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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房博会，我们与你同在

图为青枫墅园项目在世贸会展中心的“蜜蜂宣传队”

走出去

学进来

—物管公司组织员工到滨江物业参观学习
——

图为西岸花园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自制的竹篱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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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16 日，浙江新南北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组织经理助理及以上员工到滨江·
金色海岸小区参观、
学习。
在金色海岸项目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物业
公司一行人员参观了金色海岸的物业管理模
物管公司总经理钱根姣
式。在总结交流会上，
对金色海岸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她还咨
询了解了金色海岸物业管理经营理念思路及
其具体体现。钱总说，在参观了现场管理后，
感
触很深。到外面参观、学习好的经验，
不管我们
学到了多少，只要能化为已用，公司此行的目
的就达到了。
参观结束后，物业公司所辖楼盘西岸花园
小区认真总结并借鉴了金色海岸物业管理服务
工作部分精细小细节，西岸花园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自制小小竹篱笆，
围在小区草坪周围，
既保
又达到了美观的效果。
护了小区绿化不被破坏，
走出去，
学进来。物管公司表示：
每年都要
组织几次这样的参观学习，只有走出去，才能
了解外面的世界，
我们要真正理解
“学习”的含
义，
才能学进来。
（物管公司）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青枫墅园乐活音乐节如期在 10 月 13 日夜
晚上演。民谣风，
摇滚范，
一样的歌声，
不一样的感动。皓月当空，
微
风阵阵，
奔向西溪深处，
寻找着与山水合奏的夜曲……
以倡导“健康，
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为主题，
青枫墅园乐活音
乐节已经举办了五届，围绕健康、绿色、低碳的“乐活”理念，通过
丰富的活动组织形式，致力于构建健康的社区文化，良性的沟通
平台。本次乐活音乐会，青枫墅园邀请浙江卫视超级领唱袁野，
以
及多家杭城著名乐队，在林语阁亲民广场成功举办了一场动人的
视听盛宴。
还带着他的最新专辑来到青枫
袁野作为本次活动的特邀嘉宾，
墅园，并在项目现场举行了新专辑的签售活动，
掀起了现场气氛的
带来了久违的歌声，
业
一个高潮。
“牛哄哄”
乐队以及橙色天空乐队，
主以及观众领略了不同曲风的独特魅力。音乐会中穿插的互动环节
也精彩绝伦：
《我爱记歌词》环节让大家一展歌喉，为生日业主设定
的环节更是让现场观众感动……物业小品《城里人，乡下人》，也颇
有深意地道出了中奥物业服务业主、
以人为本的理念。
节目的最后，青枫墅园还为观众准备了烟花盛宴，在火树银花
下，
结束了本次音乐会。音乐作为人与人、
人与自然、
人与社区、
人与
城市的沟通语言，
在这个西溪之夜，
让人们忘记了城市的喧嚣繁华，
体验到了
“健康、
可持续性的生活”
的本真。
（青枫公司）

本报讯 10 月 21 日，
为期 4 天的杭
州第二十届房地产博览人居展在浙江世
贸展览中心和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同
时闭幕。记者发现此次人居展的参展企
业较往届略有减少，并且随着近期房源
量增加、选择余地扩大，消费日趋理性，
近期潜在需求以刚性、改善性和中小户
型住房为主。
在营销平台愈加多样化的今天，
同时
考虑到新南北集团旗下大多楼盘已广泛
被市场、
客户所熟知，
因此我们选择以更
理性、
客观的
“参与者”
身份来见证这一盛
会。虽然没有在展厅内设置展位，
但新南
北的小伙伴们依旧前往展会现场，
借此宣
传集团旗下各项目。南北·盛德国际和欣
北·钱江国际广场的工作人员穿梭在来往
派单、
讲
如流的客户群众，
忙得不可开交：
解、
邀约客户看房……他们以最大的热情
去给每一位关注楼盘的客户以最好的服
务。南北·乐章项目在此次房交会上组织
了 10 人的派单小分队，
成员们身穿南北·

