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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乐章获
“ 最具影响力楼盘”称号

本报讯 12月 8日，浙江省首届学术
年会第三次工业革命暨工业强省建设论坛
在之江饭店隆重召开，论坛由省经信委、省
社科联、省经管会主办，副省长毛光烈出席
并讲话。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烟土受邀
参加会议。
会议对当选为“第十八届浙江省经营

管理大师”的人员进行表彰和颁奖，《浙江
日报》同期对获奖名单进行了公布。陈烟土
总裁被省经营管理研究会授予“第十八届
浙江省经营管理大师”荣誉称号，并现场接

受奖杯、奖牌。
陈烟土总裁担任了浙江省市场营销协

会会长、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二届执
委会执行委员、拱墅区第五届人大代表、第
二届政协委员、拱墅区工商联副会长等社
会职务；并先后获评浙江省住宅产业领军
企业（人物）、中国（杭州）十大城市运营商、
CIHAF中国房地产百杰人物、杭州市社区
共建先进个人、杭州市优秀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等社会荣誉。

（周 游）

陈烟土总裁获评
“第十八届浙江省经营管理大师”

本报讯 11月 30日，都市快报
旗下快房网上线三周年庆典活动举
行，集团公司旗下的南北·乐章楼盘
被都市快报、快房网评为“2012最具
影响力楼盘”、“2012推荐楼盘”。

2012年，在整体房地产形势依
然严峻的情况下，南北·乐章紧抓“刚

需”购房主流，以“留在杭州”为活动
主题，主打低总价低首付概念，“首付
8.8万起，留在杭州”等广告语吸引了
全城关注。自 7月 28日至 9月 9日，
短短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南北·乐章
历经三次开盘，三次均以近乎完美的
答卷书写着楼市传奇，成为杭州楼市

中逆市热销的黑马。南北·乐章低总
价低首付的推广策略也正在被越来
越多的楼盘效仿。此次获两项殊荣，
既是对南北·乐章项目的肯定，同时
也对集团公司未来的开拓发展之路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营销管理中心）

集团公司营销总监马奕林（左三）代表南北·乐章上台领取奖杯

集团公司举办
工程管理培训会议

本报讯 为了提高工程质量管
理水平，提升项目工程品质，最终向
客户提供满意产品，集团公司总师办
于 12 月 26 日组织集团公司工程管
理相关部门、各所属公司工程管理人
员在杭州清水湾酒店举行了为期一
天的集团公司工程管理培训会议。

本次培训会议将建筑设备安装
工程管理作为重点，特邀浙江省安装
协会两位专家就建筑设备安装工程
管理、工程质量方面的要点、难点等
方面进行讲解。专家的讲课深入浅
出，具有前瞻性和实效性，使与会人
员受益匪浅。总师办就防渗漏、回填
土、钢筋工程、幕墙工程、设备安装等
工程建设中容易发生的问题，进行了
深入细致地剖析和总结，让更多的工
程管理人员明确问题严重性，以避免
在工程建设中出现。各部门和所属公

司工程管理人员结合公司项目的实
际情况和存在问题，就如何提高工程
质量管理水平进行热烈地讨论。集团
公司执行总裁许尚志参加会议，并在
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
就集团公司项目工程管理现状进行
了深入剖析，并就如何进行精细化工
程管理、如何提升项目现场管理执行
力、提高产品质量，并最终向客户交
付满意的产品，向集团全体工程人员
提出了要求：1、要加强团队协作，遇
事主动，不推诿、不扯皮；2、要加强专
业知识学习，提高个人专业能力，强
化责任心，提升个人职业素养；3、在
工程品质建设上，要求充分熟悉领会
设计图纸，严格审核各专项施工方
案，积极参与专业施工技术交底，做
到施工样板工程先行。

（总师办）

本报讯 为进一
步完善新南北集团公
司财务会计制度，结合
“金蝶 EAS 财务管理
软件”规范一体化的财
务管理工作，12 月 26
日，集团公司在青枫公
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了
新南北集团公司《财务
会计制度（讨论稿）》座
谈会。
为了确保《财务会

计制度（讨论稿）》的顺
利实施，座谈会邀请了
相关所属公司财务负责人、会计、出纳人员
和办公室、工程管理中心及资金计划部的
关键用户参与讨论。

座谈会上，大家集思广益，结合自己在
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提出建议和意见，互动
交流，气氛活跃，效果良好。 （审计部）

