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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路走来，机遇和挑战共存，信心
与勇气同在；感谢有你，分享喜悦和幸福，给予支
持与努力”———这是在新南北集团 2014年新春
年会上久久回荡的主旋律，记忆令人历久弥新。

1月 28日下午，杭州市花家山庄杜鹃楼百花
厅内灯光璀璨，欢声笑语，新南北集团“一路走来，
感谢有你———2014年新春年会”在此拉开帷幕。
集团公司及外派人员、青枫公司、欣北公司、康信
公司、润南公司员工等 170余人欢聚一堂，共庆美
好时光，共话美好未来。
富有节奏动感的开场舞揭开了年会序幕，场

内气氛被瞬间点燃，随后由各部室、所属公司精
心编排的节目依次登场，既有大家喜闻乐见的节
目形式，又有创意非凡的巧妙组合，你方唱罢我
登场，让所有观众们尽情享受了一场视听盛宴。
此次年会经过一个多月的积极宣传和精心准备，
在舞台效果等方面较往年均有很大提高，三个小
时的联欢高潮迭起，观众们聚精会神，表演者也
乐在其中。最终，由集团公司领导、部室负责人代
表、所属公司负责人代表、党支部及工会代表等
10人组成的评审团，从原创性、思想性、艺术感
染力、舞台效果等方面对所有节目进行综合评比
后，6个优秀节目脱颖而出，分获本次年会的一、
二、三等奖（详见第 4版）。
同时，一年一度的优秀员工颁奖及幸运抽

奖、属马员工小游戏等环节也穿插其中。集团公司
总裁陈烟土为 2013年集团本级优秀员工———资
产经营部翁伟强、成本管理部徐文晓和办公室童
金钢进行颁奖，他们与集团公司领导一起抽取了
101位幸运奖品的获得者。
在大合唱《明天会更好》优美动听的歌声中，

新春年会落下帷幕。晚宴开始前，陈烟土总裁致
祝酒辞，感谢员工们一年来的辛苦工作，肯定了
集团公司 2013年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大家在
新的一年中再接再厉，再铸辉煌。随后，全体人员
欢聚在一起，共话一年的工作收获，展望新年的
精彩纷呈。 （周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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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春节举家团聚的日
子里，新南北物管公司的物业工作
者们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上，为万家团圆、欢度佳节提供安全
可靠的保障。在此，本报向所有的物
业从业人员，乃至所有在节假日中
仍奋战于一线的工作者们，致以崇
高的敬意！

钱江国际大厦 自制年夜饭

1月 22日，钱江国际大厦服务
中心由员工自己动手制作的年夜饭
开始了。为了做好这顿饭，服务中心
提前几天到农贸市场采买了活鸡活
鸭、蔬菜海鲜，到水果批发市场采购
了新鲜的水果。在大家的通力合作
下，各种菜蔬的清洗、切菜、配菜、摆
桌等工作均已准备妥当，由管委会
食堂大厨撑勺，钱江国际大厦服务

中心的年夜饭拉开了序幕。
五点整年夜饭正式开始，而正

在此时，有位业主投诉住处停水，工
程人员胡炳荣、吴铁民立即放下碗
筷去抢修，最终顺利解决。为此，服
务中心的年夜饭也延迟了半小时。
年夜饭在热闹的气氛中进行

着，同事们互相敬酒，祝愿服务中心

来年红红火火，团结一致，为物管公
司更上一层楼而努力。

南北商务港 春节布置喜气十足

为确保业主度过一个温馨、祥
和的春节，南北商务港服务中心在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对大厦进行了
节前大扫除，并对公共设施设备逐
一进行检查、维护，以确保节日期间
各类设备的正常运作。
为了营造和谐喜庆的节日氛

围，使大厦业主同样感受到浓厚的
新年气氛，南北商务港服务中心不
遗余力，对大厦进行了精心布置。五
色彩旗、新春对联、节日祝福、灯笼
挂饰等等，把南北商务港装点得喜
气洋洋、春意盎然，希望业主们在新
的一年里红红火火、马年如意。

（物管公司）

春风万里辞蛇岁 笑语千家入马年
———新南北物管公司员工的别样春节

新南北集团 2014年度工作会议提出：

扎实工作 勇于创新
全面推进企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 2014年 1月 19日，
集团公司 2014 年度工作会议在
杭州清水湾假日酒店召开，集团
公司领导及股东、各部室副职以
上人员和所属公司副总经理以上
人员共计 50余人参加会议。会
上，集团公司执行总裁许尚志代
表集团公司作年度工作报告，集
团公司总裁陈烟土作大会总结讲
话。会议分别由集团公司总裁助
理黄淑鸣、张克华主持。

与会人员听取了由许尚志
执行总裁所作的题为《扎实工
作，勇于创新，全面推进企业转
型升级》的工作报告，报告分为
2013 年度工作目标完成情况、
2013 年度工作的主要收获和不
足之处、2014 年度工作总体思
路和目标三大部分。报告提出了
“继续以销售工作为第一要务，
强势推进销售工作；以效益为核
心，完善绩效考核办法，充分调
动集团与所属公司、经营者与员