项目

乐章的橙色小马甲活跃在世贸与和平 2
个展馆，
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青枫墅园楼盘的
“小蜜蜂”
们也在两
个展点同时忙碌着，青枫公司在各展点
安排了 30 名学生，统一身着有“青枫墅
园 首付 10 万起”
字样的白色广告衫；并
安排相关人员高擎手举牌穿 梭于展会
中，
吸引观展客户注目。房博会期间共计
派发宣传单页 2.5 万份，
且房博会期间及
之后几日，
电话咨询量同期增加近 30%。
此外，
记者了解到，
为扩大房博会的
后期影响力，欣北·钱江国际广场项目围
绕
“云端五号”
活动，
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相
关工作。一方面努力拓展外地市场，
通过
对应责任人外拓的
外地市场区域的划分，
方式，
拓展销售渠道，
提升销售效率；
另一
方面，
通过短信方式定点覆盖项目周边的
数个乡镇区域，
进一步深入开发本地客户
资源。这种
“内外结合，
直达客户”
的销售
政策，
目前收效正酣，
在商业地产市场获
得了极高关注度。
（本报记者）

动态>>>>>
审计部应邀参加
市企业内部审计服务增值论坛会

本报讯 10 月 24 日，
集团公司审计
部应邀参加杭州市企业内部审计服务
增值论坛会，本次论坛会以“打造活动
内审，
助推企业腾飞”
为主题。会议气氛
热烈活跃，内容丰富精彩，会上有杭州
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总
结推广企业内部“创新内部审计，为企
业增加价值”的先进经验；同时论坛会
发言人与到会各区、县（市）审计局分管
内审工作的领导和企业代表上下进行
互动探讨、
交流。最后由省审计厅副厅
长陈焕昌和杭州市审计局局长骆寅围

绕企业内部审计如何深入开展以风险
为导向、以控制为主线、以增值为目标
的风险管理审计，不断推进杭州市内部
审计转型发展，作了重要指示，还要求
内部审计工作的重心要转移到“管理提
升、服务增值”上，提出做到五个方面：
一个是领导与制度到位；二是组织与保
障到位；三是职能与履职到位；四是敬
业与服务到位；
五是素质与水平到位。
集团公司审计部将认真学习贯彻
这次会议精神，作为集团公司审计部工
作努力的方向。
（审计部）

因参与而精彩
记集团公司

本报讯 10 月 26 日，为期半天的
集团公司 2013 年度员工秋季趣味运
动 会在 集团 旗 下开 发 项 目——
—青 枫
墅园 二期会 所内热闹 开赛。此次 活
动以 增强企 业凝聚力， 培养员 工间
的团 队合 作精神，并 通过活动 号召
大家 加强体 育锻炼为 目的开 展。 集
团公司各部室共 60 余名员工参加了
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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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协作获成功

年度员工秋季趣味运动会

活动 聘请了 户 外活 动策 划公 司
的专 业教练 来到现 场负责 全程指 导
和协 调。活 动将全 体员工 分成四 个
“山寨”，各山寨成员在“寨主”的带领
下迅速投入到活动环节。活动安排了
袋鼠运输队、无 敌风火 轮、疯狂 传球
赛、团队拔河赛 等四个 项目，活 动内
容既 充满趣 味性 ，又不失 竞争的 因
素。各
“山寨”成员为了团队的集体荣

誉，激情投入到每个项目的紧张角逐
之中，大家各出 奇招，队 友间密 切配
合，
踊跃争先。现场的呐喊声、加油声
不绝于耳，欢声笑语可见于每个人的
面庞，大家的认真投入和热情参与营
造了张力十足的氛围。
在伴随着拔河项比赛落下帷幕，
也诞生最后的冠军，集团公司工会主
席、执行总裁许尚志亲自为冠军队的

