭建工会基本架
构事宜。在公司工会成立之际，
他借此表达两个希望：一是工会
成立后，不能只成为“福利”工
会，要有创新意识。二是希望工
会在公司和员工之间起到纽带
作用，物业公司的很多员工都是
从农村出来的，平时的矛盾、纠
纷在公司内能诉求的地方不多，
工会是一个表达员工诉求的组
织。希望工会成立后，在企业和
员工之间积极发挥作用，促进企
业和员工的关系和谐发展。工会
组织要思考怎样使工会员工与
企业发展目标保持一致，调节企
业和谐关系，带领职工向同一个
目标共同努力奋斗。最后祝工会
越搞越好，真正成为职工之家。

最后，工会主席钱根姣作了
总结发言，她简短介绍了工会成
立相关情况，并对工会委员和会
员提出五条要求：一、工会组织
要更好地发挥桥梁、纽带的作
用；二、工会组织要更好地发扬
民主决策的作用；三、工会组织
要更好地引导发挥员工的主体
作用；四、工会组织要更好地发
挥维权保障作用；五、工会组织
要更好地加强自身建设。工会是
职工之家，工会干部要牢记工会
宗旨，在米市巷街道总工会的指
导下，在公司领导的支持下，添
砖加瓦，做好工作。

（物管公司）

物
管
公
司
联
合
工
会
成
立
大
会
圆
满
落
幕

本报讯 3月 7日下午，由祥符街道北星社区主办、浙江新
南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协办的社区趣味厨艺比赛———“迎三八
‘魅力煮妇’擂台大 PK”在西岸花园举行。经过 2个多小时的激
烈角逐，来自西岸花园小区的选手沈丽娟凭借其拿手菜———红
烧鲫鱼脱颖而出，征服了所有的观众和评委，最终当选了此次
PK赛的“魅力煮妇”，西岸花园小区代表队还获得了“最佳团队
协作奖”。
比赛当天，20位“煮妇”早早就把精心准备的食材带到了现

场。20名厨艺高手“披挂上阵”，当众表演各自的厨艺绝活儿。各
位选手们纷纷表示，以这样的形式庆祝自己的节日不但热闹喜
庆，而且还实打实地“有味道”呢！
据悉，参加此次社区厨艺擂台赛的四组队伍分别来自西岸

花园、锦绣文澜、信步闲庭、银树湾四个小区，每个小区经过前期
预选，分别推荐了 5名煮妇，共计 20名高手展开精彩角逐。除了
两个大奖之外，社区还分别设置了“最佳创意奖”、“最具特色
奖”、“最具风味奖”、“最佳刀工奖”等。
协办此项活动的浙江新南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西岸花园物

业管理中心经过前期积极准备、精心组织，使得活动当天吸引了
大量前来观看的业主，在社区中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力。比赛结束
后，大家一边品尝着美味的菜肴，一边称赞此次比赛集趣味性、
观赏性、互动性于一体，纷纷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周游、物管公司）

物管公司与北星社区举办
“迎三八‘魅力煮妇’擂台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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