集团公司召开《财务会计制度（讨论稿）》
征求意见座谈会

什么叫不琐碎的工作

当时公司招了大批应届本科和研究生
毕业的新新人类，平均年龄 25岁。那个新
的助理，名牌大学本科毕业，聪明，性格活
泼。
我手把手地教她，从工作流程到待人

接物。她也学得快，很多工作一教就能上
手，跟各位同事也相处得颇为融洽。我开始
慢慢给她一些协调的工作，各部门之间以
及各分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和沟通，让她
尝试着去处理。开始经常出错，她很紧张，
我告诉她：错了没关系，放心按照你的想法
去做。遇到问题了，来问我，我会告诉你该
怎么办。仍然错，又来找我，这次谈得比较
深入，她的困惑是，为什么总是让她做这些
琐碎的事情？我当时问她：什么叫做不琐碎

的工作呢？
她答不上来，想了半天，跟我说：我总觉

得，我的能力不仅仅能做这些，我还能做一
些更加重要的事情。那次谈话，进行了 1小
时。我知道，我说的话，她没听进去多少。

什么是最好用的助理

半年后她来找我，第一次提出辞职。问
起原因，她直言：本科四年，功课优秀，没想
到毕业后找到了工作，却每天处理的都是
些琐碎的事情，没有成就感。我又问她：你
觉得最没意义最浪费你时间精力的工作，
是什么？她马上答：帮您贴发票，然后到财
务部走流程，再把现金拿回来给您。
我笑着问她：你帮我贴发票报销有半

年了吧，通过这件事，总结出什么信息了
吗？她呆了半天，答：贴发票就是贴发票，只
要财务上不出错不就行了？
我说，我来跟你讲讲我当年的做法吧：

1998 年，我从财务部被调到总经理办公
室，担任总经理助理。其中有一项工作，就
是帮总经理报销他所有的票据。
其实票据是一种数据记录，它显示了

和总经理乃至整个公司营运有关的费用情
况。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一堆数据，其实会涉
及公司各方面的经营和运作。于是我建立
了一个表格，将所有总经理要我报销的票
据的数据按照时间、数额、消费场所、联系
人、电话等记录下来。通过这份数据统计，

我渐渐发现了上级商务活动的一些规律，
比如哪一类商务活动经常在什么样的场
合，费用预算大概是多少；总经理的公共关
系方面常规和非常规的处理方式……
当我的上级发现，他布置工作我处理

得很妥帖，而且有些信息是他根本没有告
诉我的，我也能及时准确地处理。他问我为
什么，我告诉了他我的工作方法和信息来
源。渐渐地，他越来越多地交待给我更重要
的工作。我升职的时候，他说我是他用过的
最好用的助理。
说完后，我直言：你没有把你的心沉到

工作里去。她不出声，但收回了辞职报告。
又坚持了 3个月，她还是辞职了。这次

我没有留她。
后来她经常在MSN上跟我聊天。一

年内，她换了 3份工作，每一次她都说新工
作不是她想要的。当又一次辞职后，她跑来
找我吃饭，忽然说：我有些明白你以前说的
话是什么意思了。

什么是好的工作习惯

大多数人，很有可能将来所做的工作，
跟他当初所学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从
22岁大学毕业到 26岁之间这四年，重要
的不是你做了什么，重要的是你在工作中
养成了怎样的良好工作习惯。这个良好的
工作习惯指的是：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
以及是否学会了如何用最快的时间接受新

的事物，发现新事物的内在规律，比别人更
短时间内掌握这些规律并处理好它们。
大多数新手，在这四年里，是看不出太

大差距的。但是这四年的经历，为以后的职
业生涯发展奠定的基础，却是至关重要的。
很多人不在乎年轻时走弯路，很多人觉得
日常的工作人人都能做好没什么了不起。
然而就是这些简单的工作，循序渐进地、隐
约地成为了今后发展的分水岭。
（摘自《中国青年》第 16期 作者 刘苏）

我的助理辞职了
写给那些浮躁的职场新人

最近，我常处在兴奋的喜悦之
中。建设中的青枫三期，已全面结顶，
13幢高层建筑群，雄姿初现，她处在
西溪山水之中，是极为宝贵的宜居缓
坡，青枫墅园·语山组团，是城西璀璨
价值星群中圆梦之地。

我是青枫公司工程部负责工程技
术管理的工程师，购买自己参与建设
的房产，这是当今轰轰烈烈的商品浪
潮中难得的境遇。媒体有报道：英国人
统计的人生十大愿望调查，“建一座属
于自己的房子”名列榜单第八位。

