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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南北公司被评为 2013年度
“余杭区统计基础规化范企业”
本报讯 杭州新南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认

真贯彻落实余杭区统计局开展 2013年度“统计基
础提升年”活动精神,根据统计基础规范化企业创建
标准，积极组织开展创建“统计基础规范化企业”工
作。通过建立健全统计工作相关制度，明确统计人
员工作职责，完善统计原始记录、台账和报表的管
理工作，规范统计报表的填报、审核、存档、交接等
流程，严把统计数据质量关，进一步深化公司统计
基础建设，为综合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和全面做好统
计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近日，经余杭区统计局综
合考评，该公司被评为 2013年度余杭区统计基础
规范化企业。 （财务部）

本报讯 7月 17日，新南北集团
财务审计培训会在杭州清水湾假日酒
店举办。集团公司财务部、审计部以及
各所属公司全体财务人员共计 24 人
参加了本次业务培训。会议由集团公
司副总会计师、审计部总经理王启明
主持。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烟土到
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集团公司总会计师李宝璞组织参
训人员深入学习了《浙江新南北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手册》（讨
论稿），对有关重要条款作了详细解
读，与会人员就手册内容展开了热烈
讨论，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意见和建议。

集团公司总裁助理、财务部经理黄
淑鸣向参训人员作《财务分析报告主要
内容及其特点》的业务培训。黄总结合
房地产开发行业财务管理的特点，以标
题、形式、内容、重点、原则及应注意事
项为切入点，分析了房地产行业“资金
密集型、成本控制型、销售主导型”的三
大特点。提出财务分析报告必须围绕企
业自身特点，把握“真实性、准确性、可
比性和建议性”原则，根据不同分析内
容，采取专题分析、综合分析等多种形
式，体现个性化、多样化，避免千篇一
律。针对如何把握报告使用者的需求，
黄总重点强调了需要注意的各个事项。

集团公司副总会计师、审计部总经
理王启明就财务监管报告的概念、形成
方式、作用和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阐
述；简要回顾了《财务分析报告模板》试
用情况；学习和讨论了房开公司、物管

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三个监管报告模
式；就《财务分析报告模扳》的结构、内
容，结合 EAS财务管理系统存在的不
足与参训人员进行讨论交流。
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烟土在

会上继去年对财务人员提出力争当好
“三个家”后，进一步提出了更为具体
的要求：一是加强学习，不断提高专业
水平。集团公司财务人员、审计人员都
必须学会不断给自己“充电”，刻苦钻
研业务，提高专业工作水平，以满足财
务和审计工作日趋专业化、精细化管
理要求。二是认真履职，全面落实财务
制度规范。集团公司财务人员、审计人
员要争当公司制度、特别是经济合同
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的忠实执行
者，认真把好资金、成本、费用、风险的
最后一道关。

陈总还强调了销售工作的重要
性，要求全体员工从大局出发，财务审
计人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
投入到销售工作中去，为集团公司销
售工作打开局面尽心尽力。
集团公司副总会计师、审计部总

经理王启明作了培训总结，要求参训
人员深刻领会制定审计工作手册目的
在于规范审计行为、强化审计监督，重
视财务分析、财务监管目的在于规范
财务管理；认真学习、切实掌握内部审
计、财务分析、财务监管的程序和方
法，努力提高专业水准，当好家、理好
财，齐心协力，共同把集团公司财务审
计工作推上新台阶。 （审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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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23日上午，杭州市政府顾问高乙梁在中共建德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郭坚及建德市发改局、新安江街道等单位负责
人的陪同下，视察盛德国际广场建设工地。建德新南北置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邵金泉向高乙梁、郭坚等领导详细介绍了项目建设情况，
表示一定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地推进项目建设，并使其成为在建
德具有标杆性的建筑精品。 （建德公司）

