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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21至 22日，由杭州青枫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发的青枫墅园项目参加了由《都市周报》主
办的首届城西购房节。本次在西城广场举办的城西购
房节精选了来自大城西板块的佼佼者，共有 11家品牌
开发商，12个品质楼盘参加。
青枫墅园由于开年至今的两波热卖，知名度大大提

高，因此在本届购房节上备受市场关注。在现场，销售员
接待了住在康乐新村的黄阿姨，她说，信箱里经常会收
到青枫墅园楼盘的宣传资料，现在儿子快结婚了，琢磨
着该给儿子买套婚房，由于自己也是工薪阶层，绕城内
的房价偏高，青枫墅园现在是最具意向的楼盘之一，打
算下午随看房车去看看。其实像黄阿姨这样的客户很
多，青枫墅园完善的规划前景，优美的生态资源，超高的
楼盘性价比吸引着杭城大批刚需置业者。（青枫公司）

青枫公司参加城西购房节

青枫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部经理：
蒋笑笑 32岁 天秤座
爱好：电影、音乐、旅行、运动

“认清形势，强势推进销售，以销售
促进公司的全面发展”，一句气势磅礴
且意味深长的话语，至今仍一直回响于
我耳边，回首过往的数月，思绪万千。

我们感叹，感叹时光从未如此匆
匆，也从未如此漫长，开年至今 84 个日
日夜夜，多少个灯火通明的加班夜，多
少个心绪不宁的不眠夜；

我们感慨，感慨市场瞬息万变、冷
峻无情，在国家长期且严厉的房产调控
政策背景下，有多少人倒下，又有多少
人离开，但我们还在，并且展显了前所
未有的坚定与坚强；

我们感悟，感悟纵然天无时、地无利
但人定胜天——84 天，开盘 2 次，共推
楼 8栋，接待客户数逾两千组，房源 713
套，售出633套房，销售金额 4.37亿元，
整体闪电式去化近 9 成，23%的时间实
现了 87%的目标……这一连串的数据无
不让人振奋，当初的迷茫与彷徨早已化
为更为坚定的信心和更强劲的“野心”；

我们感动，感动在危机关头，新南
北人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在关键时刻
不分你我，携手共度难关，成绩固然可
贵，但更可贵的是这份如同家人般的情
意，对此，我体会颇深。就在今年年初，
我由集团本部调往青枫公司，负责相关
销售工作，新环境、新岗位、新人事、新
机遇、新挑战……巨大的压力曾让我窒
息也曾让我感到无助和担忧，但很快我
发现，青枫公司良好的工作氛围让我很
快适应了新的工作节奏，并很快将工作
中的压力转化为了动力与乐趣。在集团
及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及广大同仁的
全力配合下，我们目标一致、群策群力，
无论你身处哪个部门，无论你身在哪个
岗位，无论你身为哪个职务，我们都只
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强势推进销
售！以销售促进公司的全面发展！

再容易的事由一个人扛着就成了难
事，再困难的事有全体新南北人扛着就
成了易事。我坚信，我们会比昨天做得更
好，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灿烂！

销售部副经理：蒋秀文 39岁 天蝎座
爱好：旅游、运动、阅读

自 2 月 25 日第一波开盘至今，短
短的二个月时间，青枫墅园开了二次
盘，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
遇到了许多困难。第一波签约工作展开
很辛苦，那时的我们每天晚上召开当天

总结会议，把当天的问题集中，通过沟
通及时处理问题，边学习边进步。同时
发挥团队的力量，虽然各人的业绩按制
度都是分开计算的，但在电话通知、查
档、签约环节我们充分发挥了团队的力
量，集中统一分配。在按揭办理的工作
中，每每碰到的新问题都被逐一记下，
通过与银行沟通逐一解决；在查档签约
方面，我们专门制作了操作流程图；在
销售方面，我们要以更专业的知识及更
饱满的激情去迎接……

虽然在今年的工作中几乎没什么
休息日，但日子是充实而丰盈的。个人
认真用心工作只能完成一小块工作，只
有团队的努力、团队的力量才能更出色
的完成任务。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齐
心协力，团结一致，终有一天会成为卓
越的团队。

销售部副经理：叶其森 27岁 天蝎座
爱好：摄影

“策划是做什么的？”其实经常有人
不解地问我这样的问题，而我每次都要
解释一通。其实，对于房产公司销售部，
绝大多数人只知道置业顾问，而对于营
销策划却完全陌生。而我，从 08年 3月
份进入青枫公司以来，在青枫墅园项目
参与项目营销策划已然 4年有余。
回想年初，青枫墅园该如何进行推

盘？如何进行宣传？如何打造楼盘影响
力？一个个未解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在营
销推广上，策划一个事件并不难，难在于
如何使这一事件真正“落地”，能够执行
操作起来，最终获得较好的效果和收益。
最终，与新浪 EJU电商的合作，一二手
联动销售的进行，大大地拓宽了楼盘在
杭城的市场。633套，4.37亿！这就是青
枫公司自开年以来 3个月交出的答卷。