成员颁发了活动奖品，并和全体成员
合影留念。
本次 活 动的 成功 开 展充 分增 进
了员工间、部门间的沟通和交流，增
强了员工的团结协作能力，展示了大
家奋发拼搏的精神面貌，营造了集团
公司团结拼搏、和谐向上的企业文化
氛围。
（集团公司工会）

特别策划——
—趣味运动会的另类比拼

康信公司召开
前期销售与财务衔接会议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公司前期销
售工作，根据目前销售特点，杭州康信
置业有限公司于 9 月 12 日下午组织召
开前期销售工作与财务衔接会议。
会 议由 公 司 总 经 理蒋 可 扬 主 持，
财务 部经 理朱 赛玲对 近 期 的财 务 收
款流 程、收 款单 据的 填 写等 予 以解
读；分管财务 副总 叶松 有对 目 前采 用
的方 法予以 详细解释 ，并 对相 应 单 据

的填写 也予 以明 确。 会议 提出 ，希 望
大家以 加速 资金 回笼 为 前提，在做 好
销售的同时兼顾财务的帐务处理。本
次会议 使大 家对 销售 流 程更 加明 确、
单据填 写规 范有 了更 深 的认 识，使 财
务与销售工作的衔接更加清晰。
会后，公司总经理蒋可扬要求全体
销售人员，按目前的销售流程，进行了
现场流程的模拟操作。
（康信公司）

建德公司召开
四季度首次工作会议
本报讯 10 月 8 日，
国庆长假结束的
第一个工作日，
建德新南北即召开工作会
议，公司总经理邵金泉结合传达 9 月 30
对公司
日集团召开的季度例会会议精神，
春节前的主要工作进行了部署，
对项目开
发的远景计划提出了原则要求。
邵金泉提出今年要按年初确定的
节点全面完成各项任务，
明年要严格控
制工程建设品质，
狠抓销售业绩。为此，

2、
谁更羞涩？
这边厢
“犹抱琵琶半遮面”
，熟练的掀盖头手势令人遐想连篇；
那边队求
胜心切的一号队员，
俯首弯腰的敬业精神令人叹为观止。

1、谁更呆萌？
第一项比赛被誉为“最有爱的
，选手们把袋鼠服往身上一
比赛”
套就
“四处乱蹦”
。此刻，有谁比我
更呆萌？

不仅要细排春节前的各项工作，而且还
要排出项目后期开发的远景计划。
邵金泉强调，项目开发远景计划以
销售为核心、工程建设为主线，并围绕
2014 年年中首次开盘、2015 年 5 月酒店
营业、
2016 年 6 月主体工程竣工、
2016
年底广场开业等几个重要节点进行精
心筹划，并确保各个节点顺利实施。
（建德新南北）

3、谁更没方向感？
你们三个人三个方向，
终点
究竟在哪儿呢？

“南北·盛德国际商务中心”
前期物业招标顺利完成
在余杭区
本报讯 10 月 16 日下午，
房地产业协会的组织安排下，
“ 南北·盛
德国际商务中心前期物业服务”开标程
序在临平进行。本次开标由五名专家根
据企业规模概况、标书、现场答辩等对
投标单位分别进行评分，经过加权平均
后由得分最高的企业中标，并现场公布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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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共有四家单位参于投标，在
标书评定的过程中，中正物业因标书中
出现失误，专家通过讨论一致同意作为
废标处理，使整个开标过程显得更加严
肃、
紧张。经过三个半小时的评标，
最终
由广州中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中标，成
为“南北·盛德国际商务中心”前期物业
管理服务企业。
（康信公司）

4、谁更抢眼？
心系一条拔河绳。场
上的卯足了劲，憋得满脸
通红只为不松这一口气；
场下的挥拳助威，全情投
入恨不 得也 上去 使一 把
劲。

5、谁更开心？

获得第一名和第四名的队员们，
脸上洋溢着同样的幸福与开心。比赛
结果并非那么重要，团队合作的经历
才是最令人难忘的，正如同本文的题
目——
—
“因参与而精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