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工程技术、管理、营销

等各领域都有楷模人物，他们忠诚
度高，业务能力强，具有奉献精神，
工作成绩突出，是各自工作领域的
“排头兵”。

如果把公司的各项具体工作
体现理解为企业的硬实力，那么文

化就是企业的软实力，优秀的文
化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硬实力的提
高。为此，我们新南北每一份子应
该对企业文化有足够的意识，并
自觉地以实际行动践行公司的企
业文化，从而提升公司的整体实
力和品牌形象。这也是公司领导
要求建设企业文化的根本出发
点，可谓良苦用心。

着力建设企业文化是今年年
度会议和半年度会议上均提出的
工作要求，目前公司的企业文化建
设处在起步阶段。公司加强了“比
昨天做得更好”核心理念的宣贯；
加大了“执行力”文化氛围的营造
力度；文化宣传体系也已初步构
建成型；“抓典型树标兵，树立榜
样力量”、“加强自我充电，构建学
习型企业”等文化理念也相继提
出。我们每一名员工应该用心去
体会这些理念的本质，去思考如
何践行这些文化理念，并真正落
实到实际行动中。我们期待身边
更早更多地出现文化“排头兵”，
成为文化理念的提出者，倡导者、
践行者，作为文化领域的榜样，带
动全员文化意识的提高，践行效
果的提高。

“学习型企业”、“执行力”、“树

立榜样”是公司文化理念的热点词
汇，他们是有内在联系的。只有不
断充电，学习各种工作所需的知
识，才能有效地执行工作，出色地
完成任务，也就能成为各自岗位
的榜样。要成为文化的“排头兵”
同样如此，需要大家认真领会学

习公司领导有关企业文化的各种
指导思想，平时多关注公司文化
宣传载体企业报、网站、《情况通
报》等有关企业文化的宣传，并从
多方面去思考，去落实好，这也是
企业文化层面执行力高的表现，

更是成为企业文化领域“排头兵”

的基础。

所属公司有一名员工曾经提
出：我们贯彻“比昨天做得更好”的
理念，在横向对比自己的工作质量
和效率有没比昨天提高的同时，还
要纵向对比公司的整体实力与优
秀同行的距离是不是越来越小，这
是一种主动思考的精神。其实，我
们可以再细化到企业文化层面，公
司的企业文化建设现在还处在起
步阶段，我们每一名员工，尤其是

中层管理人员，是不是也应该主动
去思考自己在对企业文化的倡导、

践行方面的意识有没有今天比昨
天更好，将文化理念转化为实际行
动的这种“执行力”有没有今天比
昨天更好。

新南北集团已经将企业文化
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接下来就需要
我们每一名新南北人更进一步地
主动倡导、认真践行，相信文化“排
头兵”会很快出现。 （方 涛）

本报讯 11月 15日，集团公司与浙江省第七地质
大队共同出资设立的杭州南北矿业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合作双方将在杭州地区申请矿产项目的探矿权，并进行

后续的开发工作等。 （麻 斐）

本报讯 11 月 28 日
上午，南北·西岸项目举行
开工典礼，标志着该项目

正式开工兴建。南北·西岸

是新南北集团下属杭州盛
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发的新项目，位于拱墅区
桥西板块，北临红旗河、石
祥公园，东靠运河公园、京
杭大运河，项目总建筑面
积逾 13 万平方米，物业

类型有排屋、小高层、高

层，总户数近千户。当天，

拱宸桥旧城改造指挥部
领导、集团公司领导、相

关合作单位领导、媒体记

者及公司全体员工到场
参加典礼。 （通讯员）

本报讯 10月 15日，一个金风送爽的日子，青枫墅

园销售展示中心正式对外亮相。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浙

江福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郎一亮、青枫公司总
经理金韧等参加了开业典礼。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和部分
业务单位负责人也亲自到场祝贺。售展中心的开业，标志
着青枫墅园项目的销售工作正式启动。

