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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枫公司工会会员合影
本报讯 11月 15 日，由

杭州康信置业有限公司开发
的余政储出（2011）37号地块
商业金融项目 A 区塔吊基
础、深基坑围护与土方开挖施
工方案专家论证会，在临平富
邦国际大酒店三楼会议室召
开。来自集团公司总师办、康
信公司、施工单位、监测单位、
设计单位、专家组的十余位专
家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主要对余政储出
（2011）37号地块商业金融项
目 A区塔吊基础、深基坑围
护与土方开挖施工方案进行
论证。各位专家结合现场实际
施工情况，对方案本身及相对
应的施工管理提出了许多宝
贵意见,为塔吊搭设及基坑开
挖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

实的技术理论基础。
同天，该地块桩基工程顺

利完成，较进度计划节点提前
30 余天，为后期的进度控制
赢得了时间。11 月 19 日，工
程顺利进入土方开挖阶段。在
桩基施工过程中，根据桩机隐
蔽性强、施工作业时间长的特
点，康信公司工程部与监理单
位共同组建了质量验收组，共
同对现场桩基施工进行控制，
晚上工程部仍安排人员值班。
现场控制过程中，对桩基就位
准备工作、钻进尺寸、入岩岩
样及孔深、终孔岩样及孔深、
钢筋笼安装、沉渣厚度、砼浇
捣等各个环节进行控制，以确
保桩基承压静载检测及抗拔
静载检测均符合要求。

（康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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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领导赴各项目公司召开专题工作会议

【编者按】为明确工作目标，理清工作
思路，更好地开展 2013年各项工作。2012
年 12月 6-10日，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执
行总裁许尚志等公司领导赶赴各地项目公
司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讨论各项目公
司 2013年度工作思路及重点工作安排。

杭州新南北

12月 5日下午，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
在资金计划部经理符育新、营销管理中心
总监马奕林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由杭州
新南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南北·
乐章项目工地现场。集团工程管理中心经
理张忠华及施工、监理等单位负责人向陈
总详细汇报了项目的实际进度情况和春
节前节点的工作目标。陈总听取汇报之
后，要求相关单位合理调配资源，加快 1#、
4#楼主体施工和 16#～18#楼外立面装
饰施工进度，重点提升外立面装饰效果。
随后，相关人员在南北·乐章售展中心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明年的销售工作。

青枫公司

12 月 6 日下午，集团公司领导、青枫
公司经营班子及相关人员共 15 人参加青
枫公司专题工作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青
枫公司 2013 年前期开发、工程建设、销售
等各项工作安排，并针对存在问题探讨了
相应的解决方法。

首先，青枫公司前期部、工程部、销售
部、财务部分别汇报 2012年的工作完成情
况及 2013年的工作安排，并提出了工作中
遇到的困难及问题。集团领导在听取汇报
后，对提出的问题及计划安排进行了深入
研究，并给出具体的指导意见及相关要
求：1、前期工作存在各种不可预见性因
素，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和规避措施，面对
问题需深入剖析，提前做好工作部署和安
排，及时做好与政府部门沟通和跟进工
作。2、针对 2013年的施工进度目标，希望
青枫公司认清困难，理清思路，保质保量
完成工作。3、针对明年销售的形势，销售
工作重点以完善销售内部管理，加强剩余
房源销售为主，同时为后期排屋的销售做
好准备工作。

会议最后，陈总再次强调了此次会议
的目的是督促和协助理清工作思路，希望
青枫公司能够按照此次会议要求拟定
2013年度工作目标。

建德公司

12月 7日上午，陈总在建德新南北置
业公司专题工作会议上指出：盛德国际广
场项目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商务综合体项
目，不仅在建德市是第一个，对集团而言
也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集中智慧，群策
群力，确保成功。

建德公司总经理张光荣就该项目进

展、建设计划、近期需要各部室配合支持
的工作及下步工作规划等四方面情况进
行了汇报。与会人员就项目相关工作进行
了认真探讨，并就前期工作、工程目标计
划、项目融资、招商销售等工作明确了原
则要求。

陈总在会上强调，该项目的开工建设
是今年工作的重大进展，但后续工作仍然
是艰巨的。无论是五星级酒店，还是商业
部分的设计、建设都较为复杂，难度大，面
临的问题也会比较多。接下来，一方面要
借助所有人的智慧，另一方面要加强自身
学习，事前考虑要周到、充分，这样才能避
免走弯路。同时，集团公司领导还在会上
强调，建德公司要加强学习，特别是工程
部要认真学习集团管理手册，按程序办
事；认真研究工程建设相关合同，以合同
为依据，提高管理水平；要把握时间节点，
工程计划要细排；做好成本控制，把握合
理工程造价。集团公司各部门也要积极主
动地做好服务工作，双方加强互动，避免
工作误差，集中各方面智慧，群策群力，确
保项目成功。