在公司 4年的时间里，我觉得销售
部就像一股绳，紧紧地把我们拧在了一
起，增强了销售队伍的凝聚力以及战斗
力。在上半年 3个月的高压高强度工作
中，每个人都深深地感觉到了团队协作
力的重要性，在客户接待、合同签约过
程中分工明确，各就其职，达到了较高
的效率。

置业顾问：周 洁，27岁，双子座
爱好：美食、逛街、看电影、爬山、骑行

虽然今年工作才短短的三个月，但
工作量比去年的一整年还要多。因为工
作忙了，做的事情多了，所遇到的问题
也就跟着多了，需要学习的东西多了，
个人能力也在无形中增长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这么顺利的完

成日常工作，在于我们整个销售团队的
团结合作，工作配合的井然有序。我个
人觉得销售部非常团结，要笑一起笑、
要忙一起忙、要加班一起加班，没有矛
盾没有分化……

对接下来的工作我有信心可以做
的更好，因为我一直在成长及学习。

置业顾问：姚 红，27岁，处女座
爱好：旅游、影视

在今年这两次大型的团购活动中，
我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比如：在客户
接待的过程中大家必须保持头脑冷静，
保持清晰的思路；各个部门同事之间要
相互配合，相互帮助，团结一心……将
销售作为第一任务，虽然这几个月大家
都很辛苦，经常需要加班到很晚，开盘
现场口干舌燥地为客户选定理想的房
源，喉咙也哑了，但是大家都觉得非常
的充实，在接下去日子里我们将更加的
努力，更加的团结，完成公司 2012年度
的销售指标。

置业顾问：温志瑞，30岁，射手座
爱好：运动、旅游

还记得 2012 年初的工作计划提
出后，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今年将

是不平凡的一年，是压力与挑战共
存、机遇多过压力的一年。源源不断
的客户让我们每天都像一个演讲家，
每天面对不同的人讲的多了、锻炼的
多了，经验也随之增长了许多，在把握
客户方面也成熟了许多。特别是在领
导工作上的指导、生活上的关心下，每
天都在一点点的进步。但自己觉得还
是有很多不足之处，所以要做的还是
很多。

置业顾问：陈德洲，24岁，双鱼座
爱好：篮球、排球、旅游

2012年开展工作已有三个多月，现
在的我已经融入了这个大家庭中。这段
时间在集团领导、公司领导及同事们的
关心与帮助下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在二次开盘的过程中也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

三个月当中，我学习到了很多也得
到了很多。从艰辛到喜悦，我们品尝了
辛酸苦辣，也培养了我们团队精神。在
工作上，我养成了多想多问的习惯，在
劳动中锻炼了自己的耐心和恒心。同
时，更知道了工作的艰辛，知道了一家
公司发展是多么的不容易。

置业顾问：汪美珍，27岁，射手座
爱好：爬山、乒乓球、羽毛球

在这几个月的工作中，我纠结
过，犯错过，有过小别扭……有时候
我觉得真的累，很想休息一下。但到
了今天，却觉得我们团队今年在一起
的这短短几个月远远胜过了以前的
长久相处，在工作中我们更有默契
了，生活中更像是兄弟姐妹之间的
情感。

很多时候，我会默默地想：人总是
在不断地犯错中吸取更多的教训，但是
同样的错误绝对不能犯第二次。只要有
良好的工作态度，积极向上的人生态
度，时刻记住细心和责任心，相信将来
就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做的更好。在未
来的日子中，我会继续学习，继续努力，
与公司共同成长。

本报讯 3月 22日上午，杭州康信置业
有限公司项目扩初专家会审在临平市民之家
二楼会议室召开。余杭区人防办、余杭区建设
局、林业局、环保局、气象局、供电局、消防大
队、水务公司、良渚街道、浙江省建筑设计研
究院、中国美院等单位均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与会人员听取了康信项目设计方———浙江省
建筑设计研究院关于该项目初步设计的介
绍，并对设计方案进行了认真讨论。对于现阶
段的设计方案文本，因前期康信置业与设计

院进行了多次沟通，考虑得较全面，各位专家
均予以认可。

经会议讨论决定，该方案对几个细节部
分进行完善并再次上报审批。根据专家意见，
设计院将对方案进行修改并再次上报，4 月
15日，余杭区发改局下发“关于余政储出
（2011）37号地块商业金融项目（A区）初步设
计会审会议纪要”，至此，康信项目前期的一
项重要任务已完成。

（康信置业 陈晓清）

本报讯 3月 28日上午 10点，浙江新南
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钱江国际广场物业服务
中心员工在管理处经理的带领下，放下手头
工作全员参与到垃圾清理活动中。

据了解，该物业服务中心此前已开展
了两天的卫生整治。但由于近期装修单位
的工人往来较多，导致园区内生活垃圾乱
扔情况严重，泡面盒、快餐盒、烟蒂等垃圾
四散在各个不起眼角落。针对此情况，该物
业服务中心决定组织全体员工参与垃圾清