青枫墅园销售展示厅位于玉古路 190号（天目山路
和玉古路交叉口）。售展中心内设有贵宾休息区，楼盘展

示区等，环境温馨雅致。目前，售楼员已经进驻现场开始
接待客户。 (通讯员)

青枫墅园售展中心开业

本报讯 10月 19 日至 22
日，浙江省第 14届房地产博览
会在杭州举行，分设世贸中心、
和平会展中心两个展区。新南
北集团携两大新产品青枫墅
园、南北·西岸在世贸中心参
展。

房博会四天里，前来新南北

展示区参观咨询的市民络绎不
绝，大家对位于文一西路大城西
板块的青枫墅园，位于拱宸桥板
块的南北·西岸两个新楼盘给予

了极大的关注，楼盘展示台前几
乎时时都挤满了人，甚至出现参
展市民排队索要两大楼盘宣传
材料的情况，成为房博会一大亮
点。新南北两大尚未开盘的楼盘
在此次房博会上的精彩亮相，博

得了满堂彩。 （方 涛）

南北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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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7日，集团公司
工程管理工作会议在杭州南北商
务港召开，会议由执行总裁许尚志
主持。工程管理中心、成本管理部、

招标采供部、总师办、规划发展部、

所属公司分管副总及工程部经理
共 30余人与会，就工程管理工作

交流了以前工作中的经验，探讨了

今后工作的思路。
会上，成本管理部经理张克

华、总师办主任朱宇光分别作了专

题发言。张克华经理就预决算工
作、工程联系单签证、甲供材料设
备的管理、工程款支付等工程项目
施工过程中的工程管理工作做了
分析和阐述。朱宇光主任结合工作

实际，针对工程质量存在的如：地

下室墙板竖向裂缝造成渗漏水、内

墙面阴阳角不平直以及墙地面空
鼓、安装与土建配合不协调、市政
工程施工与景观工程不协调这四
个方面的问题，不仅指出了这些问

题存在的原因，也

提出了改良的办
法。听完张克华经
理和朱宇光主任
的专题发言后，大
家就发言中提及
的问题进行讨论，

并就各自日常工
作中的实际问题
相互进行了交流，

探索解决方法和
经验。

为了提高房
产品防渗漏方面
的工程质量，会上
发放了卫生间防
渗漏施工管理工
作程序、屋面工程
防水施工管理工

作流程、铝合金门窗防水施工管理
工作流程以及建筑外墙渗漏成因
分析四份资料，并要求大家会后组

织讨论，并将修改意见报到总师
办，经修改完善后，力争年内在集
团范围内颁布实施。

许尚志执行总裁最后作了总
结发言，他首先肯定了大家提出的
有实施价值的意见。然后结合当前
业主法制意识增强，品位要求大幅
提高，以及工程管理工作中暴露出

的各种实际问题，有针对性的就

“加快转变意识，适应房产市场变
化”，“重视工程质量，严格总包管
理”作了阐述和要求。

许总说：工程管理人员意识转
变不快，直接反映到工程管理工
作中的各个层面，兰韵天城交房
出现的问题就是一个警钟。全体

工程管理人员必须引起高度重
视，并从中吸取教训，尽快转变思
想意识，尽快接轨市场。在实际工

作中严把质量关，确保各分部分

项工程符合国家规范和相关强制
性条文标准。房产行业很多风波
的产生都与交房时间相关，接下
来，盛德欣苑和一些外地项目也
将面临交房，希望大家要好好想
想，还存在哪些问题，特别是室外

