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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北党支部
举行 年支部会议
本报讯 8月 25-26日，在风景宜

人、红色氛围浓厚的千岛湖龙川湾大酒
店，为期两天的浙江新南北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党支部 2012年支部会议在此召
开。支部十余名党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党
支部书记麻斐主持。

新南北党支部共有党员 13人，此次
到会 10人。会议首先讨论并表决了一名
预备党员的转正事宜，经与会全体党员
举手表决，周游同志按期转为中共正式
党员。随后，会议讨论了党支部活动的开
展情况，与会党员同志们积极建言献策，
从党支部活动的形式到内容，乃至对公
司发展中起到的作用都发表了意见和建
议，讨论在热烈而有序的氛围中进行。最
后，按照上级党委要求，全体党员填写了
《两新组织党员组星级评定标准》和《基

层党组织整改提高满意度测评表》。
会议最后，党支部书记麻斐在发言中

表示：本次党支部会议在集团公司半年度
工作会议之后召开，希望全体党员深刻领
会半年度会议精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立足岗位，为公司圆满完成全年工
作目标而做出应有的贡献。党支部也将把
会上党员提出的建议进行研究，并扎实做
好健全组织工作，以党建工作成果促进集
团公司的发展，以党建工作带动各项工作
的提升。

会后，全体党员在龙川湾的“70公
社”景点吃大锅饭、看老电影、观知青史
料展，重温革命精神，并游览了森林氧
吧景区，享受“含有最多负氧离子”的空
气，在神清气爽中乘兴而归。

（本报记者）

近期，成本管理部通过近几个项目的
景观绿化工程结算审核，发现有些项目在
结算中存在一些问题，以致给结算造成困
扰，现将其归纳一下，以便将来在结算前
解决好，便于结算，并提出一些改正意见，
欢迎各位同事批评指正。
一、遇到的主要问题
1、现场合同外增加的零星项目在工

程实施后未办理签证，且部分未办签证的
项目现场已隐蔽或已拆除，未留有影像资
料，亦无原始测量记录和施工草图（如增
加灯具无线路图，增加钢筋无规格、大小、
布置间距等）。

2、为施工单位办理签证时涉及到对
另外的施工单位扣款的签证未办理，导致
有些被扣款单位不清楚扣款情况。比如煤
气管线施工踩踏苗木，造成绿化施工方损
失，绿化施工方修复的费用应在煤气管线
施工款中扣除，但对其扣款签证未办理或
未及时送达。

3、施工单位已按图施工完的工程，工
程部另行安排单位进行拆除时未通知原
施工单位进行确认且拆除时未留有影像
资料。

4、施工单位已种植好的苗木，现场工
程部另行安排单位进行移植时未通知原
施工单位进行现场确认，且对移植死亡的
苗木未进行相应的处理。

5、现场种植的苗木与投标时的苗木
清单对比变化较大，有些项目虽有设计变
更单但变更的苗木与现场对比，仍有部分

未在变更单中反映。
有些项目虽没有设
计变更文件指明要
更换或增加的品
种，但技术部在
会议交底纪要中
注明了“为保证
交房时的景观效
果，现场管理人
员和施工单位可
以根据现场实际

场景情况，在尽量不增加工程造价的情况
下，对原软景设计适当予以调整，包括苗
木的品种、位置、规格、数量、密度等进行
调整，将来工程量据实结算”，在结算时未
有现场工程部对苗木的变更发出书面文
件指令，且部分按实结算的项目造价已超
出原合同价。

6、部分项目在结算时施工单位提出
要求补贴材料差价，理由是投标单位在投
标报价时按普通品种的材料进行报价，在
进入现场施工时甲方才提供材料样品，虽
提供的为同种材料但材料品质上存在差
异。

7、部分结算中未提供景石磅单，结算
中虽有磅单但未有甲方现场代表签字确
认。

8、在结算过程中发现有些项目图纸
版本过多，且在编制招标文件及清单时也
未注明相对应的版本、出图日期等。

9、部分项目在编制清单时只采用电
子图进行工程量计算和编写项目特征，未
与蓝图相结合，有的项目虽用蓝图进行编
制但总平面图未与各指引图相结合，导致
工程量与蓝图出入较大，存在漏项。

