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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规范售后服务工作，提
高售后服务水平，集团公司于 5月 23
日正式开通 400 客户服务热线：
400-811-9800。

这条服务热线通过整合集团公司
多个部门资源力量，为广大新老业主
提供全面、及时、到位的售后服务。是
集团公司尊重客户需求，深化服务理

念，提升服务品质的重大举措，有助于
进一步塑造和提升集团公司良好的企
业形象。

此时开通 400 客服热线正值集
团公司旗下三个项目楼盘集中交付，
即将迎来首批近三千户的新业主。届
时，400 客服热线可以很好地发挥其
服务功能，为入住新业主解除后顾之

忧，从而提升业主满意度和新交付楼
盘的美誉度。集团公司将以本次 400
客服热线的开通为契机，认真深入开
展售后服务工作，不断提高服务水
平，提高楼盘品牌附加值，增强市场
竞争力，努力以优质服务促进销售跃
上新台阶。

（营销管理中心）

提升服务品质 集团公司开通 客户服务热线

本报讯 5月 9-12日，由富阳市
人民政府主办、富阳市住建局和富阳
市房地产行业协会承办的“富阳市第
十二届房地产展示交易会”在富阳市
体育中心举行。展会以“富春佳山水，
优居在富阳”为主题，已有包括绿城、
万科宝龙、莱蒙、山水等 30余家品牌

房企参展。
盛德公馆是杭州康信置业有限

公司开发的盛德·国际商务中心项目
中的 3#楼，项目类型为酒店式公寓。
首次亮相富阳房交会，虽然展位不
大，但是前来咨询的客户络绎不绝，
特别是对酒店式公寓这一类型颇感

兴趣的客户较多。
这次富阳房交会充分显示了盛德

公馆项目的优势，面积小总价低的特
点颇受市场青睐。做为项目开发商，康
信置业公司将继续挖掘项目自身特点
优势吸引客户，影响购买力，继续促进
成交。 （康信公司）

盛德公馆项目亮相富阳房交会

营销动态>>>>>

本报讯 5月 24日下午，杭州电
视台生活频道《豪叔谈留美》栏目走进
鹭栖湖，顺利举办了首次跨界合
作———鹭栖湖留学沙龙。沙龙现场由
著名留美指导专家程豪（豪叔）教授及

美国布朗大学录
取的过越同学进
行分享讲座。沙龙
邀请了众多有留
美需求的鹭栖湖
意向客户及社会
人士。

沙龙现场，豪叔从 2014 年美国
EA/ED 录取结果分析了美国名校录
取变化，以及如何申请留美过程中“另
辟蹊径”，还讲述了如何进行专业和职
业的规划，从而实现从留学到移民的

转变。另一位嘉宾过越同学作为被美
国“常青藤联盟”成员、全美综合排名
第十四位的布朗大学录取的学生，也
在沙龙现场和大家分享了她的申请留
美过程，后来的洛杉矶交流计划，直至
成功在美国名校留学的经历。
整场留美沙龙亮点不断，听众多

次鼓掌；沙龙结束后，还有不少学生家
长围着豪叔询问细节。不少鹭栖湖意
向客户们希望今后能参加更多的类似
沙龙讲座。

（青枫公司）

鹭栖湖留学沙龙
———《豪叔谈留美》顺利举行

信息速递>>>>>

新南北开元名都大酒店精装修样板房
（客房）专家评审会在建德举行

本报讯 5月 29日上午，位于新南北·盛德国
际广场项目的新南北开元名都大酒店精装修样板房
评审会在建德召开。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执行总裁
许尚志及相关部室领导专程赴建德参加评审。同时，
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杭州陈涛室内设计有限
公司、浙江开元酒店管理公司的代表出席评审会。
此次展出的样板房分为套房、大床房、双床房

三个套型，分别由上海康业、深圳建艺、香港神采三
家公司施工。建德新南北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邵金
泉在样板房现场对每套样板房的特点进行了详细
讲解。各参审单位在酒店二楼会议室对样板房软
装、硬装及功能性布局发表了各自的评审意见，专
家在肯定酒店实景样板房装修效果的基础上提出
了整改意见，建德公司将根据专业意见进行调整，
全力打造建德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建德公司）