好事让我碰上了。有时候，我会
独自一个人呆在属于自己的新房中，
点上一支烟，泡上一杯咖啡，这是使
我未来身心俱足的家园。窗外，温暖
的阳光照进了三个朝南的房间，设计
用诗化的建造语言，体现了生活的历
史记忆和理想的相互融通，是传统家
庭中相安而居生生不息的快乐平台。
远处眺望，青山就在眼前，树木郁郁
葱葱，相伴共生的悠然风景和清新空

气，扑鼻而来，那四季轮替的体察，有
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自己。

好像是有股强力的推手在鼓动。
年初滚滚的刚需置业浪潮中，青枫墅
园数千人的排号抢购，呼天喊地，汹
涌澎湃的争先恐后，这是我一生中从
未遇见过的体验。青枫房产的核心是
什么？她受到广大百姓欢迎的亮点体
现在哪里？我体会到了。在这里，那不
是一个个单一的建造体，而是一个有
山有水的建造群，她整体地叙述了杭
州人对西溪湿地的珍爱。最生动的地
方，是公司一种富于担当的坚守，是
置身于顽强拼搏的创新，我身在发展
前途广阔的公司，值得奉献体验。最
终，几番波折，我才称心如意地购到了
新房。
亲手参加建设一套属于自己的

房，一切都弥漫在理想的情感之中，我
工作的动力更足了。冷冰冰的钢筋有
序排列，这是结构的骨架；模板的支撑
高度，这是设计生活的空间，一切都检

查完毕后再对照图纸复核，一点也马
虎不得；甚至连国家规定的 100条处
理建筑通病的办法，也变成有血有肉
的整改法宝。对于质量，对于进度，我
可不是那么好商量的。

青枫墅园的真实内涵是西溪湿地
宜居极佳的原山景公寓，每一套房，每
个飘窗，每个露台都形成一个个独特的
视角界面。住户们在这里远望青山，吮
吸着山水生态，初夏，数千只白鹭在这
里驻足，每天傍晚，丛林中喜鹊还在叽
叽喳喳。望山是一种心境，小区长长的
小道，突如其来的拐角，起伏的长廊，超
大中央景观，都给出了独特的意念，这
是深远、高远和心远的体验，这是悠闲
生活和精神相托的家园。

青枫墅园·语山组团将于 2014
年交付使用，当前工作繁忙，规划
的蓝图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现实。激
情抒怀，实现理想的居住之地，太
棒了！

（青枫公司 范利航）

祝福
本报祝 12、1月份出生的同仁生

日快乐！

集团公司：李宝璞 虞谷音 肖 辉 翁伟强

陈忠健 鲁 军 张 霞 朱 青

潘 萌 姚国武 姚 闽 杨以成

曹 平 朱 笑 俞中伟

青枫公司：叶松有 赵旭升 温志瑞 雷红斌

欣北公司：王淑芳 余作鹏 楼 华 金凯捷

康信公司：苏咸伟 马林奎 柳海平 胡惠敏

建德公司：金晓新 徐士亮 陈继康

物管公司：钱 华 沈翠凤

黄 甜 江文芳

曹益华 俞永梅

王志文 李 颖

沈玉妹 王系律

本报讯 2012年上半年，在政府坚
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持续加大政策预调
微调力度的大环境下，浙江新南北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审时度势，精诚团结，在销售
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记者从集团公
司营销管理中心了解到，截至 2012年 10
月底，集团公司销售额达 118986.7万元，
提前完成年度销售目标任务。截至 12月
底，集团公司全年共完成销售任务
129882万元。
年初，新南北集团董事长陈烟土在

2012 年度工作会议暨销售工作会议上
提出了“认清形势，把握市场调整的机
会，把销售工作作为公司第一要务，强
势推进销售，以销售促进各项工作的开
展，进一步深化企业管理和品质建设，
提升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实现公司平稳
发展”的 2012年总体工作思路。围绕这
一全年工作思路，新南北集团不断找出
路、想办法：千方百计地提高销售工作
的计划性和预见性，准确研判、果断出
击；公布《关于强势推进 2012 年度销售
工作的实施意见》并严格执行，抓内控
管理、强销售力量；把品质建设放在极
其重要的位置并常抓不懈，精益求精、不
断超越；在集团内部实施“全员销售”的
战略，群策群力、共克时艰。今年来，在以
上四方面采取的多项措施和全体员工对
销售工作的“保驾护航”，保证了销售任
务的圆满完成。
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房产企业仍面

临生存和发展的巨大挑战。新南北集团将
会不断总结经验，继续秉持“比昨天做得
更好”的企业宗旨，把握机遇，奋力拼搏，
以崭新的面貌去迎接新的挑战、迎接更大
的胜利！ （周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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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采供部 李桂荣

建德下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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