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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的名字：先进工作者
——— 年度新南北集团优秀员工系列报道（三）

编者按 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烟土曾不止一次地在集团会议中强调：物业管理行业是一个古老而生机勃勃的行业，而如何让这一古老的行业重新

焕发出时代的活力，这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近年来，浙江新南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正逐渐突破以往的发展模式，抓住行业产业机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努力寻求转型升级。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企业文化的激励下，物管公司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员工。他们将激情燃烧在基层，把自身利益和公司前景紧密

相连，给所有员工都树立了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榜样。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优秀员工！

这些主人公或许没有辉煌的业绩，他们只是默默地做着奉献，用自己的真诚和执着在工作岗位上发挥着“一颗螺丝钉”的作用。他们可能是保洁、保安，

也可能是门卫、修理工……但他们都坚定地认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崇高的，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实现自我价值是值得自豪的！

邱国强 小河直街 秩序维护队长
入司时间：2004年 11月

作为小河直街物业管理中心的秩序维护队
长，邱国强同志能以身作则，认真贯彻执行领导交
付的各项工作，协助领导抓好秩序维护建设，尤其
是在设立形象岗方面他花了很大的心血。邱国强
同志平时工作认真负责，大胆管理，有较强的责任
心，能积极协助工程、保洁工作，不怕苦，不怕累，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有较强的团队精神，得到领导
和员工的好评。

江学林 红石商务大厦 秩序维护班长
入司时间：2002年 6月
作为新南北物业的老员工，江学林同志在公

司前后已有 10余个年头。多年来，每逢红石商务
大厦物业人员紧缺时，他不计个人得失，加班加点
完成每一项工作，为其他员工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除了做好专职工作以外，他还积极协助物管主任
开展收费工作，帮助维修人员完成维修事宜等，去
年开始他又专项负责地面停车的收费工作，这种
数十年如一日敬业精神获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
直赞许。

张绍春 盛德嘉苑 消监控
入司时间：2006年 10月

6年多来，张绍春默默无闻地在消控室的岗
位上坚守着，一年到头几乎不请假。去年 7月有
同事身体不适，他自愿把自己的年休假给这位同
事。而当他感冒数天时却拒绝了领导安排的调
休，感冒发展为肺炎后，他也拒绝了医生住院治
疗的建议改为打点滴，还是按时来上班。他还协
助做好集体工作，比如台风来临哪些树需要修剪
加固，车辆停放、业主事情转达、保安管理等，他
都会提出自己的建议。

韦的 综合管理部 副经理
入司时间：2007年 5月
韦的同志在平时待人接物中质朴诚恳，人品

正直，求实进取。综合服务部日常工作量大，而
且头绪多、事情杂乱，她完成好本职工作以外，
哪里有需要就要去哪里帮忙，坚决服从公司领
导安排，责任心强。在工作中她善于思考，细致
认真，力求完美完成任务；在思想上她时刻警
醒，站在公司的角度考虑问题；在物业专业方面，
她持之以恒勤奋自学，力求上进，以适应企业发
展的需要。

孙广馨 蓝天商务中心 秩序维护队长
入司时间：2005年 11月
孙广馨不仅熟悉蓝天商务中心办公单位每

辆车子的详细信息，包括车主是哪家单位、哪个
楼层、何种职务等信息；还利用业余时间自费考
出了驾驶证，能将有限的车位资源最大化的利用
起来，及时对于大厦车辆做出合理安排，避免大
厦区域内交通发生堵塞。逢年过节在人员紧缺的
情况下，他带头加班，随时顶岗，许多分外工作也
帮着做，深得同事、办公单位和业主的好评。

张发军 新青年广场 秩序维护队长
入司时间：2009年 10月

从去年 8月份开始，张发军同物业经理黄勇
标一起对地下室停车问题进行整顿，使今年停车
费收入明显提高。遇到拒不交费的车主，张发军
多次约他们谈心，进行沟通协商，最终都得到妥
善解决。2012一个雪夜的凌晨，他接到保安报告
地下室有 3名可疑人员，他立即同保安一起将这
帮“不速之客”赶走；一个月后的清晨电线老化着
火，他沉着应对，一边通报火警一边用灭火器灭
火，避免了火灾事故的发生。

夏国法 南北商务港 秩序维护员
入司时间：2009年 11月

夏国法同志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无论刮风
下雨，都认真尽职地完成工作。在收款过程中，他
不止一次地遇到司机提出不收发票要求“便宜一
点”，他每次都严正拒绝并按标准进行收费。平
时，夏国法严格执行停车场管理制度，合理安排
工作，认真仔细做好交接班，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三年，工作没有失误，业主好评如潮，充分证明了
夏国法是一个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待业主真诚服
务的优秀好员工。

