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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Birthday
祝福

10、11月份生日员工

秋菊，花中四君子之一。临近深秋，

纵然有“此花开尽更无花”的喟叹，但它

却依旧开得千姿百态，旖旎多姿。让我

们通过本期《影忆瞬间》栏目中所展现

的菊花色、姿、韵，来一起感受这秋天的

灵魂！

（资金计划部 张希 /摄）

秋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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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集团公司 2013年的年度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倡导建立学习型企业，提升学习能力”这一今年的工作着力点。集团公司要求全体员工统一思想，努力

在公司内部培养学习氛围，传播刻苦钻研、好学进取的正能量。

10月份，为加强部室文化建设，集团公司办公室内部举办开展了“部室读书会活动”，旨在培养办公室员工的阅读习惯，拓宽知识面，提高综合素质水平。活动

内容安排是让部室员工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书籍，并形成个人的心得体会。办公室定期组织读书交流会，为员工创造交流平台，员工通过交流会介绍个人读书的心

得，并开展集体互动交流，增强理论素质，提高表达技巧，并借以培养分析、判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各分公司也行动起来，建德公司也在工余时间开展了员工学习活动，培养员工的爱学、笃学和善学精神，在工作中不断充实自我，并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集

团公司希望各部室及所属公司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员工学习活动，打造学习型团队，并及时交流经验、巩固成果，确保各项活动取得实效。

新南北·盛德国际广场销售展示中心正式开放
本报讯 9 月 28 日上午 10 时 18 分，陈烟土

总裁等集团领导在杭州建德市盛德国际广场售
展中心前点燃烟花。以打造建德市地标性建筑为
主旨的新南北·盛德国际广场销售展示中心在烟
花绽放、鞭炮齐鸣、音乐高奏的欢乐喜庆中正式
启用。
本次开业的销售展示中心内配备齐全，设有接

待前台、沙盘模型展示区、休息洽谈区、VIP签约室
等，向亲临现场品鉴的客户展示了该项目高端商务
写字楼及五星级酒店的高品质定位。绝无仅有的地
理位置及产品优势吸引了大批意向客户。仅开业当
天接待来访客户近 150组。

盛德国际广场项目是建德市首个城市商务综
合体，包括五星级大酒店、高端商务写字楼、商业中
心三大功能区块，是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旅
游、商务为一体的建筑群体。项目的成功开发不仅

对于完善建德市中心城区的商务服务功能和承载
能力，带动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也为进一步提升建德市的城市品位和形象增添
新的动力。据销售人员介绍，盛德国际广场项目总
建筑面积 190375平方米，整体由 2幢 20~22 层的
双子楼、1 幢 25 层的开元名都五星级大酒店为主
体，另有 1幢 5层的商业综合体及 1幢 5层楼农业
银行建德支行组成。

新南北·盛德国际广场自亮相以来一直成为
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原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建
德市委书记董悦、市长陈震山等各级领导先后亲
临工程现场视察指导。据介绍，该项目的五星级大
酒店———新南北开元名都大酒店将于 2015 年 5
月开张试营业，整个项目将于 2016 年全部竣工投
入使用。

（建德新南北）
新南北·盛德国际广场外观效果图

本报讯 10月 21日晚，建德新南北
置业有限公司利用晚上工余时间组织
员工学习。当晚的学习内容为法律知
识，授课人围绕“法律与事实”这一主
题，简要讲述了我国的法律体系、法的
效力原则、证据与举证责任等七个方面
的问题。
授课结束后，建德公司总经理邵金

泉就员工学习、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强
调。他提议今后每月至少组织一次类似
的员工学习活动，授课人员既可以外
请，也可以公司内部能者为师。他强调，
公司中层以上员工要带头讲课，授课内
容既可以是与房地产开发经营相关的
专业和法律知识，也可以是有助于陶冶
情操、增加情趣，丰富知识、有益身心健
康的文学、艺术和生活小常识等方面的
内容。旨在营造公司内部的学习氛围，
创建学习型的团队。

（建德公司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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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办公室开展了部室读书交
流会活动，会上我介绍了对我影响最
深的一本书———《西藏一年》。

