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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晨光
秋日的晨光，暖暖的，透着丝丝
的柔和，打在窗台上，给人一种无限
的惬意，比起夏日的太阳，更加受人
欢迎。于是，
我走出屋子，去享受这美
好的时刻。
不远处是一个公园，里面生长着
许多树木，树的枝叶间环绕着淡淡的
薄雾，太阳光下，桂花香四溢，鲜艳夺
目，有粉红色的花，有黄色的花，花香
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但桂花树的叶
子没有了绿色的光鲜，我想这就是桂

花树叶的伟大，宁愿自己老去也要扶
着桂花把香气留给赏花人。四季不老
的樟树在秋日里呈现出几片大红色
叶子，点缀在绿叶之间红光闪闪，仿
佛告诉世人樟树的叶子也渐渐到了
换季的时候。其它一些不知名的树
木同样失去了春日的光泽，有的树
叶零星掉落在地上；有的满树黄叶，
只差一阵秋风就要离开树枝了。草
坪当中，唯有四五株雪松依旧绿莹
葱葱，春色盎然，傲然挺立在秋日的

阳光里，显示出不屈不挠的精神。那
塔形的英姿拔地而起，粗壮的直杆，
层层生出笔直的枝干，叶如雨丝，上
下垂直，分外壮观，她的树尖与太阳
的光芒柔和在一起，放射出金绿色
的光彩。
我走在公园草坪的小路上，小草
同样未能抗拒季节的变化。草地呈现
出一片黄绿色，阳光下分外耀眼。我
想那是草地在枯黄前拼尽了她所有
的力量，想把最好的留给我，好让我

记着她的美丽。那句
“野火烧不尽，
春
风吹又生”的名句，不正说明小草勃
然的生命力吗？难怪她成为千百年来
文人墨客永恒的赞颂的主题。
在大自然的世界里，万物迎合着
季节的变换，展现着它们特有的姿
态。每一个季节都有着它不同的魅
力。在秋天这样一个金黄的季节里，
我们应该更多的走出屋子，去欣赏这
个季节带给我们的美丽。
（青枫墅园业主 曾煜）

新南北集团第三届青年管理人员培训班圆满结业
（上接 3 版）
这次培训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头脑
像经历了一场风暴的洗礼，让我明白了
“思考的重要性，
思考是培训的延续”。为
期三天的体验式培训，每个项目结束后，
团队成员围坐在一起，谈论团队的成功
与失败，分享个人的感受与经验，不断思
考，并善于总结及时调整战略，使我们能
够朝着既定的目标奋勇前进。
——
—资金计划部
张希
要 站 在 更 高 更全 的 角 度 去 看 待 问
题，凡事多主动，加强主观能动性的培
养；要秉持更加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要
坚定树立终生学习的意识。在审计时，
我
们也必须对相应政策法规、业务知识及
公司各相关业务模块都了然于胸，才能
把审计工作做深和做好。
——
—审计部
吴珂蓝
要有高的团队合作意识；在做事之
前首先要吃透规则；要胆大心细；要知己
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不能好高骛远，要
脚踏实地；团结合作，资源共享；时刻研
究环境，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成功
之时要居安思危，在面临危机之时要沉
着冷静。
—财务部
——
姚国武
我们在本次体验活动的每一个环节
中，其实都不能因为暂时的领先或落后
而固步自封，应尽量排除之前的干扰，做
我们在做出每一
出最合适的方案。同时，
个决策之前，都要考虑自己所拥有的每
一种资源和成本，要最大程度地发挥团
队决策的功效，更要学会在虚拟的游戏
中找到与现实决策的关联。
——
—财务部
俞中伟
在公司的管理中，让员工各司其职、
合理分工与加强执行力、营造企业文化
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对此，我认识到：提
高自身综合素质已迫在眉睫，时刻提醒
自己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旦确认目标
就要坚持不懈，在各项资源势均力敌的
客观条件下，取胜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做
到精细化管理。
——
—办公室
戴丽
本次培训使我对全面掌握规则、做
好团队建设、强化目标管理等方面有了
更具体的了解。联系自身的办公室工作，

