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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公司南北商务港物业点
举行消防模拟演练

本报讯 为营造安全有序的办公环境，切实
加强物管公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同时根据公司
相关要求，4月 17日下午，浙江新南北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组织全体消防安全员（秩序维护员）在
南北商务港物业点举办了一次消防模拟演练。

这次消防模拟演练的内容主要分为讲解演
示、实际操作、疏散演习三个部分。首先，由讲解员
向到场所有消防安全员和义务消防员讲解火灾发
生时参与抢救的相关知识要点。随后，保安队长王
先爱带领一队人员进行灭火器材的操作演练，秩
序维护班长陶四习带领另一队消防员对大厦各办
公单位的办公人员进行疏散。整个演练过程紧张
而认真，同时也顺利的达到演练的目的。
通过这次演练，员工团队意识和团队凝聚力

得到了增强，参加演练的人员对火灾防范意识得
到了提高，并掌握了灭火的基本要领。物业公司
副总经理顾立康对演练过程逐一进行了点评，指
出了此次演练中暴露出的不足，并希望通过操作
演练能进一步增强员工的消防意识，对今后的消
防防范工作有更深的突破。 （物管公司）

新南北集团携四项目亮相杭州市第十三届人居展
【编者按 杭州第十三届人居展盛大落幕，共有 50家房地产开发企业、3家房地产中介企业参展，参展商品住房及二手房均成交 27套。由此可见，随着信息传

播的多样化和精准化，房交会不再是开发商和购房者们唯一看重的信息交流展示平台，各种宣传展示的手段和资源也逐渐被网络、电商、微博、微信等分流。但我们

仍然不能忽视房交会对开发商、对楼盘销售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做的应是更为理性地对待这一营销平台，结合多方位的营销方式，进一步创新营销思路，以实现更
实际的传播和销售效果。】

本报讯 杭州市第十三届人居展于 5
月 17—20日盛大开幕，新南北集团携南
北·乐章、青枫墅园、南北·盛德国际和欣
北·钱江国际广场四项目参亮相世贸馆二
期 1楼展区。
新南北集团在人居展期间组织了

“人居展 转起来”的活动——凡是每
位来到新南北展位的客户，只要通过微
博或微信发送一条与新南北集团有关
的信息，就有机会参与一次摇奖。奖品
有价值 298 元的雪花音乐节门票及各
类小礼品不等，前来观展人群的参与积
极性非常高，新南北集团展位人气爆
棚。

南北·乐章

南北·乐章为本次人居展专题推出
了 6 套超值特价房源，107 平米的面积、
70多万元的诱人总价瞬间抓住了众多购
房者与业界媒体的眼球，加之苕溪一线
景观、348路公交车直达武林门、公共精
装空间、八大主题会馆等楼盘卖点，激发
了很多购房者的看房兴趣。在人居展期
间，南北·乐章项目共接待客户咨询 20
组。

青枫墅园

青枫墅园本次人居展主推三期语山
组团“楼王”9号楼小户型产品，89、90 平
米可扩容至 105平米，起价 8980 元 / 平
米，超高的性价比及超大的赠送面积深受
意向客户的好评。楼盘与都市快报、快房
网进行深度合作，推出“领跑”行动的“存
2万抵 4 万”电商活动，据统计，人居展期
间共接待客户 200 余组，其中意向客户

79 组，随看房班车前往楼盘现场参观的
25组。

南北·盛德国际商务中心

为在人居展期间有效地实施项目推
广，杭州康信置业有限公司销售部在各个
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
一方面，项目围档和高炮画面在人居展前
期上架，拉开项目推广的第一步。另一方
面，人居展期间，组织人员在和平会展中心

及世贸会展中心进行宣传资料的派发，同
时为了更好的让客户了解楼盘信息，网络
媒体同步输出项目的相关资料。在人居展
期间，共接待客户咨询 24组。

欣北·钱江国际广场

欣北·钱江国际广场销售部在展位中
摆放易拉宝宣传，展厅内也有相关接待人
员负责发放宣传单页。本次人居展中，欣
北·钱江国际广场主推 55方经典小户型公
寓和 77方三层豪华跃墅，“总价 23万起”
的超低总价吸引了众多客户上前咨询。人
居展期间接待了客户咨询近 20组，去电案
场咨询的客户每天达 10余组。

