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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面临宏观调控大背景下
房地产市场寒暖交替、喜忧参半的局
面，新南北人紧扣市场脉搏，把握时
机，精诚团结，锐意进取，在各项工作
中获得了喜人成绩，也涌现出了众多
优秀员工和管理人员。
据统计，依据《员工考核办法》规

定，经部室推荐、综合评定等环节筛选，
共评选出 2012年优秀员工 25名。这其
中大部分为工作在基层、甚至战斗在一
线的员工。而其中，从事工程和销售相
关工作岗位的优秀员工所占比例较高，
这体现了集团公司对品质安全高压线
和市场销售生命线的高度重视。同时，

许多优秀员工还分布在行政后勤、资金
财务等相关配合性工作岗位中，有一丝
不苟的会计人员，还有默默无闻的司机
大哥———他们没有太大的丰功伟绩，他
们就是存在于我们身边兢兢业业、甘于
奉献的你、我、他！
有竞争才能有卓越。为激励先进，

弘扬典型，进一步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优秀员工的先进
模范带头作用，本报将在今后几期中陆
续刊登优秀员工先进事迹，以调动广大
员工奋发向上、争做贡献的工作热情，
在 2013年中和衷共济、锐意进取，创造
新南北集团更美好的明天！ （周 游）

年度新南北集团优秀员工名单揭晓

西岸花园物业服务中心参加
“迎三八”魅力煮妇擂台 赛

本报讯 “三八”妇女节前，由祥
符街道北星社区主办的社区趣味厨
艺比赛———第二届北星社区“迎三
八·魅力煮妇擂台大 PK”于 3月 6日
下午在运河天地举行，西岸花园等 5
支代表队踊跃参赛。经过 2个多小时
的激烈比拼，西岸花园团队获得“魅
力煮妇团队奖”。
比赛中，20位大姐各显身手，完

成的菜肴均可谓“色、香、味、意、型”
俱佳，让评委们很难评判高下。最终
一道以鹌鹑蛋制成小白兔的菜肴在
造型上占了优势；观众品尝环节时，
则是一盆亮晶晶的红烧肉最受欢迎。
虽然当天阳光强烈、天气较热，但前
来观赛的居民络绎不绝，纷纷对桌子
上的菜肴进行观赏、点评。比赛结束
后，社区邀请在场观众品尝菜肴，20

盆菜均很受欢迎。活动最后，工作人
员还向观众们分发小礼品，现场气氛
非常热烈。
这次比赛不仅展示了社区“马

大嫂”们的才艺，同时也加深了居民
之间的深厚感情。在场观众表示今
后再有类似的活动，将会积极报名
参加。

（物管公司）

本报讯 阳春三月，莺啼燕语，为了
让女职工们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
“三八”国际妇女节，3月 8日，集团公司
组织本部女职工走近大自然，赴德清举
行了草莓采摘、烧烤一日游。

当天上午，公司一行 20余名女职工
驱车前往德清杨墩休闲农庄草莓种植基
地，赏花踏青采摘蔬果，寻觅春意放飞心
情。白色的大棚中，红艳艳的草莓果在绿
叶的衬托下，格外惹人喜爱，大家迫不及
待地采摘起来。心急的刚掐下草莓就往
嘴里送，淡定的仔细挑选，互相比较，有
采摘到满意的就会向同伴展示，喜悦溢
于言表。品尝完鲜美的草莓之后，正值中
午时分，大家又在农庄烧烤区开炉摆架，
享受亲自动手获得的美味中餐。当天下
午三点，参与活动的女员工尽兴而返。

既丰富生活又贴近自然的活动，让
大家度过了一个融洽、欢乐的三八妇女
节。集团公司一年一度的迎“三八”庆祝
活动不仅增强了女职工的凝聚力，提高了工作热
情，更让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充分发挥“自尊、自爱、
自立、自强”的巾帼精神，在工作中更好地实现自我
价值。 （周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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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动态>>>>>

南北·乐章项目 >>>>>>
3月 20日上午，集团公司执行总裁许尚志在公

司总师办、设计管理部、招标采购部、营销管理中心
相关负责人的陪同下视察了南北·乐章项目工地。在
项目现场，工程管理中心经理张忠华对施工情况进
行介绍，许总及各部门负责人对工程外立面效果及
施工质量表示肯定。许总对工程的质量和进度等方
面提出了指导性要求：本项目是集团公司直属管理
的重点工程，既要控制成本，又要保证施工质量，各
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沟通，提高管理效率；其次，做
好交底工作，加强过程质量控制，重点做好结构层的
防水工作；本项目时间紧，任务重，要确保按照销售
合同约定时间交付业主。 （工程管理中心）

