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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Birthday

祝福
本报祝 9月份出生的同仁生日快乐！

集团公司：江 江 付成峰 李佳晔 杭敏亮 胡勤民

青枫公司：朱双双 刘太军 张志龙 姚 红 陈 英 石 江 谢 莹

欣北公司：蒋华明

康新公司：方明霞 陈晓清 朱赛玲 魏 晨

润南公司：孙丹萍

建德公司：陈潮寿 杨 莉

物管公司：缪 景 王 敏

青枫墅园二期项目正式开工

“南北·盛德国际”销售中心正式启幕

本报讯 9 月 15 日上午九点
三十分，伴随着激昂的小提琴演
奏，杭州康信置业有限公司开发
建 设的商 业办 公项目———“南
北·盛德国际”销售展示中心正
式启幕。集团公司董事长陈烟
土、总会计师李宝璞、营销总监
马奕林，康信置业总经理蒋可
扬、常务副总马林奎共同为销售
中心启幕剪彩。

本次开业的销售展示中心内
各种功能配备齐全，接待前台、水
吧台、模型展示区、休息区、VIP
室等，配合高品质的装修、各种点
心、饮品，提前向客户展示项目的
优质形象。优美的小提琴、时尚的
乐队演奏、传统的舞狮表演、各种
抽奖环节等，吸引了大量的客户
及周边居民，现场气氛一度火爆。
当天共计登记客户近 200 组，初步

意向客户 20 余组。
“南北·盛德国际”项目位于杭州

市北部新城 CBD，上塘高架勾运路
出口处，地铁规划线直达，地理交通
优势明显。项目由四幢 22-23层的
高层组成，业态各有不同，小面积
紧凑写字楼、大面积开阔办公用
房、精装单身公寓，满足客户多样
化需求。

（康信公司）

本报讯 9 月 9 日下午，集团杭州
四项目营销工作动员会在总部会议室
召开。集团总裁陈烟土、执行总裁许尚
志出席会议。青枫墅园、南北·乐章、欣
北·钱江国际广场、南北·盛德国际商务
中心等项目负责人和营销负责人分别
汇报了当前的销售完成情况和近期营
销工作安排，并结合各自项目特点和工
作存在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
讨论。

集团公司执行总裁许尚志在会上
做了销售动员工作的重要讲话。许总
指出，目前销售完成情况与全年目标
存在较大的差距，各项目要清醒地认
识到目标任务的艰巨性，确保把销售
工作放在首位，抢抓“金九银十”和土
地市场火爆的有利时机，突出项目楼
盘自身优势，增强信心，努力完成全年
销售目标任务。

集团公司陈烟土总结本次销售工
作动员会议时特别强调指出，目前国家
房地产政策面趋稳，但销售形势仍然处
于胶着状态，各项目营销人员的工作状
态呈现出较大差别，因此，项目负责人
要积极传递正能量，努力提高一线营销
人员的工作能动性。最后，陈总针对近
期的销售工作提出三点具体要求：一、
必须坚持销售是第一要务，把销售放在
突出重要位置；二、深度加强市场调查
和研判，果断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
推进销售工作；三、树立信心、统一思
想，充分发挥团队的作用，共同努力完
成全年销售目标。

（营销管理中心）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米市地区全民健身运动会
终于落下了帷幕。在历时 3个月的运动会中，浙江新
南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会积极组织，全员参与，最
终取得了喜人成绩。
运动会开始前，经过集团工会的积极动员，共组织

了集团本部、青枫公司、欣北公司的 16名选手参加了羽
毛球、乒乓球、双扣、跑步等 8个赛事。经过新南北健儿在
赛场上的奋勇拼杀，最终夺得女子 200米冠军、女子 100
米抱球跑冠军、双扣团体赛第四名，此外，两名员工选手
代表锦绣社区参赛获得羽毛球混双冠军。

在这些骄人的成绩背后，凝聚着新南北大家庭
中每个成员的积极准备与不懈努力。赛场上，比赛胜
负变得已不重要，不言放弃、奋力拼搏的精神体现着
集团健儿的精神面貌和运动风采。 （周 游）

米市地区全民健身运动会圆满落幕
新南北集团取得喜人成绩

本报讯 近日，浙江新南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在南北·西岸小区组织开展首届消防技能实际操作
比赛，前来参加比赛的有八个服务中心组成代表队，
参赛的项目有“节水带比赛”、“接力灭火比赛”、“体
能比赛”等内容。