10、部分项目与投标单位议标后，投
标单位在进行调价或承诺下浮率时未同
时在总部存档，导致结算时施工单位提出
下浮率的问题。

11、施工单位提供的竣工图与现场实
际情况不符且未经现场代表审核。

12、施工单位在提供结算报告时未提
供相应的工程开、竣工报告。

13、提供的竣工结算报审表内容与实
际不符，且有罚款的项目未在竣工结算报
审表中体现。

14、现场在对材料品种进行更换时未
发出相应的书面指令。

15、“设计变更、签证单”在流程审批
结束后未发给施工单位，导致结算时施工
单位不同意甲方批示。

二、有关配合工作
为了方便结算工作，需要相关部门从

几个方面进行配合：1、现场签证资料的办
理；2、现场苗木的变更文件；3、招标时的
材料封样；4、清单及标底编制；5、施工过
程中的管理；6、结算审计资料提交前的审
核工作。
三、相关建议
1、现场施工项目只要是在施工单位

承包合同、清单及图纸范围外的工程应及
时办理签证，并留有原始测量记录，对于
隐蔽工程应同时附影像资料和测量记录，
未有图纸的应附草图。在需要办理负签证
时应同时办理。

2、施工单位已按图施工完的工程，现
场工程部如另行安排单位拆除则应通知
原施工单位进行确认并留有影像资料。

3、施工单位已种植好的苗木，现场工
程部如另行安排单位进行移植应通知原
施工单位进行现场确认，且应约定移植单
位要对死亡苗木进行赔偿或不对其结算。

4、现场如需要对苗木品种、规格、数
量进行调整时，应发出书面指令明确更换
或增加的品种、规格、数量，且应控制在合
同价格范围。

5、投标单位在领取招标文件时应对
材料封样进行确认，且对封样的材料应形
成影像资料会签。同时在进行材料封样
时，材料名称应尽可能标注详细（有些材
料虽外表上看起来无较大差异，但实际是
不同品种）。

6、现场施工
所用的景石在进
场前应过磅并留
有磅单，并经现
场工程部代表签
字确认。

7、在编制招
标文件及清单时
应注明相对应的
图纸版本、出图
日期等。

8、在编制清
单时，如采用电

子图进行工程量计算和编写项目特征时
应与蓝图相结合，且总平面图要与各指引
图相结合。

9、在与投标单位议标后，投标单位所
有价格调整或下浮率的承诺函应同时进
入总部存档。

10、施工单位提供的竣工图纸应经现
场代表审核并签字确认。

11、施工单位在提供结算报告时应同
时提供工程开、竣工报告，并经甲方现场
工程部、监理签字认可，超出合同约定工
期，如非施工单位原因甲方现场代表应注
明其实际情况。

12、现场工程部代表对所管理的施工
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书面文件资料
比较清楚，在填写竣工结算交接单时应核
对：是否存在对施工单位的罚款，以及施
工单位范围内的项目另行安排单位施工
的联系单等。

13、雨、污水工程施工中井的做法应
严格按照图纸及清单规定的图集做法施
工。

14、现场在对封样材料品种进行更换
时应严格按要求进行操作，对未进行封样
的材料进行变更时也应发出书面指令。

15、《设计变动、签证和成本结算联合
审批单》在流程审批结束后无论同意与否
都应发施工单位一份。 （成本管理部）

景观绿化工程结算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

双盘齐放 新南北九月市场载誉而归
南北·乐章

开启团购第二季，当天去化再超 9成

9月 9日上午，南北·乐章“留在杭州”
第二季大型团购选房活动在之江饭店千人
会堂盛大举行。活动吸引了近 600组客户、
逾千人到场。此次团购房源为 7、8号楼，同
样为前期热销的 73-119 平方米户型，活
动以 184套房源现场去化率超过 90%的成
绩宣告结束，从而为南北·乐章的热销又续
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次活动的房源中，70多平方米的两
室两厅户型总价位于四五十万，80多平方
米的总价在五、六十万左右，最低首付仅需
9 万元，一次性付款还有 98 折优惠，低总
价、低首付的特征仍表现得非常明显。

选房活动原定于 9点正式开始，但 8
点左右，千人会堂内已经座无虚席，许多购
房者围绕在价格表前，挑选着自己心仪的
房源。9点选房正式开始，现场人声鼎沸、
高潮迭起，上台、选房、房源确认等环节简
直就是一场速度的比拼。选房活动于 11点
基本接近尾声，150套 90平方米以内的小
户型被迅速地抢购一空，34套 119平方米
的户型也仅剩余十余套。