工的积极性；创新公司商业模
式，进一步探索企业转型之路”
的 2014 年总体工作思路。围绕
这一思路，提出了今后工作着力
点是：1、继续强势推进销售工作，
加大营销的奖励力度，充分调动
营销人员和公司全员的积极性；
2、通力合作，积极稳妥地做好楼
盘交付工作；3、加强管理，增强责
任心；4、拓宽渠道，快速提升资产
经营工作能力，扩大经营规模；
5、夯实基础，提升水平，加快物
业管理发展步伐。

随后，集团公司营销管理中
心总经理张霞代表大会宣布对
康信公司总经理蒋可扬、青枫公
司总经理金韧进行销售奖励的
决定，并由陈烟土董事长授予表
彰。大会希望公司各项目及全体
员工以此为榜样，进一步增强责
任意识和创新意识，努力拓宽销
售思路，强势推进销售，以销售
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为公司的

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听取报告后，与会人员分为

三个小组对工作报告进行了审
议，并由小组召集人向大会汇报
了各小组审议结果；集团公司领
导、各部室及所属公司负责人在
会上作了年度工作述职；办公室
主任曹平通报了第二、三类人员
年度考核结果。
会议最后，陈烟土总裁发表

了总结讲话。陈总围绕今年工作思
路，结合实际情况，对今后工作提
出了三点要求：首先，要以销售工
作为龙头，快速行动；其次，要注重
“抓落实，零理由”；最后，要有跨越
式发展的思路、勇气和决心。
大会希望，全体与会人员在

会后传达好会议精神，继续发扬
团结奋斗、埋头苦干、开拓进取的
龙马精神，扎实工作，勇于创新，
全面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创造新
南北集团更美好的明天！

（周 游）

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左一）为 年度优秀员工颁奖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2013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
展思路和模式的转变之年，在这一年里，十八届三中全会
进一步推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而新南北集团
也提出了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总思路。

走进 2014年，借集团公司转型升级的“东风”，我们的
工作思路与着眼点也要发生崭新的变化。在年度工作会议
中，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对此做了阐释，重抹轻挽，落在实
处就是：“潜心抓落实，创新促转型”。
销售，第一要务。陈总强调：一是“快”字，他要求各销售

团队早下决心，早定办法；二是要规范销售行为，加强销售
管理。2014年的工作着力点，就是六个字：“抓落实、零理
由”。抓落实，是指：工作思路要清晰明确，工作计划要细致
到位；工作必须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人；每周要有检查，每月
要有总结。零理由，就是没有任何延误或不完成目标任务的
解释和理由，充分发挥员工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最后，在谈到实现公司转型升级问题时，陈总要求大家

必须要有跨越式发展的思路、勇气和决心。跨越式发展的思
路，简言之就是“先做大、后做强，先规模、后效益”，尽快在市
场中取得话语权，再进一步进行全方位优化。因此，我们要尽
快树立信心，理清思路，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为集团发展开
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2014年，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坚持方向，相信经过新南北人孜
孜不倦的追求创新，一定会使新南北集团实现辉煌的历史跨越！

潜心抓落实 创新促转型
———写在 2014年新春之际

姻本报评论员

【特别策划】
这天我们共聚一堂，共同揭开 2014年的华彩篇章；

这天我们共话发展，再次领略新南北人的靓丽风采。

年会似乎永远是企业文化里不可或缺的一味香料，甘甜亦微辛。但这顿由员工

自己掌勺的“新年大餐”一搬上舞台，就令所有人忘记了之前一个多月的筹备辛劳。

每一位参与者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节目是团队心血的凝聚，是这次盛会中浓墨

重彩的一笔。

而“盛会”与“颁奖”往往是密不可分的，这次小编也在本期《特别策划》中过一把

当评委的瘾，给最观众们最喜爱的节目颁颁奖。至于颁的是什么奖呢？就让去年横空

出世的 6 个“网络新词”来给它们冠名吧！

普大喜奔奖（也称“一等奖”）

《逛新南北———实现新梦想》（审计部、工程管理中
心、成本管理部、设计管理部）

获奖理由：普天同庆、大快人心、喜闻乐见、奔向未
来！

不明觉厉奖（也称“二等奖”）

《爱之光影》（办公室、润南公司）
获奖理由：将“黑灯瞎火”成为一种表演形式。我们

不生产神奇，我们只是光和影的搬运工。

放弃治疗奖（也称“二等奖”）

《青枫好声音第二季》（青枫公司）
获奖理由：超人、蜘蛛侠、蝙蝠侠都成导师了，还不计后果

地请上了老大。你们放弃治疗这事，你们家里人知道吗？

人艰不拆奖（也称“三等奖”）

《PK广场舞》（财务部、设计管理部、总师办）
获奖理由：人家要群体反串是如此艰难,有些事就不要拆

穿……

长发及腰奖（也称“三等奖”）

《印度舞》（青枫公司）
获奖理由：窈窕舞姿令人叹为观止，犹如长发及腰的少

女令人怦然心动。

累觉不爱奖（也称“三等奖”）

《狐狸》（欣北公司）
获奖理由：不要误会，这个奖项是“台上劲歌热舞如此之

累，台下观众专心致志，不爱搭理旁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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