欣北公司

12月 10日上午，杭州欣北投资有限
公司年度专题会议在欣北公司会议室召
开。欣北公司总经理余樟松就公司工程进
度及计划节点、销售工作做了详细地汇

报。在听取了余总的工作汇报后，陈烟土
总裁就欣北公司 2013 年度主要工作做了
重要指示。会上，陈总分析了欣北公司
2012年度销售方面存在的不足及 2013年
度销售方面的潜在优势，并且明确指出
2013年要把招商工作做为重点突破口。

康信公司

12月 10日下午，集团公司领导一行
又匆匆赶往杭州康信置业有限公司，参加
康信公司 2013年度重点工作专题会议。

首先，康信公司余政储出（2011）37号
地块商业金融项目的现阶段工程进度、财
务资金等情况及 2013年的工程建设、财务
资金、销售等环节工作思路做了系统汇报。
同时，结合工程实际情况，与会人员还对康
信公司工作开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
讨论，并得出了相应解决方案。

会议最后，集团公司领导对康信公司
的各方面工作提出了指导要求：1、工程方
面：工程部员工必须多看图纸，既要控制
成本也要严控质量关，加强对现场施工的
管理，要求每个细节都符合要求；2、财务
方面：对融资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确保
公司的运作用资金；3、销售方面：需加快
销售展示中心的选址、装修设计等工作，
抓紧销售部员工的招聘、培训工作，加快
确定营销策划公司，并进行 VI系统设计
及宣传工作。 （各项目公司联合供稿）

本报讯 为了加强集团公司内部管
理和审计监督，促进内部审计质量的提高
和规范化建设，在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
下，新南北控股集团公司审计部于 12月
13日正式加入“杭州市拱墅区内部审计协
会”。

协会将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加强双方
沟通和交流，推进内审转型发展，定期召
开有针对性的内审会，更新内审人员的业
务知识，开阔视野，提高职业素养，充分发
挥内部审计的作用，全面提升内部审计服
务水平。 （审计部）

集团公司审计部加入
杭州市拱墅区内部审计协会

本报讯 近期，浙江新南北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所辖楼盘小河直街、盛
德嘉苑被杭州市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处置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评为杭
州市区生活垃圾分类“百个优胜小区”
荣誉称号。

为了跟进市区垃圾分类工作，充
分领会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精神，两
个项目的物业服务中心积极配合所在
社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向小区业主

宣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为业主发放
垃圾袋。在日常环境卫生工作中，按需
清洗、摆放垃圾桶。服务中心员工若发
现有业主的垃圾分类情况不符合时，
也会立即向业主讲解垃圾分类知识及
垃圾分类的意义，特别是保洁人员，会
在环卫部门来清运垃圾之前将垃圾进
行再次分类，以保证垃圾分类工作能
有效进行。

（物管公司）

物管公司两项目获评
市区生活垃圾分类“优胜小区”

本报讯 为提高企业执行力，提升
员工自身素质，丰富员工业余生活，浙江
新南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工会集中
采购了《带着责任去上班》一书派发给员
工，并于 12月 26日在锦绣社区二楼会
议室组织召开了“读好一本书、写好一篇
心得体会”的读书交流活动。集团公司办
公室主任麻斐、物业公司工会领导出席
活动，各工会小组选派多名代表参加了
此次活动，并挑选了作品较优秀的 12名
员工参加了演讲比赛。现场五名评委依
据参赛者的演讲内容、语言表达、台风、
形象风度、综合印象对其进行严格打分。
最终，西岸工会小组的王志文荣获一等
奖；西岸工会小组的吴晓、红石工会小组
的黄金琼分获二等奖；蓝天工会小组的
孙广馨、新青年工会小组的黄勇标、部室
工会小组的庄萍分获三等奖。物业公司
工会主席钱根姣对获奖者进行了颁奖。
演讲结束后，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

麻斐、物业公司联合工会主席钱根姣同
志分别对活动进行点评。麻主任从工
会、读书、责任三个方面对活动发表讲

话，并从制度层
面、意识层面和潜
意识层面上怎样
培养责任心阐述
了自己的理解。她
强调，要从喊口号
转变为把责任真
正变成一种本能，
通过继续开展类
似有意义的活动，
在企业中创造学
习的氛围。钱总首
先对 12 位参赛选
手的演讲表示了
肯定，高度评价了他们将自身本职工作
结合到演讲中的举创。她说，物业公司
联合工会推出“读好一本书、写好一篇
心得体会”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传
播正能量，提升、陶冶员工的情操，通过
读书提高员工自身气质，并希望通过开
展此类活动，能带动员工的自学风气，
形成学习型的公司。选用《带着责任去
上班》这本书，是结合物业公司的工作

