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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体概念
城市综合体是将城市中的商业、办

公、居住、酒店、展览、餐饮、会议、文娱和
交通等城市生活空间的三项以上进行组
合，并在各部分间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相
互助益的能动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多功
能，高效率的综合体。城市综合体的六大
业态 H（hotel）酒店、O（office）办公室、P
（park）公园、S（shopping mall）购物中心、C
（congress）会所、A（apartment）公寓，组成
了 一 个 新 的 合 生 词 ———HOPSCA。
HOPSCA基本具备了现代城市的全部功
能，所以也被称为“城中之城”。

城市综合体的典型特征：
超大空间尺度
城市综合体是与城市规模相匹配，与现

代化城市干道相联系的，因此室外空间尺度
巨大。由于建筑规模和尺度的扩张，建筑的室
内空间也相对较大，一方面与室外的巨形空
间和尺度协调，另一方面则与功能的多样相
匹配，成为多功能的聚集焦点。

通道树型交通体系
通过地下层、地下夹层、天桥层的有

机规划，将建筑群体的地下或地上的交通
和公共空间贯穿起来，同时又与城市街
道、地铁、停车场、市内交通等设施以及建
筑内部的交通系统有机联系，组成一套完

善的“通道树型”（Access Tree）体系。这种
交通系统形态打破了传统街道单一层面
的概念，形成丰富多变的街道空间。
当代城市景观设计
应用现代城市设计、环境与行为理

论进行景观与环境设计是城市综合体的
重要特征。通过标志物、小品、街道家具、
植栽、铺装、照明等手段形成丰富的景观
与宜人的环境。
高科技集成设施
城市综合体既有大众化的一面，同

时又是高科技、高智能的集合。其先进的
设施充分反映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这种
建筑形式产生的重要因素。室内交通以
垂直高速电梯、步行电梯、自动扶梯、露
明电梯为主；通讯由电话、电报、电传、电
视、传真联网电脑等组成；安全系统通过
电视系统、监听系统、紧急呼叫系统、传
呼系统的设置和分区得以保证。
地标式的城市建筑
城市综合体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均在

所在城市矗立了地标式建筑，如超高层
酒店、高层地标式双塔等。
对于城市综合体项目的景观设计
的启发：
创造可体验性的场所
这个可体验性是可以让游客流连忘

返的，他们离开以后还会再回来的场所，
并使可体验性的项目成为极具特色的社
区的核心部分，提供多元化的不同的功
能的需求，成为一个具有表演性的舞台，
也是地区成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
将当地文化融入其中
从一开始就要去仔细研究和理解当

地文化特色，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
来的发展。从这些文化性元素中获得设
计灵感，并在项目中表达出这些文化元
素，建立有标志性的有特色的功能，同时

结合景观、水景、灯光、标牌、艺术、雕塑
等设计，把它融合在项目当中。在建德盛

德国际广场景观概念设计中融入新安江
“水”文化作为当地文化特色，新安江素
以水色佳美著称。江水四季澄碧，清澈
见底。夹江两岸，群山蜿蜒，翠岗重叠，
山势各殊万态，谷多飞瀑流泉。唐孟浩
然诗云：“湖经洞庭湖，江入新安清。”
当我们的场地及邻近的新安河联系在
一起的时候，景观空间则创造了一种富
有活力的动态。如同千岛湖的水与岛一
样，这种能量与活力为零售商业的发展
提供一个积极有利的源泉。景观空间将
一些富有活力的源泉元素，譬如鱼，进
入开发项目。这种积极的源泉“鱼”将邻
近的江滨大道景观与我们场地内的开
发项目联系起来。鱼的运动为景观设计
创造了许多富有生趣的独特机会。附属
空间因此形成亮点，将成为该项目的标
志性景观。地面铺设使用不同的造型，以
确定主要入口与空间突出我们场所内的
独特性。景观空间氛围上利用与建筑相
搭配的材料来强调空间的一致性，创造
一系列疏缓有序的步行动线，提供聚集
人气的广场空间与景观节点。
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环境
结合地方不同的地理特性，把它运用

到项目设计中。找出项目所在城市中所
缺乏的元素，如自然通风条件，遮阳情
况，绿色景观、绿色屋顶、小气候的因素
等，这些元素都可能会带来经济、社会、
环境性的效益，然后再找出相对应的一
些积极的可以对应的措施。
注重各种功能的衔接融合
要考虑到怎么样设计一个流畅的动