设计施工紧密合作 确保工程按期推进
本报讯 5月 28日，应杭州康信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部邀请，浙江省设计研究院“盛德国际商务中
心”项目设计负责人朱立强到现场指导施工，针对施
工单位提出的疑问一一予以解答。朱工还针对空调
板节点的处理给出解决方案，并对 3#楼自行车坡道
的隔墙设置等问题进行解答。一直以来康信公司工
程部与设计院保持紧密沟通，确保建设工程按进度
计划进行，现各方正在积极配合，顺利推进盛德国际
商务中心项目的建设工作。 （康信公司）

集团公司领导莅临建德指导
新南北·盛德国际广场项目工作

本报讯 5月 14日，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执
行总裁许尚志前往建德新南北置业公司检查指导
工作。集团领导实地查看了项目现场，尔后分别在
项目现场和建德公司分两个阶段召开工作会议。集
团领导肯定了近期工程进度的良好进展，要求全体
工程人员紧盯重要时间节点，特别要加快写字楼和
酒店加层的施工进度。集团领导还就预决算管理、
总包与精装修单位的关系及商业公司运营等项工
作明确了原则意见。
会上，集团领导还强调汛期即将来临，必要时

相关部门要适当延长工作时间，同时要求各参建单
位齐心协力，迎难而上，确保项目顺利开盘。建德公
司总经理邵金泉、副总经理潘向明、孙宏斌、何向阳
及建设公司项目部主要负责人解光俊等参加会议。

此前，集团领导陈烟土、许尚志一行还前往建
德新南北置业公司调研盛德国际广场招商工作。会
上，建德公司副总经理何向阳就项目商业招商方案
进行了汇报，与会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讨
论。集团领导要求建德公司通过在现有方案的基础
上，对项目商业业态及区域内商业环境再进行认真
分析，并进一步理清项目运营管理思路。同时，建德
公司要在做好市场摸底等前期工作的同时，尽快落
实招商团队；结合项目销售在开盘前组织召开招商
大会，让更多的意向客户对盛德国际广场项目有进
一步的了解。 （建德公司）

本报讯 在这个温情的 5 月，我
们迎来了母亲节，为献礼伟大的母亲，
一场温情的游园会于 5 月 11 日在南
北·盛德公馆售楼中心上演。美甲体
验、艺术插花、小丑表演等各类节目齐
上阵，现场认筹存 1.5万抵 3万，更额
外可享 3000元爱心基金。如此钜惠，
令当天准业主认筹络绎不绝。

5月 11日早上 9:00，虽然雨雾蒙
蒙，却依然抵挡不住客户们络绎不绝
的脚步。9:30,活动正式启幕。现场插花
师为客户细心指导插花艺术，DIY插
花的妈妈和小朋友们，学的不亦乐乎。
瞧，一朵朵鲜花不一会儿便变成新鲜
出炉精致绝伦的“美女”。另一边，美甲
师在给爱美的年轻妈妈们美甲，果然
经过修饰的指甲，如艺术品一般地亮
眼，惹得现场妈妈们骄傲不已。此外，
现场不停供应的冷餐，让客户们大饱
口福，欢乐的小丑给来宾小朋友魔术

般扎出一个个神奇可爱的气球造型，
给每个家庭带去母亲节的温情和欢
乐。现场客户们纷纷表示，盛德公馆本
次举办的活动非常温馨，希望以后多
多举办此类活动。

同时，盛德公馆为感谢客户的厚
爱。推出“26万，有房有车不是梦”，认
筹存 1.5万抵 3万，母亲节当天认筹
额外享 3000元爱心基金等活动，如此
钜惠，让现场客户们心动不已。置业顾
问们忙着在沙盘前给客户讲解着盛德
公馆的项目地段、配套、投资价值等优
势：盛德公馆作为万达商圈目前唯一
公寓，将来的升值潜力、投资价值甚至
超过余额宝的理财优势。这些都唤起
了客户们强烈的共鸣和认可。现场客
户们纷纷登记，当场认筹的准业主不
在少数，为本次活动划上了圆满句号。
“我和老婆住在万达附近，这次是

带母亲过来看房，我希望在附近给母

亲买套房子，方便就近照顾，今天就是
带着母亲过来看 49平方这个户型的，
卧室、厨房、客厅、卫生间都有，户型方
正我也挺满意，附近购物买菜、交通出
行都很方便，母亲也喜欢，价格也合
适，所以今天就认筹了。”现场认筹的
陈先生如是说。
本次活动，得到了客户们的一致