（联合供稿）

本报讯 5 月 2 日，杭州
康信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余
政储出（2011）37 号地块”项目
案名最终出炉，杭州市余杭区
民政局正式批复核准该项目

命名为“南北·盛德国际商务
中心”。
据悉，康信公司自春节以

来一直着手落实案名事宜，期
间发动每位员工参与，要求案
名即要有识别性，又能体现项
目特征。大家积极献计献策，
最终公司共收集到近百个各
具特色的案名。经过为期一个
月的筛选跟进工作，并与集团

公司领导、营销策划公司沟通
讨论，向当地地名办多次咨询
了解，考虑集团所开发商业项
目的品牌性，最终确定该项目
命名为“南北·盛德国际商务
中心”。
案名通过正式审批后，一系

列的营销推广也正紧锣密鼓地
展开。

（康信置业）

南北·盛德国际商务中心
———康信项目案名、LOGO正式确认

本报讯 4月 26日，集团
公司物业管理专题工作会议在
三楼会议室召开。集团公司董
事长陈烟土、办公室主任麻斐
及物业公司副总经理顾立康、
总经理助理吴珊民出席会议。
会议由物管公司总经理钱根姣
主持。
首先、会议听取了物管公

司关于品质建设工作、人员定
编定岗管理方案及项目开发工
作的汇报。随后，全体与会人员
就以上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服务品质是物
业公司的立身之本，当前要把
它放在各项工作之首，持之以
恒，坚持不懈。要尽快制订相应
标准、流程和方法、措施来提升

品质，要尽力改善服务硬件，使
之与品质发展相适应；还要在
软件上下功夫，提高软实力。物
业公司员工特别是领导班子成
员，要有紧迫感，统一思想，坚
定信心，扎实工作，稳步推进品
质建设工作。会议要求物业公
司制订试点方案，有计划地分
批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
础上全面推进。物业公司人员
定编定岗，是一项十分重要的
基础工作，必须做好。一是制订
一个框架性的指导意见，明确
定岗定编的基本要求；二是根
据指导意见，结合管理项目的
物业形态、规模、收费标准、品
质要求，研究确定具体项目的
定岗定编工作。企业要发展，必

须抓好项目开发、拓展工作。会
议要求物业公司要对初步确定
的拓展项目做好跟进，及时掌
握信息动态，做好可行性分析
研究，确保完成项目发展目标。
最后，集团公司董事长陈烟

土做重要讲话，他强调：物业公
司全体人员要明白并理解集团
公司对物业公司今后发展提出
的战略要求，积极主动地跟上
公司发展的步伐，要引进一批
人才，充实、调整各级管理队
伍；同时要培养好每一位员工，
尽可能调动和发挥每一位员工
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物业公
司还要大胆走向社会，获取更
大的发展空间。

（办公室）

集团公司召开物业管理专题工作会议

本报讯 4月 16日下午，集团公司销售工作专题会议
在总部三楼会议室召开。集团公司领导陈烟土、许尚志、黄
淑鸣、马奕林与营销管理中心相关人员、各项目销售负责
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各项目销售负责人的工作汇报。陈总在

听取汇报的过程中对各单位工作逐一加以分析和指导，并
要求就如何进一步做好销售工作和创新营销方式展开认真
分析和深入探讨。
营销总监马奕林在会上指出，各所属公司要根据销售

工作时间节点，做好相应的工作安排及应对措施；认真总结
今年销售工作特点，制定针对性销售策略，全力做好销售工
作。总裁助理黄淑鸣要求提高销售工作信息化管理和应用
水平，充分发挥信息化系统营销模块的优点，逐步强化销售
工作各环节数据信息的收集、储存、分析和整合能力。
执行总裁许尚志结合新“国五条”细则出台后的行业背