去年五月，带着对这片雪域圣地
的幻想，我和爱人携伴进藏，开始了
为期八天的藏地行走。顺着“天路”西
进南下，从青海到拉萨穿越了可可西
里无人区、唐古拉山口等高海拔地
区，风光无限美不胜收。到达拉萨的
第一感觉是仿佛伸手就能够到天上
的白云，天空蓝的那么纯粹。西藏没
有政府宣传的那么好，也没有境外描
述的那么不堪，武警随处可见，全部
荷枪实弹。西藏不是世外桃源，不是
香格里拉；藏族是个善良谦卑的民
族，他们性情温和，不愿意与别人发
生冲突。藏人有自己的生活，在这个
当今世界上最具争议、最偏远地方的
人们保留了最纯的信仰，无论对神佛
还是对生命都是本真。我亲眼看见在
离布达拉宫几十公里以外的信徒们，
一路磕着长头前往大昭寺朝拜，还有
每天从早到晚围着布达拉宫一圈圈
转经不觉疲惫的人群，令人难以想象
现世还有那样朴素虔诚的生活。

回来后我读了《西藏一年》，看了

作者拍摄的纪录片，这部在 BBC 等西
方 40 多个国家播放的纪录片把书里
的内容描绘得更加直观，记录了八位
真实人物在春夏秋冬最朴素、最生动
的生活，感人至深。书中所述与政治无
关，而是希望在人心之间架一座桥梁，
让大家多些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
解。这对于进藏后的我更加深有感触，
它让我更多地了解了普通民众的真实
生活，这是单纯的旅游所无法企及的。
西藏的神秘已经不言而喻，对于很多

事情我们都无法理
解，比如天葬，我为
藏人对死亡的恭敬
和谦卑的顺从而震
惊良久。他们认为
神鹫可以带死去的
亲人去往天堂，转世
的生活可以更加美
好。他们拒绝外人
观看并非是要保留
神秘，而是像他们面
对亲人的离去不哭
泣一样，怕灵魂受到
惊扰而影响他们去
往天堂。或许我们

该学习藏人的生死观，珍惜今生，尊重
死亡。如今再读这本书，已然没有当时
的恐惧，更多的是一种灵魂被净化的
感觉。

现如今大都市的生活多少让我们
变得世俗，很难保留人性的本真，很难
用平等的视角去做事做人。只希望自
己在忙碌的生活中能经常净化内心，
不要被丑恶的事物蒙蔽，人与人之间
互相尊重和信任，珍惜现在的生活。

（办公室 贾艳）

藏地行走
———读《西藏一年》后有感

营造学习氛围 创建学习型团队

南北·乐章“首付 万起”钜惠引爆楼市
本报讯 杭州新南北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旗下的南北·
乐章项目楼盘。近日推出购房
“首付 3万起”的钜惠活动，再次
如同重磅炸弹“引爆”楼市。

在记者对意向客户的采访
中发现，南北·乐章还有两大优
势足够吸引购房者的目光。其
一就是全通透、大开间、多赠送
的户型，从 73—115㎡ ,几乎每
个户型都做到全明通透设计，
还有大面积赠送空间，实现小
户型的大舒适。其二就是准现

房的优势，一位购房者向记者
算了一笔账：南北·乐章明年 6
月交付，这段时间刚好腾出时
间预约装潢、选购家具，相比购
买交房周期 2、3 年的期房，又
可以省下一大笔租房的费用。
从某种程度来说，楼盘的交

通便利程度决定了业主生活的品
质。南北·乐章位于价格相对低洼
而板块成熟度极高的瓶窑新城核
心区域。多重配套构成了 10分钟
黄金生活圈，生活十分方便。

因此，南北·乐章“首付 3

万”的钜惠活动一出，就受到了
瓶窑当地消费者的热捧，一周
之内接待了 300 多组来电来
访，在瓶窑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瓶窑随着周边配套设施的逐步
完善以及交通的日益通达，瓶
窑板块和主城的距离正在逐步
缩小。而此次南北·乐章推出
“首付 3 万”的置业活动，再度
刷新了瓶窑近年来的最低首付
额度，因此，客户数量激增、售
楼现场火爆也在情理之中。

（营销管理中心）

欣北·钱江国际广场参加 温州房展会
本报讯 2013 温州房展会

于 9月 20-22日盛大召开，包括
欣北·钱江国际广场在内的 20
余家房地产商参加了此次人居
展，投资型商业地产是炙手可热
的“稀缺资源”。本次欣北·钱江
国际广场项目的主打投资产
品———云端 5号电子商务大厦，
以其宽松的购房条件和丰厚的

投资收益，成为本次展会的最大
卖点。据悉，温州房展会现场客
户更享有“2+3”的活动特惠。
极具投资卖点和潜力的云

端 5号电子商务大厦，在房展会
期间吸引了大量的前来现场看
房的客户，展会现场接待客户
60余组，登记客户 40余组，成
为展会现场一大焦点；三天应邀

从温州赶往项目现场看房的客
户共发车 1次、7组客户，后续
还将继续组织，为今后营销工作
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销售
基础。房展会后，为巩固营销成
果，扩大宣传效应，新宸宜公司
将增强电话营销力度，以便尽快
消化客户资源，促进成交。