青枫墅园项目 >>>>>>
4月 3日上午，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莅临青枫公

司指导销售工作。在听取了青枫公司关于一季度销售
情况的汇报后，陈总就山语阁公寓和一期 B1区排屋
销售做了相关的建议和指示，为青枫公司接下来的销
售工作指明了方向。青枫公司总经理金韧在会上表
示，青枫公司全体员工将紧紧围绕销售开展工作，力
争全面完成集团公司下达的销售目标。（青枫公司）

欣北·钱江国际广场项目 >>>>>>
2月 27日上午，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营销管理

中心总监马奕林赶赴欣北公司召开了销售工作会
议。陈总和马总听取了欣北公司针对 2013年销售工
作的汇报，并对公司即将参加的临平春季人居展提
出建议，为今年的欣北·钱江国际广场二期的销售工
作进行预热，使欣北公司明确了销售工作指导思想
和销售策略。

3月 22日下午，集团公司执行总裁许尚志、总建
筑师虞谷音、总工程师潘敖生、总裁助理张克华等，
对欣北·钱江国际广场二期项目工程进行了检查和
指导，指出了项目工程上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问题，并
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许尚志总裁充分肯定了欣北
公司所做的工作，并提出了今后工作要点：相关部室
要积极配项目工程，在工作中加强对项目的指导；项
目公司在工程上要严格把好产品质量关，提升项目
品质；项目公司要抓好工程进度，努力完成年度工作
目标。 （欣北公司）

康信项目 >>>>>>
杭州康信置业有限公司通过建立“微信群”的信

息交流模式实现管理模式创新，从而进一步强化了
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监督、检查、管理环节。该模式由
康信公司总经理蒋可扬在 2013年的第一次工程会
议上提出，并邀请了集团公司总师办、成本管理部、
施工单位、监理公司及康信公司全体员工加入该群。
经过一个月的实践，这种新型管理模式收效显著，切
实提高了管理时效。
通过利用“微信”优势，康信公司员工及集团公

司相关部门人员能清楚及时地了解到项目动态及进
度。在发现问题时，能立即告知各部门负责人，使问
题及时得到纠偏与指导。所有讨论记录、图片资料均
有专人进行保存，为日后查阅提供依据。

（康信公司）

盛德国际广场项目 >>>>>>
3月 19日上午，建德新南北置业有限公司与南

京城格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盛德国际广场项
目招商工作进行会商。双方公司的相关人员出席了
会议。

南京城格公司通报了 2011年 4月以来，商业前
期规划及主力店招租代理服务等工作的进展情况，
并提出了进一步合作的规划设想。建德新南北公司
就项目建设施工节点、招商阶段计划安排、部分商业
分割和销售及建筑设计等问题作了通报，并就双方
下一阶段的合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明确了招商工作
将根据工程建设的时间节点按期推进，南京城格公
司就项目运作的基调、租售比例、销售方式及运营管
理模式提出书面方案，并报新南北集团决策。

（建德新南北置业）

本报讯 3 月 30日上午，杭州
房地产企业第三届羽毛球赛在北干
初中羽毛球馆拉开帷幕。浙江新南北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赛选手们历
经五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最终捧得
季军奖杯。
从本次比赛的报名阶段开始，

集团公司工会就给予了高度重视和
大力支持。本次参赛队员基本延续
了去年的参赛阵容，集团公司总工
程师潘敖生为领队，带领虞谷音、江
江、黄昌柯、潘萌等选手代表公司参
加比赛。30日上午八点半，比赛准时
举行。此次比赛为团体赛，共有男
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个项
目，参赛队伍分为 2个小组单循环
积分赛，各小组前 2名出线进行交叉

淘汰赛角逐 1-4名，各小组的 3、4名
交叉参加 5-8名的附加淘汰赛。

长达 5 个小时的团体
赛不仅对是体力的考验，更
是各队之间排兵布阵的智
力角逐。赛程前半场，集团
公司代表队在小组赛中保
持不败战绩，以第一名的成
绩脱颖而出。随着赛事的不
断推进，半决赛、决赛的对
手实力在逐渐增强，经过一

番激烈地拼杀抢夺，集团公司的羽
坛健儿们顽强作战，最终摘得季军
奖杯。

整场比赛中，各代表队挥洒自如
的激情和精湛出色的球技，令现场四
处高潮迭起。大家表示，比赛增进了
集团公司与行业单位间的交流和沟
通，相信通过此类活动的开展，能吸
引更多的职工参与运动，树立健康积
极的生活方式。