使我有了更充分的体会：正确定位，做好
服务工作；统筹协调，提升能力；加强团
队建设，提高部门协调工作的能力及团
队文化建设。
——
—办公室
童伟

努力；掌握规则、吃透政策是关键，如果 意识、竞争意识、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
没有掌握规则就很可能意味着失败；团 比从书本上看到的更深刻。
队成员齐心协力、通力合作、充分发挥能
——
—建德新南北公司
杨莉
动性，才能保证团队的高效有序运行，才
会让团队成员发挥 1+1>2 的力量。
本次培训使自己的各方面素质有了
——
在培训的各个环节中，我经历了角
—欣北公司
陈海斌 很大提高，然而对我个人体会最深的还
色适应，在危机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发
是危机意识。联想到物管公司现状，我认
展，在发展中注入公司灵魂、赋予使命感
面对任何挑战，都要充分准备，不打 为公司想要提升物业服务品质，就急需
的不同阶段，让我切身体会到果断的决 无准备之仗；接着就要制定目标，正确决 增强危机意识，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策、精细的管理和坚决的执行这三者的 策，并随着市场形势的变化调整决策；在 不断寻求提升物业服务品质的方法。
重要性，使我受益匪浅。结合今后的工 完成过程中，要保证执行到位；随时随刻
——
—物管公司
吴珊民
作，我将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大胆 都要保持努力学习的态度；要有成本意
尝试，稳重求进。
——
—办公室
曹萌 识、危机意识，不断创新，不断适应形势
无论做什么事，事先规划非常重要，
的变化，甚至有时需要具有超前的经营 因为规划对决策起到导向作用；要注重
——
—欣北公司
杨轶雯 团队建设，增强团队的向心力、凝聚力；
在三天虚拟的“商海沉浮”中，使我 管理。
要重视细节和流程，细节决定成败，流程
深刻认识到：任何决策都要先熟悉规则，
才能抢占先机；激流勇进，不进则退；居
要不 断 学 习 ， 不 断 总 结 经 验 和 教 的优化对完成目标工作的效率起到关键
安思危，持续改进；激发团队成员的斗 训，适应不断变化的岗位职责的需要； 作用；要有创新思维，根据市场变化，及
志，多鼓励、支持、关怀员工的精神层面； 明确每项工作的终极目标，合理安排工 时调整思路，改革创新，这样才能在既定
保持有效沟通。
要加强团队协作，
作流 程，发挥 主观 能动 性；处理 好公 司 的市场情况下寻找新的出路。
——
——
—青枫公司
陈英 上下级的关系，准确接受工作任务；处理
—物管公司
黄勇标
好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及时掌握政
管理者在决策前应做到事前充分准 策变化；时刻保有工作紧迫感和危机感，
培训使我看到了自身在分析能力、
备，了解情况，并具备精确判断力；决策 努力培养自身的工作能力，提高自身的 决策能力、沟通能力上的薄弱之处。同
——
一旦制定，就需要团队人员进行充分贯 职业素养。
—欣北公司
刘勇军 时，使我对“完美”有了更进一步的解读。
彻执行；团队的决策者，应具备足够的凝
好的服务没有极限，只要我们秉持“比昨
聚力，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决策执行
品质建设，一直是集团公司最注重 天做得更好”的理念，持之以恒，推陈出
完毕后，决策者要及时总结。
的大事，哪怕是微小的细节，也能决定今 新，攻坚克难，持久改进，终将使自己从
——
—青枫公司
雷红斌 后的成败，所以在工程管理中必须服从 一颗葡萄历练为一樽美酒。
领导按排、各步骤分工明确、严抓质量进
——
—物管公司
林德恩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利润之战”环 度。树立楼盘的质量形象是每个工程管
节。从中让我明白到了在进入工作状态 理人员的追求目标，将责任时刻记在心
培训给我带来不少启示，如打好基
之前必须去了解熟悉规则流程，这是做 头，在工作中绝不疏忽、不懒散。
础，关键时刻以专业技术取胜；做好控制
——
好工作的基础。需要考虑团队的力量，并
—欣北公司
王显超 措施，发现问题及时改进；定期分析市场
服从领导的分配。为事要充分讲究策略，
情况，把握市场状况；团队需要不断地学
深思如何去执行才能发挥至极致以及有
团队需要强大的执行力。一个
公司的经营策略、管理制度随着市场 习和总结；
效的优化配置资源，使项目之间的衔接 的变化会不断地调整，作为员工的我们也 企业目标再远大、计划再周密，如果未能
更得当。
——
—青枫公司
叶其森 不能在原地踏步，要应适应市场需求，不 将目标和计划付诸于实际行动，或者是在
那么最终的结果
断学习，
提升自我；
提升自己的竞争意识、 执行的过程中打了折扣，
团队力量使我们完成许多不可能完 危机意识，
我们要在竞争中发挥自身的潜 也将会打折扣。
——
成的任务，而且会让你有一些意想不到 力，不断创新；通过不停地总结，改进、调
—物管公司 章红霞
使接下来的工作完成
的收获，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群策群力、相 整自己的工作方式，
互团结、相互帮助、相互信任共同去完成 地更出色。
这三天的培训活动，使我获益良多，
计划目标。成果是靠勤奋、时间、拼搏累
——
—康信公司 陈晓清 作为一个管理人员，首先要具备凝聚力，
积而成的，你的时间比别人花的多，工作