特点，此书文字通俗易懂、内容博大精
深。物业公司的工作虽繁琐细小，但对
责任心的要求却很强，最基层员工的一
言一行都代表着公司的形象。最后她借
用书中的话与全体工会成员共勉：“只
有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承
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所在的企业才有
可能变得更加强大，我们的人生才会更
加精彩！” （物管公司）

读好一本书 写好一篇心得体会
———浙江新南北物业公司联合工会委员会组织召开读书交流活动

本报讯 为在严厉的
房地产宏观调控形势下和
激烈的楼盘竞争中成功进
行楼盘营销，为全面提高新
南北集团营销人员的业务
水平，11月下旬，集团公司
选派营销管理中心、青枫公
司及欣北公司的 6 位营销
人员，参加了杭州市营销协
会举办的“市场营销总监职
业资格认证培训班”。
据悉，中国市场营销总

监职业资格证书由国家教
育部考试中心和中国市场
学会联合颁发，该证书为国
家资格证书，国际通行国内
认可。市场营销总监职业资
格认证共分全国统一笔试
考核、案例研究报告考核两
个阶段进行考核。为期 7天
的集中授课和全国统一笔
试考核已经完成，目前正处
于案例报告撰写阶段，案例
研究报告考核将在 12月底
进行。

（营销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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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15号，“2012 年万场文化
活动下基层”活动走进环境优美的南北·西
岸花园小区，为业主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
艺演出。本次活动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主办，杭州市群众艺术馆承办，杭州哈哈
艺术团协办。
下午五点多，西岸花园南门内水系前搭

起了活动舞台，欢快、悠扬的乐声由此传向了
小区的每个角落。随后，活动现场的人渐渐多
了起来，至六点半演出开场时，前排早已坐
满，周围也已站立了数百名观众，气氛十分热
烈。文艺演出在主持人一番热情洋溢的开场
白之后正式拉开序幕歌曲演唱、小品相声、杂

技魔术等轮番上阵，近两个小时的文艺演出
内容丰富，精彩纷呈。
西岸花园服务中心也积极参与了此次活

动。以红、蓝、黄、绿四个垃圾桶作为道具，服
务中心财务兼保洁主管吴晓上台针对小区内
垃圾分类不理想的现状，生动易懂地解说了
从厨房垃圾袋的领取到垃圾分类方法等相关
事项及细节问题。
演出进行着，台上欢歌笑语，台下掌声雷

动，不知不觉就到了尾声。最后，广大业主怀
着一丝不舍的心情，用最热烈的掌声送别这
个大家共同度过的欢乐美好的夜晚。

（物管公司）

西岸花园的一个美好夜晚
———“2012年万场文化活动下基层”活动走进南北·西岸

本报讯 为增强企业凝聚力，丰富员工业余生活，12
月 1日，集团公司、青枫公司工会分别组织员工爬山活
动，旨在提高员工身体素质，营造健康积极的团队氛围。
当天一早，集团公司七十余名部室员工冒着初冬的

阵阵寒雨，齐聚北高峰索道站大门口。在听取了集团公
司工会主席许尚志振奋人心的发言后，全体人员兴致
勃勃地向北高峰进发。本次登山路线选取了“先难后
易”的行进方式，从灵隐上山登顶北高峰，沿山脊抵
达灵峰山后顺路而下，中午于青芝坞集体用餐。爬
山的过程中，新南北人互帮互助、团结奋进的精神
展现得淋漓尽致，“一个也不能少”的团队精神也
感动了在场所有人。午饭用毕，在领取了登山活
动礼品卡之后，大家自行安排了游览植物园、爬
灵峰、喝茶等自由活动。大家表示，本次活动既
磨练了个人意志，又展示了公司良好的精神风
貌和团队凝聚力。
同天上午 8 点，青枫公司 27 名员工准时

从公司出发前往西天目山，登山路线全长约
5 公里，都是坡度较大的石阶路。这次活动
在登山的过程中穿插了以小组为单位的趣
味竞赛。将队员分成了“青枫一队”、“冲锋
队”和“飞龙队”三支队伍。通过几个游戏
环节，最后按到达山顶的次序分获不同
奖品，青枫公司总经理金韧为三个团队
分别颁奖。下午五点，全体成员返程回
杭。大家都纷纷感慨，更加认识到了团
队协作、团队分工的重要性，也表示要
把这种团队精神和竞争意识带到自
己的工作中去。

青枫一队

冲锋队
飞龙队

工作人员现场解说垃圾分类问题

工会主席钱根姣（中）与获奖者合影

出发前，工会主席许尚志作鼓励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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