认可和赞赏，南北·盛德公馆的高品质
也得到了市场铁的验证。活动于下午
16:30圆满落幕。 （康信公司）
销售热线：0571-88790066

88790077
销售中心地址：通运路 236号

距有限 爱无限———感恩母亲节

【交付专版】

集团公司旗下三大楼盘陆续交付

5月 24 日，雄踞钱江经济开发区核
心地段的欣北·钱江国际广场，迎来二期
首场盛大交付日。
当天，精心筹备的交付中心陆续迎来

了前来收房的业主，至中午时分，中心可
谓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每一位业主脸上
无不流露出喜悦的笑容；众多业主在办理
收房的相关手续的同时，也顺带参观了项
目现场；业主们无论是对项目所在区域、
周边不断升级的利好，还是自身不同凡响
的优越品质，都给予了一致好评。
欣北·钱江国际广场二期的交付活动从

5月 24日持续到 6月 2日，10天之内，交付
率达到 80%，这与公司全体上下厉兵秣马，
精诚协作，连续奋战二十几个工作日是分不
开的。在 5月初的交房专题会上，欣北公司
总经理马奕林就此次交房的整个流程做了
详细周密的布署，各部门认真贯彻会议精

神，各尽其职。5月 20日欣北公司销售部会
同物业公司、礼仪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做了交
房地实地模拟交付演练，并在现场对交房时
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及时整改要求。在 2
期项目交付现场，公司对项目周围进行了全
方位的包装，营造喜庆氛围迎接前来收房的
业主。公司全体员工主动放弃休息时间连续
加班加点，最终向每位前来办理交房的业主
呈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记者从现场与业主的交流中得知，首
获肯定的是项目所在国家级和省级两大
开发区的核心区位给予的无限“钱”景，实
力品牌房企新南北集团与钱江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联袂打造的坚实背景等都给业
主吃一颗投资的定心丸。
对于周边不断升级的商业利好，交通

利好更让业主看好在钱江国际的置业和
投资，随着万盛商贸城的开业，星河国际广

场也已处在积极筹备当中，更令人期待的
是，由印象城开发团队原班人马倾力打造
的 27万方万宝城也已开工投建，丰富的商
业配套让不久的将来繁盛不息；在交通上，
随着 2012年半山隧道的通车，钱江经济开
发区正式实现与主城的无缝对接。作为秋
石快速路的二期工程，承接快速路临平境
内一期与正在投建的向南延伸的三期进行
对接，今后直达钱江新城仅需 25分钟；而
规划中的地铁 9号线是现已开通地铁 1号
线的向北延伸段，纵贯杭州主城与临平副
城，直至钱江经济开发区，并在区内规划 4
个站点，可充分带动区内商业、商务的发
展；而规划中的有轨电车实现开发区与高
铁的无缝接驳，即将从真正意义上跨入“双
铁时代”。满足了业主便捷自由出行的同
时，也让业主看到了产品升值的潜力。
更值得业主欣喜的是，国家级企业杭

汽轮与港资巨头李嘉诚的长江实业等重
量级企业进驻开发区，两大投资风向标的
齐聚，更让业主坚信置业投资欣北·钱江
国际广场项目是不二选择。
对于项目产品，业主更是显露满意之

喜，整体建筑以围而不合的造型布局，将
社区景观空间最大化，让每户都拥有最佳
的观景与采光效果；整体采用现代主义建
筑风格，建筑整体简洁大气，挺拔时尚；楼
体立面采用干挂石材和玻璃幕墙有机组
合，充满时尚现代的质感，构成了地标建
筑的独特气场，俯瞰新城风景，似有君临
天下的气势，更让业主倍感物有所值。

项目集甲级办公写字楼、大体量商
业、星级酒店、居住等多种业态综合规划
于一体，从一期交付并投入使用，开发区
管委会、工商银行等行政、金融单位率先
进驻办公；到 1.6万方的综合商业中心，规
划引进餐饮、KTV、健身等时尚休闲业态，
未来还将引进一系列时尚休闲业态，让业
主放心的在这里体验一站式休闲消费。
一个属于“钱江经济开发区”的时代，