给 自己 的团 队制 定 一 个 合 理有 效 的 目
比别人做的多，你得到的回报也同样会
通过体验式培训让我们更能体会到 标；要有组织判断能力；对整个市场及规
比别人多。
—青枫公司
——
虞爱民 决策层和执行层在企业发展中所起到的 则要有清醒的认识，遇事不慌、不急、不
作用，大家要相互了解，相互支持，相互 燥；对整个团队要有掌控力；要从正确的
要不断反思总结，经常回头看看，走 配合，合理分工，集思广益。对经验教训 角度分析市场形势，不能投机取巧。
——
过的弯路要纠正过来，朝着既定的方向 的总结，还培养了员工的团队意识、适应
—物管公司
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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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北·盛德国际广场项目开工典礼隆重举行
新南北人打造新安江首个商务综合体
切实支持好这一 保项目的成功，已邀请国内外知名度高、
项目建设，认真 实力强的团队合作，并将会同各参建单
细致地做好服务 位从第一道工序抓质量、从第一个工作
工作。特别是要 日抓进度、从每一个细节抓安全文明施
坚 持 公 平 公 正， 工，确保项目安全、优质、高效，将这一项
坚持原则、严肃 目打造成建德市地标性建筑精品，成为
政策、讲求方法、 建德城市形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衷心
多措并举、全力 希望各级领导、各相关单位和各界人士
以赴、强势推进， 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新南北集团、建德
尽早完成项目征 新南北置业有限公司以及盛德国际广场
迁工作。希望这 项目。
解光玖副总经理在发言中承诺，长
一全市人民关心
关注的重大工程 城建设集团将恪守“质量用户满意，环境
能够得到征迁户 社会满意、安全员工满意、管理精益求
的更大理解和支 精”的企业宗旨，选派精干高效的施工班
持。也希望项目 子，编制严密的施工方案，坚持高起点、
建筑施工单位按 高标准，规范化组织文明施工，将工程建
放心工程。
照新南北集团一 设成优质工程、
担 任 过 实职 的 建 德 市 正 市 级 老 领
贯坚持的高起
点、高质量、高标 导，市级机关部门单位和新安江街道负
项勤、
张建庭、
董悦、
陈震山、陈烟土共同为项目启动推杆
准要求，精心建 责人，市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
设、精心施工、精 表，各大主要银行负责人，新南北集团各
本报讯 10 月 26 日上午，由浙江新 为项目培土奠基。
心管理，切实把项目建成精品工程、百年 部门及所属公司负责人等也参加了开工
董悦书记在致词中指出，浙江新南
南北置业集团投资建设的新南北·盛德
典礼仪式。
工程。
国际广场项目，在美丽的新安江畔隆重 北集团董事长陈烟土先生作为建德籍在
（建德公司）
陈烟土董事长在致辞中表示，为确
举行开工典礼。该项目包括五星级大酒 外创业的成功代表，一直心系家乡发展，
店、高端商务写字楼、商业中心三大功能 在取得项目开发权后，邀请国内知名团
区块，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旅游、商 队参与项目规划设计和建设，完成了各
务为一体的建筑群体，是建德市第一个 项前期筹备工作，并迎来了今天的开工。
城市商务综合体。它的开工建设标志着 他说，盛德国际广场项目是建德市首个
新安江 中心 城区 旧城改 造有 了新 的 推 集酒店餐饮、写字楼、商业步行街为一体
进，同时也预示着建德城市品位和形象 的综合性大型商业广场。项目的开工建
设，对于加快我市旧城改造步伐，完善新
的提升。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项勤、副 安江中心城区的商务服务功能和承载能
市长张建庭，建德市委书记董悦、市长陈 力，带动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都具有十
震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程茂红、市政协 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进一步加快了中心
主席吴铁民、市委副书记沈翔、副市长叶 城区开发步伐，提升了我市的城市品位
万生及新南北集团董事长陈烟土、执行 和形象增添新的动力，必将在建德城市
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总裁许尚志等领导出席典礼。
董悦书记表示，盛德国际广场项目
开工典礼仪式由建德市市长陈震山
主持，集团董事长陈烟土致辞，建德市委 的开工，标志着该项目已进入全面实质
书记董悦讲话，参建单位代表浙江长城 性施工阶段。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
建设集团副总经理解光玖发言，杭州市 重视和支持这一项目建设，继续把它作
副市长张建庭宣布项目正式开工。项勤、 为 城市 建设 发展 和产业 转型 的重 点项
重大工程来抓。市级各有关部门要高
张建庭、董悦、陈震山、陈烟土共同为项 目、
领导、嘉宾以及拆迁户代表为项目培土奠基
目启动推杆，领导、嘉宾以及拆迁户代表 度重视，各负其责，勇于克难，全力以赴，