此次团购活动的成功与南北·乐章低
总价、高品质的定位息息相关，同时有赖于
瓶窑镇全面的配套以及优美的环境，上述
原因决定了南北·乐章成为刚需青年、养老
族群的首选居所。

青枫墅园
价格理性回归，价值仍获认同

2012年上半年，青枫推出房价大裸奔

系列团购活动，所推 900余套房源已全部
去化，同时也荣获了杭州“透明售房网”评
定的余杭区 2012 年上半年销售套数和销
售面积的双冠王。9 月 23 日，青枫墅园·
语山组团加推中央水景楼座 12 号楼，共
计 252套房源，主力户型为 90方可变三
房户型，均赠送大面积露台飘窗等，开盘
均价为 9000元 /平米。

本次加推是青枫墅园 2012年的第五
次开盘，虽然价格上有所回升，但仍然吸
引到了 200余组意向客户参加认筹报名。
由于开盘方式更改为排号选房，9 月 22
日傍晚，即有客户前来通宵排队。排在第
一组的是一对在城西上班的年轻小夫
妻，他们关注青枫墅园很久了，前几次由

于是摇号选房的，一直没有被摇到，这次
下了大决心，一定要选到一套自己满意
的房源。

23日上午 9点，开盘活动正式开始，
每轮 5 组客户同时进入内场区域选房，选
房秩序井然，当天还公布推出了三重惊喜
大优惠：已认筹报名客户总价立减 5000
元、在约定时间内按时签约可享 99折优
惠、一次性付款再享 98折。据统计，开盘
当天销售共计 125套。

青枫墅园之所以能在 2012 年内持
续获得如此多客户的认同，主要还是
由于自身价值。作为纯刚需置业的三
期语山组团，可同步享受青枫墅园一、
二期别墅排屋社区的配套、景观，如含

恒温游泳池、室内羽毛球馆的运动会
所已经落成，今年底即将启用；一期商
业街招商工作进行中，11 月份还将新
开一家“益万家”药店。八大绿色科技
集成的建筑体系已经获得国家住建部
评定的星级绿色建筑。而近期公布的
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最新规划表明，
青枫墅园划归为未来科技城核心区
34.9 平方公里之内，与堪比钱江新城
的高端中央商务区“未来湖”仅千米，
地铁三号线、五号线交汇经过青枫墅
园北面，站点近在咫尺。众多的价值点
融汇，使青枫墅园成为杭州城西刚需
置业的超值首选。

（营销管理中心、青枫公司）

图为 月 日南北·乐章团购现场

本报讯 9 月 21日，由浙江省安装
行业协会组织的“浙江省安装行业协会
2012年度会员暨颁奖大会”在杭州之江
饭店隆重召开。集团公司旗下的南北·西
岸楼盘荣获“2012年浙江省优秀安装质
量奖”（钱江杯），并在会上领取奖杯、荣
誉证书。
南北·西岸毗邻拱宸桥，是老城区

桥西板块中具有一线运河河景的高档
楼盘。在安装工程施工过程中，通过对
工程人员、施工工艺、施工机械、材料及

环境五大因素的严格管控和层层把关，
最终保障了该工程的优秀品质。其中地
下室风管下喷的“L”型双支架、卫生间
采用的螺旋消音排水立管等创新工艺，
成为业界学习取经的亮点。工程竣工验
收时得到了质检站、设计院等专家的一
致好评。此次获奖将成为集团公司品质
建设的新起点，新南北集团将继续致力
于为业主提供功能齐全、可靠、安全、美
观的建筑精品。

（周 游）

南北·西岸安装工程获
“浙江省优秀安装质量奖”

图为工程管理中心副经理竺天放（左三）代表公司领奖

忆瞬间

小希看世界（二）

———罗马篇

祝福

▲古罗马废墟，是昔

日古罗马帝国的中心，建

有无数的宫殿和建筑群，

现在却只剩下断壁残垣，

一片荒凉。

▲君士坦丁凯旋门与斗兽场，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生动写照。

罗马帝国的军队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不列颠，自北非埃及到莱茵河，几

乎战无不胜，每逢出征的勇士们凯旋归来时，都要建造一座凯旋门以

纪念胜利，同时表彰运筹帷幄的统帅，并会在斗兽场举行竞技和斗兽

表演以示庆祝。

▲罗马许愿池，又叫幸福喷泉，这里流传着一个美

丽的传说，如果有人背对着喷泉，右手拿硬币从左肩上

方向后投入水中，就能实现自己此生再回罗马的愿望。

本报祝 9、10月份出生的同仁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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