已磅礴欲出。无疑也正孕育着欣北·钱江
国际广场这一城市核心的商务地标散发
更为耀眼的辉煌。 （欣北公司）

音欣北·钱江国际广场二期盛大交付
状态：已交付

音青枫墅园“山语阁”
状态：即将交付
交付时间：2014年 6月 30日

位于余杭区仓前街道的青枫墅园三期项目共 1465套房屋的交房工作进入倒计时，青枫
公司全体员工都在围绕这一工作目标紧锣密鼓地开展准备工作。
项目于 5月 25日前已完成 A区 1—6幢楼的所有工程的整改收尾工作，5月 26日开始

整改 B区 7—13幢楼，计划将于 6月 5日前完成并移交物业。前期方面，已经通过了竣工图、
排水、环保、绿化、白蚁、交通设施、消防、人防、社区用房、规划等验收。销售客服方面，已根据
取得的实测报告计算面积补差款及物业维修基金款，并与财务核实后开具相关发票；完成了
《商品房交接书》制作；对交房现场的场地、动线及人员布署的初步设定，将于六月中旬确定布
场方案，完成场地布置。财务及办公室等部门也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为工程、前期和销售
部门提供极大的支持。 （青枫公司）

音南北·乐章
状态：即将交付
交付时间：2014年 6月 30日

随着交房日期的临近，根据集团公司的第二次交房协调会议要求，工程管理中心组
织多方力量，合理制定倒排计划，确保各项进度目标顺利完成。目前，各分项工程扫尾工
作和主体工程分户验收整改
工作已经完成，正在进行与物
业公司对接，相关资料陆续移
交。物业公司对主体工程进行
全面检查，并立即着手进行最
后的户内保洁工作，计划于 6
月 15日完成，确保交房工作顺
利进行。当前已实现专变通电
和通水，并顺利完成人防质监、
市政排水、区人防办、消防、环
保、绿化、防雷及气象、室内空
气检测、交警和规划等多项验
收工作。档案馆的备案工作已
完成，建管处备案工作争取 6
月初完成。 （工程管理中心）

本报讯 为保证集团公司开发项目的
品质，把用户满意的产品交到业主手中。根
据集团公司《管理手册》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办法第六、七、八、十一条规定，按照《建设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杭州市住宅工
程分户检验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集团总
师办于 3月 10日至 5月 12日期间，组织各
在建项目工程专业人员及物管公司成立质
量检查小组。对即将交付的青枫墅园三期、
南北·乐章、欣北·钱江国际广场二期三个项
目共 3895套，进行一户一验综合分户检查验
收工作。
此次检查验收，工作量大时间紧迫，检

查小组成员利用休息时间认真工作。就楼地
面、墙面天棚、门窗栏杆、防水工程、室内空
间尺寸、水电工程、成品保护及其他项目等
几个分部分项工程，根据相关质量要求进行
检查。每次检查前，集中所有检查组成员、项
目工程部、监理、总包单位人员召开检查作
业和相关注意事项说明的交底会议。检查过
程中各小组人员采用地毯式检查验收方式，
确保不留一个死角与盲区，对于影响使用功
能、违反强制性规范或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绝不放过，同时将检查情况进行详细记录；
检查完成后，检查组组织全体单位相关人
员及各分包单位就检查出来的问题开会通
报，督促项目公司限期保质进行整改。最终由
项目部及物管公司进行整改验收，并将验收
记录整理报集团总师办备案。
本次查验期间，经整改后的工程质量普

遍有明显改善；同时也使集团工程线专业人
员充分认识到工程建设中可能会存在的质量通病，有利
于今后针对薄弱环节，加强管理意识和措施，打造一支
专业、精干的管理队伍。 （总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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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民政局局长调研盛德国际广场项目
本报讯 5月 14日下午，杭州市民政局

局长邵胜莅临建德，调研新南北·盛德国际
广场项目。邵局长实地了解察看了项目建设
进展情况，并听取了建德新南北置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邵金泉关于新南北·盛德国际
广场项目整体布局、商业业态等方面的情
况汇报。邵局长表示，盛德国际广场地处建
德市黄金地段，建德新南北置业公司要利用
好项目的区位优势，努力把新南北·盛德国
际广场项目打造成建德的地标性建筑。

（建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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