杭州市政府顾问高乙梁
视察盛德国际广场

本报讯 7月 10日下午，以杭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封懿为组
长的杭州市政府督查组，在中共建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郭坚及建德市
发改局、经信局、商务局、新安江街道等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专程到由建
德新南北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盛德国际广场项目现场和销售展示中心督
查项目进展情况。
据悉，盛德国际广场项目是建德市政府上报杭州市政府的浙商创业

创新六大重点项目之一，杭州市政府督查组此次前来主要目的为督查该
项目具体落实情况。建德公司总经理邵金泉向封懿、郭坚等领导介绍了盛
德国际广场项目概况、建设进度及其建成投入运营后的经济、社会意义等
情况。 （建德公司）

杭州市督查组亲临盛德国际广场
督查浙商创业创新重点项目

首部中国商务写字楼等级标准预评在浙启动
南北·盛德国际成为全省首个参与该等级标准预评的写字楼项目

本报讯 6月 21 日下午，浙江
省房地产业协会商业地产专业委员
会副秘书长、国家商务写字楼等级
评定浙江工作组副组长金筱女士在
杭州康信置业有限公司主办的“盛
德国际商务中心媒体记者见面会”
上，宣布启动首部中国商务写字楼
等级标准在浙预评工作。南北·盛德
国际因此成为浙江第一个参与首部
中国商务写字楼等级标准预评的写
字楼项目。
金筱女士在现场接受媒体记者采

访时表示，中国商务写字楼等级评价
标准是中国房地产协会商业地产专业
委员会联合国内外专家学者历时近三
年，经过起草、修订、多轮研讨以及企

业实地测评完成，继
2012年 6月通过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
科技司组织的专家验收
委员会验收，和 2014年
4月 15日获得中国工程
建设标准化协会正式批
准后，成为建国以来中
国写字楼行业第一部国
家级、综合性标准。由于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快速提升，城
市经济发展对商务写字楼的功能要求
已经越来越高，而且现有的一些企业
理念也与原有的办公建筑概念产生很
大的差异，加上节能低碳、绿色生态等
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均对我国商务
写字楼的开发与运营能力提出新的更
高的要求。金筱女士表示，这次国家
级、综合性商务写字楼等级评价标准
的出台，既是为了规范写字楼等级评
价标准，同时也是为了全面提升中国
商务写字楼的品质，助力行业发展的
转型和升级。
康信置业总经理蒋可扬出席“盛

德国际商务中心媒体记者见面会”并作
了发言介绍，表示南北·盛德国际作为

处在万达商圈、万科大盘生活区以及杭
州北部新城核心商务区的写字楼项目，
此次参与国家商务写字楼等级标准预
评，意在成为国家商务写字楼等级标准
化的倡导者。蒋总认为，写字楼对于一
个城市的意义重大，尤其对于杭州而
言，它承担着经济转型与城市发展的重
要使命。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对写字楼
物业的产品标准、服务标准却缺乏统一
的评价体系，房地产企业在写字楼开发
过程中缺乏指导，导致了写字楼开发和
运营过程中的诸多问题。而国外各类写
字楼产品标准、服务标准，要么是作为
单向的绿色环保认证难以体现写字楼
的综合性能，要么是在许多方面也不能
适应中国的国情与发展现状，影响到本
国建筑产品与材料的应用。蒋总称，中
国商务写字楼等级评价标准的出台，可
谓正当其时，也符合康信置业在写字楼
开发上的职责与使命。
据金筱女士介绍，国家商务写字

楼等级标准在浙预评工作已全面启
动。这将是国家标准对浙江写字楼市
场的一次标准化检视，也是一次系统
化指导，相信随着预评工作的展开和
深入，浙江写字楼市场将会迎来新的
机遇和未来。 （康信公司）