线，把所有功能连贯起来。项目的方方面
面都会和周边的公交系统、人行流线发
生联系，要使得整个项目各个功能之间
连贯的可以穿梭。
这是一个尊重生活的时代，人们来到城

市，是为追求更好的生活，享受便捷与繁华、
时尚与品质。当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方
式越来越国际化、生活内容越来越丰富时，

人们对城市和建筑空间的需求也发生巨大
变化，对工作、休闲、商务娱乐、居住等多种
生活方式的全面体验如果能集中在一个区
域，没有没完没了的“在路上”，没有了时间
距离，空间距离，心理距离后，生活就更尊重
享者。城市综合体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
源泉，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树立城
市高端形象的标尺，渐渐引导这一座城市潮
流的发展方向。

（设计管理部 张莹）

编者按 如今，城市综合体的开发正逐步成为杭州房地产市场的新热点，新南北集团正在开发的位于建德市的新南北·盛德国际广场和位于余杭区的南北·盛
德国际商务中心项目，就是集团公司丰富产品类型、探索企业转型升级的两大力作。对此，孜孜不倦的新南北人对城市综合体专业领域进行了分析研究，本期《横谈
纵论》栏目刊登了关于城市综合体景观设计的专业性文章，供业内人士探讨交流。本报讯 4月 26日，由欣北·钱江

国际广场独家冠名的余杭电视台大
型交友节目《只为遇见你》第一期正
式开播。
节目上演了一幕现代都市男女

寻找另一半的浪漫故事。最终经过重
重“难关”，参加本期节目的三位男嘉

宾全部牵手成功。本期节目也有欣北
公司的员工参与其中，整场笑点颇
多，气氛高潮迭起。节目中还插播了
欣北·钱江国际广场宣传广告片，对
提升该项目在余杭本地的知名度起
到不容小觑的作用。

（新宸宜公司）

只为遇见你
———欣北·钱江国际广场冠名余杭电视台人气交友节目

城市综合体的景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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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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6
日，审计部邀请集团公
司信息化专员、财务部
相关人员、成本管理
部、资金计划部及工程
管理中心的关键用户
等，在公司七楼会议室
召开小型座谈会。
会议就修改财务

会计制度中涉及的“货
币资金管理”、“存货管
理”、“信息系统（财务
会计管理）”、“建立内
部稽核管理制度”、“建
立赔偿制度”等重点章
节进行了逐条讨论，并
着重对工程类款项“支
付申请—支付审批—
支付复核—办理支
付—凭证入账”的审批
流程提出了优化建议
和意见，互动交流，效
果良好。

（审计部）

集团公司加入绿城电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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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南北旗下各楼盘项目在经历了开春以来的火爆交易场面后，紧接着的 4、5月份楼市则更加令人期待,各类销售活动也进入了一个密集
期。集团旗下一直备受市场热捧的楼盘项目都纷纷瞄准市场交易的最佳时机，在恰当的时机组织加推和优惠认筹活动。同时组织开展各类内容丰富、形
式新颖的活动，另辟蹊径，极大地吸引了潜在市场客户的注意力，通过与客户热情互动，汇聚人气，加快了抢夺市场的脚步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营销 态

本报讯 4月 17日下午，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执行总
裁许尚志等相关负责人对南北·乐章项目进行了检查和指
导。在听取了工程管理中心相关人员的工作汇报，并进行了
现场勘察后，集团公司领导对项目工程质量表示满意。

视察最后，集团领导对南北·乐章项目施工工程提出三
点要求：交付标准样板房的施工质量和效果较好，但相关细
部节点做法须加以完善；对后续招标的土建、安装、室外等
工程招标清单进行梳理，及时上报、及时招标；各单位要齐
抓共管，努力完成年度工作目标。 （工程管理中心）

项目动态>>>>>

本报讯 5月 24日，新南北集团财
务人员业务培训会在星都宾馆西泠厅
顺利召开。集团公司财务部、审计部、资
金计划部全体领导员工和青枫、康信、
欣北、新宸宜、建德新南北的财务人员
共计 20余人参加了业务培训会。会议
由集团公司副总会计师王启明主持。集