南北·西岸楼盘获评
年度杭州市
“优秀绿化工程”
本报讯 6 月 22 日，根据杭州 空间，具有实用性与观赏性完美结
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相关文件精神 合，直通到底的木栈道让人游走于
及资深园林绿化专家组的评审，集 此道，犹如一气呵成。水系是由规整
团公司旗下的南北·西岸楼盘荣获 的水池和自然式的溪流组合而成，
铜 在不同的形态上有更丰富的节点景
2011 年度杭州市“优秀绿化工程”
奖，
并领取荣誉证书。
观。提高“用”景的观赏价值和增加
南北·西岸位于京杭大运河杭 “看”景的使用功能。在景观施工管
州段拱宸桥区域的西侧，有着得天 理过程中对绿化工程、硬质景观工
独厚的地理和历史文化传承优势。 程、室外小品设施、景观灯具等布置
小区从景观空间形态上分入口空间 安装中各个环节的严格控制和层层
景观、中央水系景观、运动空间景 把关，对于硬质材料以及绿化苗木
观、内庭院（排屋区）景观及商业街 的到场情况做到每次验收，确保进
景观。并以一条贯通主景观轴的临 场的材料的品质，把控施工过程的
水 木栈 道连 接入口 与 中 央 水 系 景 各个节点，最终保障了工程的优秀
观。小区的设计亮点在于中央水系 品质。该项目在集团公司的有效管

理、景观设计师以及现场施工单位
的努力下做到了五重垂直绿化以及
常绿乔、灌木做出花镜效果，该两项
绿 化工 艺的完 成 突 破 之 前的 常 规
乔、灌木的搭配种植，效果更加出
彩，制造出更为丰富的绿化空间，为
高层公寓之间的组团扩大了视觉上
的距离。
南北·西岸绿化工程在竣工验
收时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此次
获奖将成为集团公司品质建设的新
起点，使集团公司今后的景观工程
在此基础上越做越好，使得优秀品
质传承延续。
（规划发展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