戴伟间 西岸花园 经理助理
入司时间：2010年 6月

在集团公司开发的品牌楼盘———南北·西岸
花园，戴伟间能带领全体工程人员积极应对各种
工程问题，并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同时，只要项
目工作需要，任何时间接到报修电话，他都即刻
赶赴现场抢修。休假日多干不算，曾有深夜疏通
污水管 3个多小时，第二天照样上班的记录。他
还善于做业主的思想工作，往往有的业主气势汹
汹而来，经他一番解说后心平气和而去。

戴金华 钱江国际广场 保洁班长
入司时间：2011年 4月

不论是数九寒天，还是炎炎类日，戴金华一
直战斗在保洁工作的第一线，保质保量地完成工
作任务。由于钱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入驻，保
洁工作劳动强度大大增加，尤其装修现场中一些
装修工的保洁意识较为淡薄。为了保持广场环境
的，她经常带领保洁员工对地面进行清扫冲洗，
一干就是 2-3个小时。她带着对保洁工作的一腔
热忱，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得到了广大业主的认
可与赞誉。

饶顺平 钱江国际广场 秩序维护班长
入司时间：2011年 4月

饶顺平同志对工作兢兢业业，时刻彰显着
高度的责任感。今夏台风海葵来临，钱江经济开
发区领导下令把钱江国际广场地下室作为民工
防台避难场所。为了维护广场的整体环境及民
工的住宿环境，饶顺平通宵达旦地守护在广场
内，既要监护园区安全又要防范民工滋事，二天
二夜守在单位里直到台风的离去。他的奉献精
神也感染了其他同事，在开发区管委会搬迁时，
保安队员无偿帮助业主搬扛家具，得到了业主
的一致好评。

金九银十 集团旗下各楼盘打出营销“组合拳”

自 2012年首开以来，南北·乐章
项目 4次开盘，4次热销，累计销售破
千套。为答谢各位老业主，近期特推
出老带新销售政策：凡是老业主推荐
前来并成交的客户，新老业主均能获
得一定程度的奖励。

8月至 9 月，南北·乐章组织开
展了“暑期阳光宝贝”、“中秋 DIY蛋
挞”等系列活动，受到了新老业主家

庭的热烈欢迎。中秋佳节来临之际，
项目售楼部现场特别举行了 DIY蛋
挞活动，活动分为上下午两场进行，
共有 40多组业主家庭参加。项目特
别邀请了西溪喜来登酒店的西点师
现场指导，和面、揉面、做底壳、浇蛋
汁、烘烤，各个步骤井然有序，DIY
出来的蛋挞香甜美味。而暑期阳光
宝贝活动分别以“我是天才小画

家”、“大手牵小手，快乐家庭日”、
“自己动手做饼干”等 3个主题分阶
段进行，共邀请到了 60多组新老业
主家庭的热情参与。营销管理中心
结合各阶段活动特色，精心组织，分
别邀请了市甲级幼儿园老师、专业
儿童培训机构金牌亲子主持人等嘉
宾，设置了多个游戏互动环节。其
中，幼儿园老师现场指导画画、烘焙
工坊的专业技师手把手教做饼干等
活动引起了小朋友的极大兴趣，家
长们也对这种寓学于乐的活动模式
非常认同。9月 11日至 30日，南北·
乐章开展微博转发抽奖活动，凡是
关注南北乐章官方微博，转发并 @
3 位好友的网友，有机会赢取电影
票、ipad mini等奖品。

南北·乐章 12#楼中央景观楼王
将于 10月 13日开盘，该楼为最后一
栋全 90㎡金牌三房户型，目前认筹可
享交一万抵五万、每日百元购房基金
的优惠，折后总价 66万起，首付不到
20万。
热线电话：88505555、88505077

南北·乐章 其乐融融大家庭

近期，未来科技城板块经常被
提及：8 月份的阿里巴巴淘宝城万
人进驻，9 月份的杭州师范大学仓
前校区开学启用。此外，省级三甲
的浙医一院年底动工，文二西路西
延工程明年初开工，地铁 5 号线站
点确定仓前科技岛站……随着各
种利好逐一落地，“中国·杭州未来
科技城”一跃而起，成为杭城最为
炙手可热的板块之一。

作为最早一批入驻板块的青
枫墅园项目，如今 90方准现房实
景呈现在世人眼前，明年 6 月即可
入住。同时，业主子女可就读楼盘
的优质公办学区———杭师大附属
实验幼儿园、实验小学、实验中学。

