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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城
镇居民越来越重视健康饮

食，合理搭配膳食。同时也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吃水果来补充大量的
维生素 C以及补水。可是也不难发
现一般的人选水果经常选贵的选
漂亮的，往往那些长相一般的水
果、有擦伤淤痕的水果被冷落在一
个角落。那么到底“以貌取果”对不
对呢，还是说好看的水果是“金玉
其外败絮其中”呢？
误区一 外观漂亮的水果营养

成分多。偶尔翻看有关书籍发现，英
国有一研究发现，商家在上架的时
候总是选择那些外观漂亮的水果，
甚至把商家以水果的外观大小漂亮
度来分区定价格，但实际上呢表面
有擦伤淤痕的水果，反而比好的水
果拥有更多的抗氧化元素。

误区二 新品种更优于传统水
果。曾经在一本杂志中看过，经研究
发现普通的苹果中抵御疾病的化学
物质数量比形状色泽优质的苹果高
出 10倍，其中传统的黄褐色苹果比
光泽圆润的现代苹果含有更多的根

皮苷，这种化学物质能降低人们患 2型糖尿病
的可能。这个研究证明很好的证明了其实传统
水果的营养价值远大于新品种水果。

所以在今后挑选水果的时候，切忌不要
“以貌取果”，那些看似“丑陋”的水果其实更有
营养价值。 （审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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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加强对秩序维护员的管
理，建设一支规范化、现代化的安保队
伍，进一步提高秩序维护队伍的综合素
质，4月 16日，浙江新南北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组队参加祥符街道北星社区主办的
技能比武大赛。

当天共有五支来自不同物业项目
的队伍参加比赛。新南北物业公司在
参赛队员的共同努力下，以高标准的
队列动作、交通指挥手势及规范的消
防演习取得了本次比武大赛的二等
奖。赛前，物业公司品质保障部积极组

织南北商务港及西岸花园服务中心相
关人员就秩序维护员规章制度及军事
训练、交通手势、消防演习等进行培
训。培训中，队员们始终保持气势高
昂、步伐整齐、口号响亮、精神饱满的
状态，高标准、严要求，保质保量地完

成了训练计划。
此次比赛使物管公司秩序维护队伍

业务技能得到提升的同时，也切实加强了
队员协作精神及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得
到了南北·西岸广大业主的赞赏。

（物管公司）

Happy
Birthday

祝福
本报祝 2-4月份出生的同仁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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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恰逢踏青
出游的好时节。为让女职工们度过一个温馨、
快乐、有意义的“三八”国际妇女节，提高工作
积极性，增强企业凝聚力，3 月 7-8 日，集团
公司组织本部女职工赴东阳横店开展“横店
二日游”活动。

7日一早，女职工们就统一乘车有“东方

好莱坞”之称的东阳横店影视
城。伴随着一路的欢声笑语和
互动游戏，短短数小时的车程
在大家不知不觉间悄然度过。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女职工
们先后领略了“秦王宫”，再现
《英雄》本色，体验 4D电影的
惊魂一刻；行走在“清明上河
图”里，穿越一千年的北宋繁
华街头，游人扎堆，流连忘返；
观“明清宫苑”，赏后宫美景，
在“紫禁大典”中感受强烈的
心灵震撼；在有一千五百年历
史的“大智禅寺”祈福平安；观
赏“广州街·香港街”景区，在

1840 年的广州街头欣赏《怒海争风》的实景
海战。
两天愉快的旅途活动，让大家度过了一

个融洽、欢乐的三八妇女节。集团公司一年一
度的迎“三八”庆祝活动不仅增强了女职工的
凝聚力，提高了工作热情，更让大家在新的一
年里，充分发挥“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巾
帼精神，在工作中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周 游）

置身历史长镜中
赏心悦目迎三八

本报讯 继去年集团公司员工姚
国武被评为“2012年度拱墅区统计调
查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后，浙江新南北
控股集团今年再度荣获“2013 年度拱
墅区统计调查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荣膺这两项荣誉，反映了集团公

司历来高度重视统计工作、统计职能
部门和相关人员认真负责地做好各项
日常统计工作以及年报工作，努力维
护集团公司统计诚信单位形象。也是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集团公司坚持加
强统计基础工作和统计队伍建设方面
取得积极成果的充分肯定。
集团公司将一以贯之地依法配合

政府统计部门，继续开展和强化统计
工作，为政府部门社会经济发展决策
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统计数据。

（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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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市人大、政协领导调研
盛德国际广场项目

本报讯 3 月 19 日下午，建
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程茂红根据
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要求，率市
人大办、商务局等部门领导莅临
建德新南北置业有限公司走访。
当日上午，建德市政协副主席张
早林来建德公司调研，建德公司
总经理邵金泉分别向两位领导汇
报了盛德国际广场项目概况、工