配套设施施工要组织协调好，把

工作做在前面，严格把握好交房
时间。尤其是盛德欣苑项目，认真

落实质量检查方案，切实实施一

户一验，总师办要把这个工作组
织好。今后的项目在确定交房时
间上一定要留有余地，不能简单

地按照施工合同加以推算，充分
考虑新形势下配套工程、景观工
程施工时间及验收时间，科学合
理地确定交房日期。

针对讨论时部分工程管理人

员提出的总包单位管理“难”这个

问题，许总对此强调说：工程管理
是一个系统工程，总包方的管理是
工程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总
包方管理首先要严格按合同条款
进行管理，严字当头；又要进行沟
通、交流、探讨，并充分调动其积极
性。可以说是一个课题，是一门艺

术。也就是说与总包方要把握一个
交流的度，管理一定要严格。严格

管理最重要的就是完备合同，明确

条款、范围、界面，并执行到位，这

也是能否管好总包的基础。在实际
工作中，各项目部及工程管理人员
须将合同观念作为基本观念，一定
要仔细研究合同（包括分包合同）的
各项条款，要把合同看懂看透。从去

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对总包合同条
款进行了逐条地探讨与研究，结合
前几年工程管理中反映出来合同条
款中存在的缺陷，也借鉴了外来的

经验，起草了总包合同范本，将总包

合同内容详尽地写入合同中，今后

集团的总包合同将在范本基础上进
行完善。

最后，许总希望全体工程人员
尽快转变意识，适应市场新变化，
不断学习，努力向规范化、精细化
管理迈进，共同为新南北房产品质
提高做出新贡献。 （方 涛）

集团公司工程管理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
执行总裁许尚志强调：加快转变意识 严格总包管理

南北·西岸项目正式开工兴建

期待文化“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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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8日，受强台风“罗莎”影响，杭

州风狂雨暴，降雨量非常大，建筑设施等受到很大
影响。这也考验着新南北物业管理的工作，各管理

处高度重视这次台风的来袭，群策群力做好抗台

工作，将各自损失降到最低，体现了物管人不畏艰

险，为业主提供优质服务的奉献精神。
台风来临前，得到预报信息，物管公司领导给

予了高度重视，指示各管理处认真检查设施设备,
排除各种隐患，加强值班做好抗台工作。各管理处
负责人亲自动手制作温馨提示在小区（大厦）内提

前张贴，工作人员逐一上门通知业主，建立相互联

络，保洁员对排水系统进行了再次清理，以防患于

未然。

“罗莎”在杭州肆虐的同时，各管理处值班人

员坚守岗位，定时对小区（大厦）进行巡检。由于此

次台风强度大，强降雨长时间持续不停，几个管理

处因下水管道来不及泄流，导致溢水情况，工作人
员冒雨紧急抢险，及时处理了险情。南北商务港因

为地势较低，地面积水较快。在得知情况后，公司
领导亲自指挥，在商务港管理处与大家一起排涝
抢险，组织调用了四台水泵进行排水，成功将积水
引出。直到这时，大家才发现衣服湿透了，头发湿

透了，脸上的雨水也已经蒙住了眼睛。

春江花园管理处在台风来临前，要求业主将

阳台上的花盆、装饰物等搬离，并提醒业主外出时
注意关好自家窗门，安排人员对小区内的部分小树

木进行捆绑加固，防止台风到来时被摧毁，要求各

岗位工作人员 24小时注意台风走向，遇到情况及

时与管理处沟通汇报。台风登陆当天，管理处安排
了人员值班，值班人员在台风到来之前对小区进行
了巡视，把家中无人而窗子开着的记录下来，回到

管理处后一一打电话提醒业主，这一做法得到业主
极大的肯定。

这次强台风，对红石商务大厦的一些排水管
道、门窗造成一定程度影响。当天温度很低，降雨

不断，风势也很大，伞根本撑不住，管理处主任和

工作人员干脆脱掉鞋袜，冒雨钻进绿化带，下到排

水沟、甚至爬到窗外冒险进行抢修，及时排除了险

情和隐患。

由于准备充分，措施得当，这次台风最终并没
有对各管理处造成大的影响，物管人在这次抗台

中不畏艰险，团结一致，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了业
主的高度赞赏。台风远去后，物管公司及时总结了
暴露出的各种问题，交流了经验，可以说这次台风
的考验，将让物管人今后的管理工作更为成熟理
性。 （物管办公室韦的、各管理处综合报道）