赛前，物管公司总经理钱根姣作大赛动员，她表
示，物业公司举办此次消防技能比赛，旨在提高普及
消防知识的重要性，提高公司员工对消防知识和消
防技能的熟知程度，最终能够采取有效措施预防一
切火灾事故的发生。
比赛内容共分 3项：2人二节水带连接、50米灭

油火、200米负重跑步。在活动组组长黄勇标的一声
哨令下，比赛开始了。场上“战火纷纷”，场下工作人
员认真计时，场边队友、业主助威纳喊，每项比赛都
很精彩。比赛结果出来后，物管公司对获奖者进行了
奖励。
这次消防技能实际操作比赛不仅体现了物业公

司的消防技能水平，也让公司了解了各项目秩序维
护员的消防技能掌握情况，取得了预期效果。

（物管公司）

物业公司首届
消防技能比武圆满结束

本报讯 8月 9日，集团公司总会计师李宝璞及
审计部相关人员赶赴杭州康信置业有限公司进行财务
检查。本次检查针对 2012年 8月份至 2013年 7月份
的财务制度、预算目标的执行情况、会计核算、财产物资
等方面进行检查，并对涉及检查范围内的所有会计凭证
进行逐笔审核，同时对帐册、报表和固定资产、低值易
耗品的完整性也进行了核对。
此类财务检查审核将进一步加强康信公司内控管

理意识，提高康信公司财务制度和预算管理的执行力，
使会计核算工作更加准确、规范。

（康信公司）

集团公司审计部
对康信公司进行财务检查

本报讯 日前，在拱墅区米市巷街道人大办公室
的组织下，集团公司总裁、拱墅区人大代表陈烟土来
到红石板、锦绣社区的五户困难家庭，为社区困难群
众送上夏季慰问金。社区的高龄老人、年老伤病患者
对人大代表上门慰问“送清凉”表示感谢，也对新南北
集团心系群众、彰显大爱的行为表示由衷的敬佩。陈
烟土总裁表示，慰问困难群众，是人大代表访民情、听
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渠道，也是企业肩负的助力慈
善公益的社会责任。
于此同时，浙江新南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会主

席带领工会委员，为各服务中心的秩序维护员和绿化
工送上毛巾、肥皂、牙膏等清凉用品，为保洁员送上了
毛巾、肥皂、牙膏和花露水。同时，公司提前安排各服
务中心向工作在一线的员工赠送矿泉水。工会主席表
示：今年的夏天特别热，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公司领
导以此向战斗在一线的员工表达一份心意，感谢他们
在酷暑中坚守岗位，为新南北物业公司做出的贡献。

（周 游、物管公司）

送一份清凉 暖一片人心

秋总是给人以无限沧桑感，源于它沉淀了聚散
离合；秋总是给人以凄美厚重感，源于它积郁了浓

情思念。那轮皎皎的中秋月，光冷辉清，浅鸣低唱，
似在如诉如泣地吟唱着一曲人间悲欢离合的相思

之歌。月满心盈，寄托相思情无限；冷辉清风，遥送

祝福爱无边。

（青枫公司 包起锴 摄于浙江林学院）

窗外，秋意已浓。不远处的阡陌
间，不知名的野花蓬蓬勃勃，绵延展
开，有着柔软的明媚，散发着秋意盎
然的时节里特有的幽香。

此时，客厅传来了缠绵悱恻的歌
曲，将人的神思吸引而去。原来是电视
剧里忧伤的曲调、精美的剧情，倾诉男
女主人公的深深爱恋。千里万里的风
云，怎能阻隔爱的人在路上，时光无言
流转，岁月因爱而美着……唯美缠绵
的歌曲，唱出那份遥远的爱；曲折动人
的故事，道出那份爱的长久。感人的一
幕幕交替在眼前浮现；无奈不舍的离
别，唯美的旗语倾诉，最为动人的是在