团公司总裁陈烟土
到会并作了重要讲
话。
财务模块关键

用户俞中伟系统讲
解了 EAS 财务软
件的操作程序，现
场演示了总账、明
细账、辅助账的核
算和查询功能，并
就相关模块的注意
事项作了说明；总
裁助理、财务部经
理黄淑鸣就集团公
司成本、费用的归

集和分配，存货、税费的规范核算作了
详尽解说；青枫公司副总经理叶松有介
绍了如何提高财务人员业务水平和强
化财务管理的经验和做法。

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烟土，在
会议中对财务人员提出争当“三个家”

的要求：一是在业务上要力争成为财务
专家，要从书本上、更要从实践中汲取
养分提升自我；二是在财务岗位上要力
争当好管家，要树立主人翁意识，学习
领会国家法律、法规，特别是房地产行
业的相关涉税政策，严格执行公司的各
项规章制度；三是在经营管理上要力争
成为经济分析家，要在全面分析研究国
家宏观经济政策背景、形势走向的基础
上，学会与公司实际情况有机结合，充
分利用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为集
团公司的发展壮大出好点子、当好参
谋。
最后，黄淑鸣表示通过本次培训的

现场交流和互动，必将使与会人员更多
地了解 EAS系统财务模块的操作程序
和方法；将进一步统一集团公司相关业
务的处理办法和核算口径，有效提升财
务人员对企业财务标准化、规范化管理
的意识；将进一步明确财务管理工作的
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 （财务部）

新南北集团财务人员业务培训会圆满结束

青枫公司举办 EAS合同管理模块培训
本报讯 5月 10日上午 9点，集团

公司总裁助理黄淑鸣、成本管理部副经
理朱笑、办公室信息化专员童金钢前往
青枫公司就EAS合同管理模块举行专
题培训，青枫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及关键
用户参加了此次培训会议。

会上，黄总首先强调了 EAS合
同管理模块建设的意义及紧迫性，
希望青枫公司全体人员引起重视，
并全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随
后，集团公司合同管理模块关键用

户朱笑就该模块的合同（综合类、工
程类、营销类、无文本等）、付款申请
单、付款单等数据操作流程进行了
详细的讲解。最后，与会人员进行了
答疑和互动讨论。
经过培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

对于 EAS 合同管理模块建设有了
更深的了解，接下来会按照会议要
求，有计划地将本部门经办的合同
按规范要求补录到 EAS 系统中去。

（青枫公司）

选房区，客户们正在排队付款签约

本报讯 4 月 12 日 -14 日，由都
市快报举办的“都市快报读者节”活
动在世贸中心举行。本次活动共分房
展馆、家装展馆、生活展馆以及都市
SUV 汽车展。集团旗下的南北·乐章

项目和青枫墅园项目共同参与了此
次活动。
南北·乐章项目即将加推 1号楼，共

计 66套房源，户型为 84方两房和 114
方三房，折后起价不到 6800 元 / 平方

米。青枫墅园项目本次参展的山语阁 9
号楼共 116套房源，主力户型 89方，现
“存 2000抵 20000”认筹活动进行中，预
计近期开盘，单价 1万元左右。

(营销管理中心)

南北·乐章、青枫墅园参展“都市快报读者节”

本报讯 4月 20-21日，青枫墅园筹
备已久的“暖暖春日游园会”在亲民广场
上热闹开张。
游园会设置了“愤怒的小鸟”、彩虹

棉花糖、幸运大投篮、多肉植物 DIY栽
培、小丑互动、卡通人偶拍立得合影等 6
个游戏环节，以及发微博送香囊、终极大
转盘 2个奖品环节。

游戏和奖品环节极大地激发了
小朋友们的参与兴趣，家长朋友们
在孩子们的热情带动下，也都纷纷
加入游戏过程，“游园会”顿时变成
了一场“亲子交流会”，现场的氛围
极其热烈和融洽，活动成效明显。
为期两天游园会活动受到了业主
朋友和意向客户的充分肯定和高

度赞赏，在业主和客户心中留下了
极佳的印象，可以预见，本次的活
动将会为青枫墅园汇聚一股旺盛
人气。
周末，山语阁 9#楼的认筹又创新

高，这些都反映了市场客户对青枫墅园
三期“楼王”的高度认可。

（青枫公司）

青枫墅园“暖春游园会”凝聚人气
本报讯 4 月

27日，欣北·钱江国
际广场的“温州之
行”在素有“温州小
香港”之称的龙港
拉开序幕，推荐活
动于下午 2 点准时
开始，约 120名温
州客户慕名而来。
经过杭州欣北投资
有限公司到场人员
的努力推介，现场
预约了近 60 组看
房客户，并于第二
天组织了 20 余人
的看房团来到杭州
案场，最终成交两
套公寓。