新闻导读

《加微信 新南北楼盘动态全知晓》

详见第 版

《青枫墅园·鹭语别墅盛大揭幕》

详见第 版

《新南北集团2014年三大楼盘如期交付》

详见第 版

之一 骨子里的院落情怀
宋东野先生不出名，写了首《董小

姐》很好听：爱上一匹野马，但是家里没
有草原。相比之下我幸运多了，我只要一
只狗，而且不需要什么名贵品种，老底子
家里养的大黄狗就好，名字也想好了，就
叫旺财。

老婆是医生，病菌螨虫之类的是她
的天敌，有了孩子就更把旺财上升到了
阶级斗争对立面的高度。这些年她的态
度有所缓和，但是要求很简单，现在住的
房子，人窝都还嫌小，何谈狗窝？说得也
是，想想小时候，家不大，但有个小小的
院子，大黄狗的窝就在屋檐下，院子就是
它的领地。大人虽然睡觉前要赶它回窝，
大部分时间它自得其乐，伸着懒腰晒太
阳，边追苍蝇边和猫打个架，饭桌下接住
我悄悄递来的骨头，窃喜地溜走……那
时候没空调，家家院子里都种些爬藤植
物，有追求的种了葡萄，讲实惠的种丝瓜
葫芦，夏天里果实垂挂，昆虫在其中得意
地唱着“伏天儿 ~~伏天儿 ~~”

忙忙碌碌，已经进入了人生的后半
程，静下心来，发觉所谓追求的，原来就
是儿时那一刻淡淡的幸福……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住在有天有地
的房子里，院子不大，一棵果树悄悄地成
长着，外孙蹒跚学步，一把小铲，努力在
树下种一颗西瓜籽，希望不久吃到自己

种的西瓜。旺财跑前跑后，期待着肆意生
长的植物们，结出一块块肉骨头……一
切的一切，都是平和的，简单的，充满生
命和希望的。

之二 生于忧患
到过青枫墅园的人都说那儿的自然

环境好，西溪湿地延绵向西，到仓前才有
了山，山不高，植被茂盛，白鹭苍鹭大量
栖息。一期的别墅客户看过风水，说是娘
娘地，大富大贵，尤其是对女性。记得一
期交付正好是国庆长假，天不太热，秋高
气爽的感觉。那时没有 PM2.5报告，但相
比城里街巷间尾气和泔水味儿，感觉这
里的空气都是清甜的。七天下来，最大的
收获就是成了青枫的业主。

2011年，杭州房市开始动荡，青枫二
期也到了定位的关键时刻。一小撮人提
出做小面积，高赠送，有天有地，总价 300
万，让城里人可以轻松一套换一套。这个
想法到后来也成了抵御限购限贷的思
路。老板很开明，说可以，但是自己出题
自己做，尽快拿出实实在在的方案。借此
鸣谢时任新联康杭州公司总经理的王楚
文先生，在他的推荐下，我们得到了上海
小面积排屋的成功案例。一个 90方的别
墅看过图纸就被我们否定了，噱头大于
实用，舒适度甚至不及公寓。另一个就是
上海万科第五园，160方面积，高赠送，更
重要的是中式庭院联排，前庭后院，让人

骨子里的庭园情结瞬间迸发。老板在看
了样板房之后，当即拍板，就是它了！而
且要做就做纯粹，避免简单模仿，直接找
第五园的原班设计团队！之后的工作出
乎预料的顺利，设计师说，当年第五园设
计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但因为万科
赶工期，最后只能遗憾收场，没想到这么
快能有机会重现精彩。记得设计签约当
天，老板拿出了军供特制 50年茅台，大
家谈了很多，喝了很多，骨子里的一种情
怀在各自心中静静滋长……

今天，看到房子实实在在呈现在眼
前，真的别有一番感慨，我们励精图治，
我们执着坚持，希望我们的努力得到更
多客户的认同。 （未完待续）

本报讯 7 月 8
日下午刚过下班的
点，集团公司员工朱
笑便急匆匆赶到武林
路上的浙江省血液中
心。此时大厅里已经
挤满了排队等候的
人，和朱笑一样，他们
大多数是下班后专程
赶来为“7·5”公交纵火
事件伤员献血的热心
市民。
“我通过新闻了