程进展及计划等情况。调研活动
中，程茂红详细询问了各项建设
指标，并就进一步提升项目品质
提出了意见、建议。
建德市委为推进重大项目，

实行市级领导领衔制度，并安排
张早林副主席领衔盛德国际广场
项目。在调研活动中，张早林视察
了项目施工现场，详细了解了工

程投资及建设计划，询问项目建
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随后，他
嘱咐一同参加调研的市政府办及
住建局等相关单位领导，对盛德
国际广场项目中遇到的问题及时
予以协调，督促落实，并明确了工
程投资及建设计划向领衔领导报
告制度。

（建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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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12-13日，浙江省房
地产业协会 2014 年度通联工作会议在
东阳召开。省房协会长贾宝林，省建设
厅房产处处长寿欢林，省房协副会长兼
秘书长高尔昌，省房协副会长、金华市
房协会长张同玉等领导出席。省房协副
秘书长陈敏主持会议。90 多名行业报
刊、网站代表和省房协通讯信息员代表
参加会议。
会上，寿欢林处长就我省房地产市

场发展情况作了报告，并通报了 2014年
我省房地产市场监管工作的主要任务。
高尔昌副会长在会上发表讲话，他提出
房地产行业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
弘扬行业主旋律，传播行业正能量，为推
动我省房地产业平稳健康持续发展提供
舆论支撑、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随后，
省房协刘国才主编作了《浙江房地产》杂
志、“浙房网”运作情况通报；新浪乐居杭
州地区主编叶小伊作了“互联网思维和
通讯员工作”专题讲座；最佳期刊、最佳
网站和优秀通讯员代表分别作了发言。
经过前期预选，代表现场观摩投

票，省房协评选小组评审，我公司《新南
北报》获得“浙江房地产优秀报刊”称号
并在会上受表彰，这是《新南北报》继
2011年被评为“浙江房地产优秀专业报
刊”后再次获此殊荣。 （周 游）

本报讯 4月 4日下午，拱墅
区审计局党组书记丁剑秋、副局长
赵明、潘继茂等一行五人，来集团
公司调研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情况，并向集团公司赠送了
《杭州市拱墅区内部审计工作规范
汇编》和《内部审计经验材料》等书
籍。集团公司党支部书记麻斐、审
计部总经理王启明等四位同志参
加了调研会。
调研会上，集团公司党支部书

记麻斐代表集团公司董事长陈烟
土和集团公司党支部热烈欢迎前
来调研的审计局党组领导。并详细
汇报了集团公司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开展情况：一是认真学习
贯彻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会议精神。集团公司党支部于 2013
年 7月和 2014年 1月分别参加了
“全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动员
会”和“全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布置
会议”，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布置落
实。二是领导重视，将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与做好本职工作有机
融合，推动企业发展，把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落到实处。集
团公司董事长陈烟土高度重视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党支部组
织开展好此项活动提出了三项具

体要求：一是明确意义、认清形势。
二是求真务实、避免空谈。三是强
化理念、发挥作用。指示全体党员
干部认真学习、积极投入到教育实
践活动中去。
会议期间，集团公司审计部总

经理王启明还就集团公司内部审
计工作开展情况以及集团公司关
于加强廉政建设的主要做法、取得
的成效等方面向调研的领导作了
进一步汇报。
审计局党组丁书记对新南北集

团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
和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
新南北集团积极参与区内审协会组
织的审计业务学习和经验交流活

动，并就今后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切实
把教育实践活动与推进新南北集团
壮大发展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党员干
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二是切实把教
育实践活动与集团公司廉政建设结
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对政府执行“八
项规定”的推动作用。三是切实把教
育实践活动与内部审计监督结合起
来，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监督作用。

集团公司党支部书记麻斐在
会议结束时表态，党支部将以本次
调研为契机，紧密联系工作实际，
扎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推动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取得
新进展。 （审计部）

拱墅区审计局党组领导来集团公司
调研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

陈烟土总裁当选
杭州市杭商研究会建德企业家分会会长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杭商研

究会建德企业家分会（杭州建德商
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军疗养院举行。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商会章程，并以举手表决方
式通过了理事会、商会会长等成员

名单。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当选杭
州建德商会首任会长，并主持召开
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建德市委副书记童定干在大

会上致辞，他希望企业家们情系
家乡，为建德的招商引资牵线搭

桥、提供信息，积极投身到建德经
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建设当中来。建
德市人大副主任童文杨、副市长徐
建华、政协副主席洪国根等领导出
席会议。

（周 游）

曾经，多少次，在脑海
中想象你的样子；曾经，多
少次，梦呓般呼喊你的名
字；又曾经，多少次，希望
自己是从小在你身上玩耍
长大的孩子。我，听着自己
“砰”“砰”“砰”的心跳声，
靠近你，如同情窦初开的
少年与自己魂牵梦萦的佳
人相约黄昏后。

烟雨下的你，如同邻
家少女般恬静害羞，那一
泓清水，如同美人那一眨
一眨的大眼睛，让我忍不
住想抚摸你的脸庞。

（青枫公司 石江）

烟雨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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