景和集团公司今年销售工作的实际情况，强调当前销售工
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艰巨性，各单位要善于总结
分析，突出产品的特点和优势，积极挖掘潜在客户资源；要
树立信心，勇于接受挑战，以品质和服务吸引更多潜在客
户；创新销售工作思路，实现销售业绩持续不断增长。
最后陈总强调，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强化销售工

作为第一要务的重要认识，从思想上重视销售工作，各部
门要紧紧围绕销售工作，密切配合，共同推进销售工作再
上新台阶；二、增强工作紧迫感，充分认识到销售工作的紧
迫性，加快工作节奏，提高调研水平，制定精确措施，保证
销售工作有序开展；三、创新销售工作思路，积极转换思
维，灵活运用销售策略，找到全面打开销售工作局面的“金
钥匙”；四、加大销售培训工作力度，提高销售人员的业务
水平，提升销售业绩。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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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阶而上，抬头看到肃穆厚重的寺庙
沉静于山前。

每逢过年，都去寺庙转转。栖岩寺，新
建的寺庙，不大，给人清静的感觉。三五
成群上香的人们，缓步前行，也不觉得喧
闹。有佛的地方，它的超然气息能净化一
切。大殿内，僧人们正在唱诵，佛音缭绕，
很有气势。静静地旁观着，无比虔诚。站
在大殿廊前，倚靠着粗大的寺柱，静静地
听着佛音。天空下起细雨，微风飘来，滴
落在裸露手上，可丝毫也没有感到凉意。
我留连这样的时光，闲适、清静。一直以
来有一种情愫，钟情于寺庙罗刹的素寂，
还有以身具来的禅意和独有的宁静。在
那份清亮的气息里，将简单的心思安置
在明澈的日子里。随心，随性。在文字里
沉溺，在植物中漫游。浅浅的迷恋，依然
有着饱满的自足。

去过不少寺庙，可我还是喜欢江南
的庙宇。
灵隐寺，初见这座古刹，那份独有的

清幽难以忘怀。置身于江南烟雨的山隐

之中，有一种清远深美的至静。寺庙门前
的古树上，嶙峋的老枝抽出嫩条，浅浅淡
淡遮掩着灵隐寺的金字牌匾。踏入大门，
绵密的植物气息挟裹着浓浓的香火味扑
面而来。厚重的大殿，散发着深不可测的
禅意。天王殿供奉的弥勒佛像，憨态可
掬；大雄宝殿，叠加的重檐，气势雄壮；华
严殿里端坐的菩萨，低眉安详。我无比虔
诚，拜了又拜。寺院里，精致的木刻上，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佛来”等从多经典
的佛语，星星散散遍布于古刹里。
因为时间原因，没有细细全面游

览，很是可惜。可它依然清晰地印刻在
我脑海里。我还在寺庙里求了一块檀香
木刻，“出入平安”，至今还悬挂在老公
车子里。
寒山寺，仅仅这冷寂三个字，足以

让我向往。暮春时节，充沛的江南雨水

絮絮洒洒飘杨着，空气中散发着植物的
清香。穿过成片的仿古的建筑群，没走
几步，便踏上横卧千年的枫桥，桥下缓
缓的江水静静地流淌着，浅吟低唱轻叹
着尘烟的落寞。立在桥上，便可以清楚
看见黛瓦黄墙的寒山寺静落在绿树成
荫之中，清风细雨中隐隐约约就能闻到
那份远古气息。

进入寒山寺内，感到有别于其它寺
庙不同之处，柔柔的细雨中，更多了几
分诗意的禅味。香火依然鼎盛缭绕，寺
内植物茂盛，不时传来的钟声带来了千
古的悠远。雄壮的大殿、斑驳的钟楼、沉
默着经年的碑刻。承载着百年历代大家
书法风范，豪放、酣畅或隽秀。更让我记
忆深刻还是那首《枫桥夜泊》。张继，一
场落第夜泊姑苏，扬名了寒山寺。一位
落魄的文人，在异乡的城外，面对乌鸦