物管抗台工作做得细致

1956年 10月 8 日，我国第一
个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
五研究院成立；

1958年 4月，兴建我国第一个
运载火箭发射场；

1964年 7月 19 日，我国第一
枚内载小白鼠的生物火箭在安徽广
德发射成功；

1970年 4月 24日，第一颗人造地
球卫星东方红 1号在九泉发射成功；

1975年 11月 26日，首颗返回
式卫星发射成功，3天后顺利返回，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
回技术的国家；

1990年 7月 16日，长征 2号捆
绑式火箭首次在西昌发射成功，为

发射载人航天器打下基础；

1990年 10月，载着两只小白

鼠和其他生物的卫星升上太空，开
始了我国首次携带高等动物的空间
轨道飞行试验；

1992年，我国载人飞船正式列入
国家计划进行研制，这项工程后来被
定为神舟号飞船载人航天工程；

2003年 10月 15日，我国成功
发射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

2005年 10月 12日，我国成功
发射第二艘载人飞船神舟六号，并

首次进行多人多天飞行试验；
2007年 10月 24日 18时 5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
号甲运载火箭将嫦娥一号卫星发射
升空，并成功进入探月轨道。嫦娥一
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月球探
测卫星，目前已经成功向地球传回
相关科学数据。

本报讯 10月 27日，余杭泾山双溪漂流景
区迎来一群快乐的游客，他们是新南北集团公
司的部分员工近 70人。当天，双溪漂流景区游
客不多，但是气氛却显得那么热烈，笑声、嬉闹

声不断。
在景区，大家乘牛车、坐竹排漂流、打水仗、

爬山、打牌、喝茶、聊天，玩得很开心，心情如水

上漂流般轻松惬意。这种活

动让大家在高节奏的工作之
余舒缓了身心，丰富了员工

生活，也增强了团队的凝聚

力。 （文/摄 方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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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溪，漂流的是一种心情 中国航天大事记

前不久，我国成功发射嫦娥一号探月卫星，标志中国迈出了探月工
程的重要一步，标志着中国成为航天技术大国。本报特摘编了中国自
1956年至今的航天大事记，以飨读者。

热点聚焦

淤 快乐漂流，我们出发喽！
于 水战正酣，巾帼不让须眉。
盂 坐牛车，心情复古之旅。 盂

淤

于

古时侯一个佛学造诣很深的
人，听说某个寺庙里有位德高望
重的老禅师，便去拜访。老禅师的
徒弟接待他时，他态度十分傲慢，
心想自己的佛学造诣很深，就完
全不把小徒弟当回事。老禅师把
一切都看在眼里，却仍然用应有
的礼数招待他，并为他沏茶。在倒

水时，明明杯子已经满了，老禅师
却不停手。

来者不解地问：“大师，为什么

杯子已经满了，还要往里倒？”