4 月 28 日，温
州推广活动转战温
州瑞安市。当天共
有 180 名客户参加
了欣北·钱江国际
广场的项目推介
会，当天预约看房
客户近 80人，现场
还有两名客户直接
交纳了意向金。

本次推介活动
效果显著，在接下
来的两天时间里，
案场共接待了 100
多位来至温州的客
户，期间共成交了 4
套公寓。

（欣北公司）

南北·乐章 1#楼加推，小户型去化近七成
本报讯 4月 21日，南北·乐章进行

了 2013年第二次加推。
本次加推的是 1号楼共计 66套房

源，户型为 84平米两房和 114平米三
房，采取先到先认筹得的方式。由于集
团营销管理中心在开盘前期采取大量
行之有效的营销手段，加之开盘当日，
项目给予购房客户“总价直减 18000
元”等优惠，此次开盘可谓“未开先红”。

原定于 21日早上 7时正式开始的选房
活动,早在 20的日清晨就有客户在售楼
处门口开始排队等候，当天 7-8℃的低
温丝毫不能减退客户高涨的购房热情。
在 20分钟时间内，1号楼 8层以下

小户型房源基本被抢订一空。截至 21
日下午 16时，此次加推活动中小户型
去化率接近 7成，营销举措成效显著。

（营销管理中心）

本报讯 近期，集团公司在
经过对绿城电商平台的全面考
察后，决定加入绿城电商平台并
成为其正式会员。

在房地产调控逐渐深入的
大背景下，加入绿城电商并逐步
与其深化合作关系，将能够有效
地推动集团公司采购工作的全

面完善升级,对做好采购材料的
品质、设计、成本等各环节深度
把控起到关键作用，对简化材料
设备采购环节，降低采购成本、
突出规模效益等方面同样有着
非常显著的效果，对进一步促进
采购工作的透明化、高效化、专
业化水平，规范采购流程管控和

采购招投标工作，乃至推动
品质建设都将产生积极意
义。

4月 27日，集团公司与
绿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召开
首次工作协调会。执行总裁
许尚志及相关部室、所属公
司负责人，绿城电商公司有
关人员参加了此次协调会。
许总在会议上强调，成

为绿城电商会员，进行招投
标采供机制创新，是集团公
司一次新的尝试。这次协调
会是双方签约后，为顺利进
行实质性操作奠定良好基础
的工作会议，希望双方通过
目前项目的操作运转，摸索
总结经验，最终在电商这个
大平台上实现双方共存共

享、利益共赢。绿城电商负责人
在会议上表示，绿城电商将指定
相应人员组织服务团队，全面及
时地做好服务工作，将全程把控
建材采供流程，提供质优价廉物
质保障、工程专业采供服务、物
质金融保障方案。

（招标采供部）

本报讯 5月 9日上午，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莅临建德
新南北置业有限公司指导工作。陈总听取了建德公司各部门
的工作汇报，并就下阶段的设计、工程建设、营销策划、财务、
融资及酒店等工作提出了明确意见。陈总强调，盛德国际广
场项目物业形态多，技术含量高，销售、招商工作任务繁重，
对政府及社会影响大，下阶段首要工作是抓好项目品质，其
次要搞好商业策划，使其成为建德市标杆性地产项目。这需
要汇集了集团公司和建德公司所有员工的智慧，在凝心聚
力、同舟共济，就一定能把项目建好。期间，陈总还就拆迁等
问题与建德市领导进行了沟通对接。 (建德公司)

陈总莅临建德公司为后续工作开展明确方向

集团领导莅临南北·乐章项目进行检查指导

横谈纵论

编者按 根据年度工作目标任务，今年二季度，集团公司信息化建设中 EAS各模块的培训、讨论工作，同
时结合相关业务培训陆续展开。公司各部室、所属公司正以实际行动响应集团公司“培养学习氛围、建立学习
型企业”的号召，在提高从业人员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的基础上，将培训工作常态化、系统化，强化培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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