的啼叫，满天的风霜，闪烁的渔火。无不
更添加他失意的旅愁。那份空寂与落寞
敲打着寒夜里他那无眠的心绪。满腔的
清愁，无尽地孤独都浓缩在流传千古诗
词里。

斯人已去，枫桥还在！可那份独有的
诗意凄美，无法忘怀！
抛开看倦了的诗经书画，择一处幽静

的寺庙，静一静我们日益疲倦的身心。在
清寒的古刹，汲取佛的精华，参禅入定，宁
静而致远。禅像一盏明灯，指引人们的心
灵安静。追求一份淡泊宁静的境界，在喧
嚣的尘埃里，做拙朴的善行。从容，沉静，
稳妥。保持着干净的气质。
淅淅沥沥的细雨，飘落在空中，地

面升腾的雾水，淡淡地弥散着，此时仿
佛置身在尘外，不时传来的钟声，带着
悠远的禅味，弥漫在江南烟雨中。古寺
的空地上，不知名的小白花静静独自地
盛开，远离了世俗烟火，有着无邪而清
冽的美丽。

（蚌埠公司 黄静）

雨中听禅

祝福
本报祝 5、6月份出生的同仁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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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北党支部积极参与
锦绣社区第五届党委换届选举

南北·盛德国际商务中心组建车队爱心助考

本报讯 又到一年高考时，
由交通 91.8广播电台联合杭州
市公安交警局、交通运管局等单
位主办的第九届爱心送考活动，
正式拉开帷幕。杭州康信置业有
限公司也将组建“南北·盛德国
际爱心车队”积极参与此次社会
公益活动，以爱心车队为载体，
为创建和谐杭州、关爱社会奉献
出企业的爱心，承担起企业对社
会的责任。 （康信置业）

本报讯 新南北党支部在米市巷
街道党工委、锦绣社区党委的统一
部署下，于 5 月 15 日全体参加了锦
绣社区党员代表大会。党支部书记

麻斐作为锦绣
社区第五届党
委候选人，与支
部全体党员一
起参与党委换
届选举工作，依
法行使了党员
的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本次活
动选举产生了
新一届委员会
党委成员 5 名，
并产生新一届
党委书记、副书

记和纪委书记人选。
为了使这次社区党委换届选举

工作圆满完成，锦绣社区党委在成立
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后，组织召开换届

动员大会，就如何进行换届选举工作
进行讨论学习。以党员个人自荐、党
员群众联名举荐和组织推荐的形式
酝酿出新一届社区党委候选人名单，
对推荐人选进行无记名投票，确定出
新一届社区党委初步候选人并同时
上报街道党工委考察审核，社区党委
对候选人进行公示。街道党工委审核
同意后，社区党委再次进行公示，接
收广大居民群众、党员的考察和监
督。
新南北党支部参与此次活动的党

员们表示，参加上级党委的换届选举，
是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对于加强党员
自身约束、增进与党员同志间的思想
交流，强化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具
有重要意义。

（周 游）

“陈龙，好样的！”
———蚌埠公司员工勇敢解救被绑女童

本报讯 相信大家对电影功夫明星成
龙都印象深刻，无论在戏内戏外，他声张
正义、助强扶弱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在
蚌埠南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有一名
叫“陈龙”的员工。此“陈龙”非彼“成龙”，
但他在现实中勇斗歹徒、解救女童，其光
荣事迹不禁令人心生钦佩。

5月 13日中午 1点多，员工陈龙和其
两名朋友在进入米亚花园 4号楼时，发现
楼道内一名男子和两个儿童蹲在墙边，神
色异常。陈龙感觉事有蹊跷，并当即上前
询问。陈龙问女孩：“旁边的是不是你爸

爸？”女孩吓得不敢说话。此时，细心的陈龙
注意到女孩双手一直背在身后，仔细一看，
猛然发现女孩双手已被绳子捆在身后！
察觉情况不对，原本蹲在墙边的男子

起身准备阻止陈龙再靠近。陈龙和其中一
名朋友当机立断，出手将该男子制服，另
一名朋友赶紧报警。闻讯赶来的民警将该
男子控制，经审问，该男子以做游戏给 20
元钱报酬为名，将两个小孩骗至米亚花园
小区内，反绑女孩双手欲行猥亵。目前，该
男子因涉嫌猥亵幼女罪已被警方刑事拘
留。 （蚌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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