老禅师说：“是啊，既然已满了，

干嘛还倒呢？”
禅师的意思是，既然来者已经

有学问了，干嘛还到他这里求教。
据说，这就是“空杯心态”的起

源。
空杯心态其实是一种接纳的

态度，是一种挑战自我的永不满足
的勇气。企业要发展也应如此。企

业的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

时时保持谦逊的学习态度，不断挑

战自我。任何企业的自满的想法都
是可笑的。

认真听取来自客户的意见显
然是每个企业都应具备的品质。销
售过程中，当产品的品质与客户期
望值不对称时，就会带来客户的不

满，抱怨，甚至投

诉。面对这些，“接

纳”显然比“拒绝”
有效。“接纳”即是
建立起有效的沟通
渠道，创造良好的
沟通氛围。耐心地
接受客户的意见，

以最大的诚意解决
客户遇到的问题，

从而赢得客户的认
同。

很多大型的品
牌企业都十分重视
客户的投诉，在他们看来，投诉是

企业与客户沟通的有效途径，在接
纳投诉的过程中，企业能够了解客
户的需要，从而不断完善自身的产
品及服务。

事实证明：一切抱怨都开始于
了解不够，而同样一切抱怨都会结
束于有效的沟通。为了方便客户在
遇到问题时向企业投诉，企业应建

立数种沟通渠道。

我们始终认为：投诉是客户送

给企业最好的礼物。每一次投诉都
是一次学习机会，常怀“空杯”心
态，让我们在投诉中成长。

（集团公司 愚者）

景观模型设计的内容：

包括地形地貌、植被、水体、

铺地和景观小品。其中，地形地

貌是设计的基础，其余是设计的

要素。

材质的运用：

模型设计中运用了白色的硬

质 KT 板以 1：100的比例缩小尺

寸在平面上切割完成，用透明玻

璃胶固定平面以及立面部分，达

到二维空间向三维空间的组成。

在建筑体量完成后，用蓝色透明

磨砂塑料薄板粘贴在窗户内部以

达到透明窗户的效果。

植物种植上用海绵浸染绿色

颜料，在阳光下晒干水份，将绿色

的海绵剪碎，粘贴在细钢丝围成

的树形上。用牙签做成太阳伞，彩

色 KT纸板拼接成踏步。

在合理的空间内将植被、水

体、铺地和景观小品置于环境中，

阳光下度假酒店座落在风景秀丽

的海滩风景中。

（规划发展部 张 莹）

南北文艺

这是规划发展部
张莹自己设计、自己选

材、自己动手制作的度
假酒店建筑模型。

本报讯 11月 1日，南北天城二期 28-31号
楼 4 栋小高层共 128 户开始正式向业主集中交
付，目前交房工作已接近尾声。

南北天城坐落于宜昌城区东拓的中心地段，

建筑面积 126000平方米，共 800多户，目前一期
520户已全部竣工交付，二期小高层也已竣工交
付，社区景观优势逐步呈现，草木成荫，水流潺潺，
余 5栋多层正在建设中。整个小区借江景，依山
势，因地制宜，楼房高低错落有致，形成一个布局
合理、雅致秀逸的杭式绿色生态园林大社区。

以客户为先是我们一贯的服务理念，交房前

一周公司就与业主核对通讯地址，根据房管局实

测面积与财务核对预、实测退补款明细，然后对所

有业主进行信函通知，包括入伙通知及房款退补

明细等，力求让业主能全面了解交房程序，不走弯

路。

在交房过程中，我们为业主提供一站式服务。
所谓一站式服务就是业主可以在一个地方办理完

所有的交房手续，并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业主提
供一对一的交房服务。在售展中心分设有缴费处、
休息区、咨询台等。新来收房的业主，先到咨询台
咨询相关的收房事宜，咨询台的工作人员会给业
主详细介绍收房流程等内容，并清楚告知每一个
流程在哪里办理，对于最敏感的房款退补事项由
一对一的交房服务人员详细解说。

随后，业主被领到物业公司，由专门的物业人

员全程相伴看房。针对业主在收房过程中提出的

问题和要求，工程部也派专人记录在案落实解决
时间。这样的交房过程不仅方便，而且专业。

交房现场的温馨氛围也让人精神愉悦，小区
内彩虹门耸立、气球彩带飘扬，售展中心花团锦
簇、条幅悬挂装扮的热闹喜庆，休息区内经常能看

到老业主带新业主前来收房并交换心得的情景，

其主要原因为不少二期业主是一期业主介绍前来
购买的。业主脸上满意的微笑，是对新南北产品品
质的认可。 （宜昌公司 闫协群）

南北天城二期 28-31号顺利交房 向
我
投
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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