解到烧伤病人的救治
需要大量用血，而血
液中心血液库存紧
张，特别是 O型血、A
型血，正好我是 A型
血，于是我就去了，也
算是做点力所能及的
事吧。”事后，朱笑这
样向我们讲述她做出
献血的决定。

爱是无私表达，更
是勇敢行动！在美丽的
杭城，有越来越多的市
民和团体加入到志愿
献血的队伍中。新南北
自豪，在这彰显爱心的
时刻，有着我们普通员
工的身影！

（成本管理部）

>>>>>>新闻链接

2014年 7月 5日 17时 03分，一辆满
载 80余名乘客，从灵隐公交站开往城站火
车站的 7路公交车行驶到东坡路庆春路口
时，车厢内突然起大火。事故造成 29人住
院治疗，其中重伤 15人。浙江省血液中心
主任吕杭军介绍， 29位病人中有 26位进
行了血液治疗，累计输注血浆超 10万毫
升，红细胞 320单位，血小板也开始输注。

7月 6日, 浙江省血液中心 O型血、
A型血告急，消息传出后，杭州市民纷纷自
发前往各采血点踊跃献血。据统计，三天内
共有 2526人参与献血，76万毫升汇聚全城
爱心的热血，被送往各家医院，各个病房，
各个手术台，为救援生命接力。本报借此向
社会中每位以平凡的血肉之躯彰显大爱的
献血者致以崇高敬意！

鹭语那些事儿（连载）
姻马奕林

【奕林微言】

奉
献
爱
心

传
递
正
能
量

︱
︱︱
集
团
员
工
朱
笑
为
﹃7·

5

﹄
公
交
纵
火
事
件
伤
员
献
血

足球只是一种精神，当天下人已经不可能再拥有治国平天下的可能的时候，足球不过是
另外一个天下。

岁月流逝，曾经，是谁，看风之子卡里吉纳长发翻飞，他身边的马拉多纳仰天哭泣；
曾经，是谁，为巴蒂斯图塔忠诚泪流满面；
曾经，是谁，为一头秀发，毅然退出阿根廷国家队……
足球里有我们的青春, 有我们永不回首的激情与梦想———罗纳尔多在这里进球如探囊取

物，但最后，他也拖着臃肿的身体谢幕；
这里，我们见证金童欧文过人如疾风；
在这里，我们也见证因扎吉如闪电般的跑位，他总如西门吹雪的一剑，一击致命；
还有那神奇的齐拉维特；
还有那些不可思议的大逆转；
还有那齐达内，优雅而娴熟地如中场魔术师似的———但是最后，他以一种荒诞的方

式告别足球，告别他的王朝。
看足球的起落，看巨星的新陈代谢，一切都如春花秋实，一切都如潮来潮去。每次，看

世界杯———都眼睛不眨地注视这些足球明星们，祝福他们，看见他们成长，阅读他们的挫
折，也懂得他们的无奈———看传奇诞生，又看传奇陨落。

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见证传奇，追随传奇———当传奇老去的时候，我们也逐
渐老去。

所以，人们看足球，不过是收获另外一种成长，感受另外一种生活或者生命中未
曾有过的感情罢了！ （新宸宜办公室）

世界杯随想
Happy

Birthday
祝福

本报祝 7月份出生的同仁生日快乐！

集团公司：黄淑鸣 张忠华 葛军贤 赵 勇

胡晓青 何文川 唐兆悦

青枫公司：裘丽源 朱敏燕

康信公司：马林奎 翁晓彦 张可会

建德公司：潘向明 李建生 朱 枫 余 乐

吴碧娟

物管公司：王俊停 胡 贤 朱中生 陈安凌

陶雪萍

图为建德公司总经理邵金泉（左）正在向高乙梁（右三）介绍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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