白雪皑皑的冰河上，隔着国界的铁栅
栏，相互牵挂的表达，深情而真挚，感
动得催人泪下。他们的爱跨越了时空
的阻隔，执手在红尘之上。

青春洋溢时，向往着浪漫的爱
情。月下吟诗看月、十指相扣江南烟
雨中。当时光缓缓向前，明白了爱情
落实到柴米油盐里，有了几分平实与
质朴。偶尔会在向晚的暮色里，两人
举杯畅饮，或者晚餐后，随着柔美的
音乐，裙角飞扬的飘着舞步。

闲来，喜欢看书，无意中看了仓
央嘉措的诗集。不由地沉溺下去。朴
实的语句，包含了深深的情意。许多
年来人们几乎忘记了他的达赖身份，
而让人记住的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他
的情诗几百年流转下来，他的旷世爱
情更为无数人赞美和着迷。

他和玛吉阿米邂逅在小酒馆里，
爱情的光芒照耀着年少的美好，宛如
初放的格桑花，洁净而美丽。仅仅那
一刻相识，却绵延了一生思念与无奈
的痛苦。他们悄悄相爱了，高原的阳

光照耀着快乐的笑声，寺庙的后山
上，欢喜奔跑地脚步，甜蜜而幸福着。
他们浑然不知，苦难即将降临。因为
世俗的阻挡、政教的斗争。美好的爱
情戛然而止。
最后一面，是在仓央嘉措解往北

京途中。四目相视，隐忍着多少难舍
的悲痛。那一见，是诀别。无助的目
光，刻着无法割舍的痴迷。那一别，玛
吉阿米，这位美丽的姑娘，不知怎样
地去承受那一生苍凉与悲惨地孤寂。

凄美苍凉的爱情，让人潸然泪
下。执手，对于他们而言犹如水中寒
月，凄凉无比！
岁月老去，越来越喜欢市井烟

火，简单而沉实。弥漫俗世的尘世里，
我慢慢老去，可心里依然坚守着质朴
的爱，简单而平凡。闲来，种花养草，
读书写字，为老公洗衣煮饭。或者在
清雅幽香的时光里，为他读上一篇自
己写的文字。
执守，莫离。尘世间，最朴实最温

暖最美的情感！（蚌埠公司 黄 静）

执手，莫离
简讯>>>>>

本报讯 8月 8日，青枫墅园
二期工程项目开工奠基仪式隆重
举行。上午 10 点 58分，随着炮竹
轰鸣震天，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
执行总裁许尚志，集团各部室及在
杭所属公司负责人，青枫公司、杭
州滨江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人
员及各祝贺单位共同见证了项目
开工盛况。
青枫墅园项目位于杭州城西文

一西路南侧，总建筑面积近 50万平
米。二期项目位于一期和三期之间，

西侧紧临规划道路上仓路，南临规
划道路常余路。是青枫墅园继一期
A区、一期 B-1区、一期 B-2区、三
期 A 区、三期 B 区后又一重点项
目。青枫墅园二期总建筑面积 11.6
万平方米，其中地下面积 6万平方
米，地上面积 5.6万平方米，工程造
价约 2.3亿元。项目规划为 54幢三
层排屋，共计 322户，以及 1幢三层
的 9班幼儿园。

青枫墅园项目所在版块毗邻
杭城“绿肺”———国家西溪湿地公

园，生态环境优美，自然资源丰富。
二期项目的室内空间设计通过巧
妙安排，充分实现功能空间的细分
和完善，达到体现“自然、和谐、舒
适”的要求。项目不仅拥有“双地
铁”的便利交通，还有杭州师范大
学仓前校区、浙江省委党校、淘宝
城、英皇影视城、浙一医院分院等
配套项目。相信该项目凭借其绝版
地段和珍稀业态，必将再次引发房
地产市场的又一热潮。

（青枫公司）

本报讯 浙江新南北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设
立的第一个私募基金———宁波盛德嘉华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8月 26 日正式通过宁波市人
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备案工作。 （资金计划部）

盛德嘉华通过宁波市金融办备案

本报讯 8月 31日,集团公司应邀参加第一届
宁波市私募基金峰会，大会以“规范，发展，创新”为
主题。地方政府、行业协会、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信
托公司、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私募基金团队以
及各大新闻媒体、财经媒体代表汇聚一堂，就私募
基金的规范、创新和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刻
的探讨，本次会议对集团公司的私募基金发展具有
重要借鉴意义。

（资金计划部）

集团公司应邀参加
第一届宁波市私募基金峰会

图为青枫墅园二期项目局部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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