当该板块房价纷纷突破万元
之时，投资商新南北集团在青枫墅
园项目上再出组合重拳，9 月底刚
刚开启“青枫墅园清盘季———千万
置业基金大派送”活动，首付仅需
10 万起。据统计，经国庆 7 天假
期，来访客户超过 200 组，缴交诚
意金客户超 80组。另外，记者从青
枫墅园售楼部了解到，该项目将于
10 月 13 日晚 18:00 在楼盘亲民广
场举办“那些年 那些歌”———青枫
墅园 2013 乐活青春音乐节，并且
邀请浙江卫视《我爱记歌词》超级
领唱———袁野先生领唱青枫。

据悉，青枫墅园三期产品主打
舒适性，目前“清盘季”所推的 9号
楼、12 号楼 89 方舒适三房，均可
作为卧室居住使用，并且部分房源
客厅开间达 4.3 米，平均赠送面积约 15 平米；
7# 楼“云时代”公馆为 87 方跃层公寓，层高
5.8米，上下两层的户型可以做到完全的动静
分区，互不干扰，赠送面积多达 18-25 平方
米，是板块内仅有的稀缺高性价比小户型跃
层房源。

热线电话：8797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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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杭州康信置业有限公司依
托股东之一———康桥集团旗下汽车
4S店资源，通过位于浙江各地的多家
4S店，以点带面，对南北·盛德国际商
务中心项目展开宣传巡展。

通过为期半个月的物资准备工
作，自 8月 15日起，康信公司销售部员
工利用空余时间，对三十余家汽车 4S
店完成项目的宣传布置。这次宣传巡
展给盛德国际商务中心项目增添了品
牌知名度，为康信公司顺利完成下季
度的开盘及销售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盛德国际商务中心项目位于杭
州城北新城中央商务区内，享受运
河新城建设所带来的综合配套，与
主城区形成无缝对接。并且在智能
化上实现了彩色可视对讲系统、访
客系统、监控系统、灯光控制系统、
背景音乐系统，地下室停车系统等
多功能数字智能化管理系统。项目
由四幢 22F—23F 的 5A 级高端写字

楼、精品酒店式公寓以及上万平米
的商业综合体和汽车 4S 店组成，楼
下两层为面积达 3 千余方的商铺，
地下 2 层为停车场。目前 1、2 号楼

正在蓄客中，已有 150 余组意向客
户，预计 10 月底将盛大开盘，均价
约 12000元 /㎡。

热线电话：88790066、88790077

盛德国际商务中心 新型营销蓄客旺

为拓展有特色的项目营销之路，并
响应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提出的“创
新强区 发展创新型经济”号召，浙江
新宸宜投资有限公司决定与钱江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联手，将欣北·钱江国际
广场二期 5＃ 楼打造成为集“统一规
划、统一经营、统一招商、统一推广”于
一体的杭州城北标杆电子商务产业基
地———云端 5 号电子商务大厦，并推出
5 年委托经营 34%高额收益的投资优
惠政策。

云端 5号电子商务大厦是二期 3幢
高层中的 5 号楼，该楼宇共 28层，每层
物业数量为 19户，是典型的 SOHO办
公户型。目前，该项目首付 13万起的低
门槛，5年委托统一管理等特点受到投
资市场热捧。据了解，购买物业的前五

年可交给公司统一经营，业主稳拿 34%
的高收益（年均收益 6.8%）。如果购买物
业开办电子商务类企业，注册资金达
100万元以上的，可享受钱江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三年内对开发区地方财
政贡献的 70%用于支持该企业发展”等
扶植政策。

9月 8日，2013·临平（秋季）人居展
中，欣北·钱江国际广场项目宽松的购房
条件和丰厚的投资高额收益，成为本次
展会的最大卖点。极具投资卖点和潜力
的云端 5号电子商务大厦，在房交会期
间吸引了大量的前来现场看房的客户。
展会现场共接待客户约 40组，登记客户
30组，为今后营销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
了良好的销售基础。

热线电话：89025558、89023000

钱江国际广场 筑电子商务基地

（营销管理中心、青枫公司、康信公司、新宸宜公司联合供稿）

编者按 今年的“金九银十”可谓成色十足，新南北公司旗下的各项目楼盘，不论是开盘前蓄客还是尾房清盘，均引发抢购热潮，购房

者趋之若鹜。南北·乐章打出“老带新”政策牌让利业主，青枫墅园迎来“首付 10 万起”清盘季，盛德国际商务中心楼盘未开先热蓄客正旺、

钱江国际广场联手管委会打造电子商务产业基地……各出奇招的项目公司针对不同的需求客户群打出不同的优惠政策，为原本就获得

极高关注度的房地产市场再添一把火。

图为临平（秋季）人居展

图为青枫墅园三期样板房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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