（新宸宜公司）

青枫墅园参加阿里巴巴集团
“ 服务中心主题月”活动
本报讯 10月 16-17日，由阿里

巴巴集团主办，杭州市邮政局协办的阿
里巴巴西溪园区“iEasy-HR服务中心
主题月”活动正式举行，活动现场众多
品牌开发商集中亮相。

青枫墅园楼盘在本次展会上续
推“清盘季———千万置业基金大派
送”活动，楼盘的“首付 10万起，轻松
置业未来科技城”，引起了淘宝员工
的极大关注。更有淘宝整个部门的员
工集中进行看房预约。经统计，短短 2
天的活动，共计登记阿里意向购房员
工 89组，预约看房客户 36组。

（青枫公司）

营销动态>>>>>

编者按 10月，新南北集团旗下各楼盘经历过“金九”的洗礼之后，销售业绩正逐步趋于稳定。然

而，不断创新的新南北人不满足于传统销售领域的“老三样”，我们正在分头出击，有的不断挖掘新的

销售市场，有的找准目标客户群后深挖专做，有的深度调研后成功探索新的市场刺激点……这些创新

突破，为集团公司全面冲刺年度销售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会逐渐滋生出阻碍企
业发展的病症，诸如：机构臃肿、人员庞杂的“肥胖
症”；决策复杂、反应迟缓的“迟钝症”；内耗增多、协
调困难的“失调症”；安于现状、墨守成规的“僵化
症”等。这些现象就像是种种慢性综合病症，虽不像
投资失误、资金链断裂等问题会直接给企业造成重
创，但若未能及时治疗，将日渐腐蚀企业肌体，使企
业逐步走向倒退甚至衰败。
新南北公司成立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逐

渐成长为拥有总资产 50亿元，员工 500余人，旗下
有 19家控股公司、5家参股公司的企业集团。随着
企业的不断壮大，在企业管理机制和管理职能等方
面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大企业病”的迹象。公司领导
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于年初提出“继续以销售
工作为工作的第一要务，强势推进销售；在深化企
业管理和品质建设的基础上，稳中求进，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的工作思路，计划
有步骤地实施几大举措，以期达到对内提升集团管
控能力，对外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目的。第一，建立以
资本为纽带、以效益为核心、责权利相匹配的项目
公司绩效考核体系，进一步理顺集团与所属公司之
间的管理关系，计划在四季度拿出具体方案，年底
逐步实施。第二，编制岗位说明书，进一步明确部室
和员工的职责，使公司机构设置、职责分工更合理，
为下一步调整组织架构，改进员工考核办法做准
备。第三，尝试职能部室的市场化运作，实施资产经
营管理部的公司化改革，目前已成立浙江新南北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要求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酝
酿对资金计划部等职能部室的考核办法进行改革。

通过改革、创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企业
活力和创造力，不仅应该是公司内部管理的永恒主题，也是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的不二选择。改革、创新给企业带
来发展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挑战和利益牺牲。事实上，变革带
来的阵痛往往残酷得让人不忍直视。就像 2004年 4月，联想宣
布战略调整，并在公司内闪电式大规模裁员，在 30分钟内一名
完全不知情的员工就成为了失业人员，一句“公司不是家”道出
了联想员工内心的辛酸和无奈。然而，正如柳传志回应时所说：
“一个企业应该遵循的最根本原则就是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做到
为股东、为员工、为社会几方面负责；而从发展的角度出发，企业
就必须上进，就必须引进竞争机制。员工在联想既要有感到温馨
的一面，更会有奋勇争先而感到压力的另一面，因此不能把企业
当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是必然的。在家里，子女可以有各种缺
点，犯各种错误，父母最终都是宽容的。企业则不可能这样。”
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我们的企业不得不时刻有方向性

地自我完善；面对企业的改革，作为企业的一员，应该发挥主
人翁精神，树立竞争意识。这样我们才能始终保持虚心好学、
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才能保持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
自己的竞争力。
纵观集团公司今年的相关体系调整，不难发现“强化竞争

意识，树立危机观念”已然成为主旋律。当然，我们所说的“竞
争意识”是一种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遵守公平原则和职业道
德的竞争精神，而不是简单的竞争行为。因为我们并不提倡勾
心斗角和互相攀比，尤其抵制恶性竞争。受企业欢迎的是那种
在竞争环境中被激发出来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从而促使大
家更加主动、积极、有效地工作。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只有依
靠互助基础上的竞争精神，才能使企业在凶猛的经济大潮中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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