理活动。
当天，有人拿着垃圾袋，有人提着水桶，

钻入树木、草丛里，把平时不易清理的垃圾统
统“揪”出来，再由保安队员将垃圾运到垃圾
堆放点去。众人拾柴火焰高，这项工作在全体
员工的努力下，不到一个小时便完成了。由此
可见，在工作中注重团队精神是一件何其重
要的事，一支优秀高效的团队需要每个队员
齐心协力的努力。

（物管公司）

杭州康信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扩初方案通过会审

齐心协力 美化环境
———物管公司钱江国际广场服务中心全体员工清理垃圾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
《建筑法》和《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例》，进一
步加强青枫墅园在建工
程的安全生产和文明施
工管理，消除各类安全生
产事故隐患，4月 12日，
青枫公司分管工程的副
总经理胡越彤带领全体
工程部员工，对青枫墅园
目前在建工程，就建筑施
工现场安全生产工作进
行了拉网式的春季建筑
工地安全大检查。

接受本次检查的项
目单位有总包单位杭州
湾建设、滨江建设等以及
相关的分包单位，检查内
容主要包括：施工现场临
时用电情况、消防设备和
防范措施、安全维护情况
以及塔吊三级、室外电梯
司机、电气焊工、电工、架
子工、机动车操作人员等
特种作业人员的上岗证
持有情况等。

经过一天的大检查，
大家认为青枫墅园建筑
工地的安全生产总体情
况较好，但仍发现部分施
工现场存在安全保障体
系不健全、安全管理不到
位等现象。针对检查发现
的问题，青枫公司工程部

召集了监理单位、总包单
位及相关分包单位召开现
场会议，会上要求各施工
单位对以上检查发现的问
题进行限期整改，并要求
各管理人员进一步加强安
全生产管理。检查组要求，
项目经理作为第一责任人
对施工安全负全责，逐级
落实安全责任，制定并实
施有针对性的安全保障措
施，确保建筑工地的安全
生产。要求监理单位进一
步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
任，在施工现场监管中，要
善于发现安全事故隐患，
善于监督施工企业落实整
改，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通过这次安全大检
查，可以看出工地现场的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仍有
薄弱环节。这更要求青枫
公司工程部在今后的工作
中加大检查力度，严格要
求各参建单位做到早部
署、早安排、早落实，单位
负责人要认真组织、精心
部署，堵漏洞、查死角，做
好各项防范措施，确保施
工现场环境达标，并消除
安全隐患，确保青枫墅园
在建工程安全生产和文明
施工。

（青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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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夜奋战筑坚实基础 全员实动创销售佳绩
———青枫公司销售团队专访

集团公司在 2012年度工作会议暨销售工作会议上提出“把销售工作作为第一要务”号召后，杭州青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体员工上下齐心协力，全力开展青

枫墅园三期·山语阁销售工作。截止发稿时，三期·山语阁销售额近 4.37亿元，完成年度销售目标近 88%。今年一季度，青枫公司共销售房源 633套，签约金额 3.48亿
元。

今年初，青枫公司在集团公司的大力协助下，动员公司的每一份力量，从各部门中抽调人员全面积极地配合销售工作，为销售工作创造条件。无论是前期部、工程

部，还是财务部、办公室，都全力以赴配合销售工作的开展，从预售证的办理，到落实工程施工进度，再到对销售后勤的强有力保障等各项工作中，都彻底贯彻“一切工
作为销售创造条件，为销售工作服务”的工作思路。

作为完成销售目标任务的主体———青枫公司销售部全体员工也不辞辛苦，牺牲休息时间，日夜奋战。每当你路经销售部的时候，你都可以察觉那人潮鼎沸的声

息，也可以看到日夜灯火通明下的艰辛，这就是奋战在销售工作第一线的销售员的真实写照。

打赢一场销售硬仗，需要团队的全力配合。本期中，编辑以开放式采访形式，制作了青枫公司销售团队的专版。因为我们相信，业绩已然说明一切，我们不需要或

大或空的豪言壮语，这次，让我们更贴近一些销售精英们的内心世界……

集团公司二项目计划于 6月份开工建设
本报讯 4月 12日、4 月 26 日，

陈烟土总裁等集团公司领导及相关
部室负责人分别赶赴建德新南北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康信置业
有限公司召开专题会议，分别与两
家所属公司负责人商讨推进两项目
开工建设的相关事宜。

由建德新南北公司开发建设
的盛德国际广场项目和由杭州康
信置业开发建设的康信置业办公
楼、商业用房项目，均为高档商业
项目楼盘。两次会议中，所属公司
负责人就项目开工建设计划等情
况作了汇报，与会人员对项目建设
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会议
决定，两项目均计划于 6 月份开
工建设。

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要求，项
目设计、施工方案、施工单位的筛选
等前期准备工作，都要围绕开工这
一时间节点进行。他在会议中强调，
要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周密计划，
克服困难，确保按计划顺利完成工
作任务。

（建德公司、康信公司）

图为康信置业办公楼、商业用房项目效果图

图为盛德国际广场项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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