（周 游）

杭州房地产企业第三届羽毛球赛激情开拍

集团公司代表队斩获季军

本报讯 3 月 23—24日，青枫
墅园楼盘进行了“无底价 0元抢”的
暖春拍卖活动，每天 4场，iphone5、i-
pad4、尼康单反相机、微波炉、足浴器
等小家电统统 0元起拍。

随着拍卖活动的开始，现场主持
人详细讲解竞拍规则后，在场客户纷
纷举起了手牌，叫价声此起彼伏，好
不热闹。当一只 iphone5手机被叫到
3100元的时候，现场仅剩两名客户
相互竞价，互不相让。当叫出 3700元
价位的时候，另一名客户停止了喊
价。“3700一次！”“3700二次！”主持
人开始倒计时，在大家都以为这次拍
卖就此成交时，突然一直沉默的 16
号客户喊价 4000元，竞拍现场又成
为了这两位客户的相互角逐。最终，

21号客户以 4400元的价格“拍”下
了原价 5288 元的白色 16G iphone5
手机，现场响起了祝贺的掌声。拍卖
在继续，刺激与心跳不止……现场一

位来自淘宝公司
的购房者表示第
一次参加类似的
拍卖活动，“这次
我以 230元拍下
了原价 380元的
九阳豆浆机，感
觉很幸运，整个
过程太紧张了，
生怕被人喊价上
去。”
据统计，本

次为期两天的拍
卖活动，共计拍出商品 12件，参与客
户达百余人，以现场前来看房的客户
为主。

（青枫公司）

“无底价 0元抢！”
青枫墅园现场小家电拍卖活动火爆进行

康信公司组织员工到项目现场学习

本报讯 为了让公司员工
更深切地了解项目现状，4月 3
日上午，杭州康信置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蒋可扬带领全体员工
亲临项目现场询看工程情况。

到达现场后，蒋可扬总经理
首先就项目进度、工程进展、工
程工序等环节向各部门员工作
了介绍。各部门员工根据自身所
掌握的信息提出了不同的问题，
蒋可扬总经理一一作了回答，解
决员工心目中的疑问。

经过更直观的现场观摩
后，公司员工纷纷表示：综合
办、财务部等部门由于主要办
公地点在办公室中，对项目现
场情况了解并不多，销售部员
工即使到现场察看但也对具体
情况缺乏了解，通过这次交流
学习，使员工们能更充分地熟
悉了项目的工程情况。

（康信公司）

年度新南北集团优秀员工名单
集团公司：姚国武 陈 萍 张 霞
青枫公司：张品云 叶其森 雷红斌
欣北公司：王显超 何越平
康信公司：苏咸伟 胡惠敏 陈晓清
建德公司：陈继康
蚌埠公司：黄 静
物管公司：张绍春 孙广馨 江学林 饶顺平 戴金华 戴伟间 吴 晓 张会娟 张发军

夏国法 邱国强 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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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热情
让普通工作“闪光”

提起陈萍，同事和领导对她的评价都是“认真细致，善动脑筋，
责任心强”。她的工作是一项协调上下，联系内外的综合性工作，包
括工程管理中心日常事务管理、资料管理、文书处理、合同管理、工
程材料款审核报批等工作，以及汇丰公司各项目材料贸易结算工
作。但日常繁忙的工作并没有阻碍她参与公司各项活动的热情，尤
其是在一年一度的年会表演中，她参演的节目曾获一、二等奖。陈
萍秉持着一颗真诚、敬业的心，在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青春，在奉
献中闪烁着光芒。

爱岗敬业
青春在奉献中进取

创新突破
打开营销局面

2012年，对房地产营销工作来说是极富挑战性的一年。张
霞在全年的营销工作中，面对困境，努力寻求突破，深入销售
一线，积极开展工作。从周末活动到开盘团购，她都仔细把握
各个流程细节，亲身组织全程参与。在销售形势好转时，又能
够冷静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为及时调整营销策略提出建议。
她不断尝试创新，组织建立南北·伊家客户俱乐部，努力通过
多方渠道保持与客户的联系沟通。她积极进取、扎实细致的工
作态度，得到了售楼部和各合作单位的高度评价。

他，从 2003年进入公司，
一直以来同事们对他的印象
总少不了“勤奋”和“热情”两
个词。十年以来，姚国武一直
工作勤恳认真，任劳任怨，积
极主动；在公司里不争名利，
对待同事热心友善。2012 年
里，他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
务，工作量极度饱和，他多是
利用提早上班延迟下班来完
成工作任务，按时保质。他的
努力赢得了领导和同行们的
一致好评，被拱墅区统计局评
为“2012 年度统计先进工作
者”。

（未完待续）

比赛结束后，比赛选手和啦啦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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