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公司经营势头快速发展，以及合作

公司出现的新形势下，在全集团范围内实

行一体化管理是公司稳健发展的必然要

求，是公司“向管理要效益”的基石，也是

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因此，在这种背景

下，集团 2008年度会议明确提出了“加强

和深化一体化管理，进一步增强集团核心

竞争力”的年度工作总要求。

一体化，顾名思义，就是全集团一个

基本统一的管理思路、管理模式和操作

流程以及相适应的制度体系，这是一个

涉及方方面面的大课题，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工作过程。根据集团工作部署，今年

首次提出要从单面转为多面推进所属公

司一体化管理。

推进一体化管理，集团从四个方面

作了明确要求，即：加强对所属公司销售

行为的一体化管理，要把集团本级的销

售优势，与所属公司的销售长处，有机地

结合起来，大力推进销售工作的一体化

管理；坚持推进内部审计和财务检查工

作，使所属公司的财务管理按集团公司

的财务管理模式运作；按工程管理制度

的要求，相应部门要加强互动、协调，扎

实推进所属公司工程管理一体化工作；

以欣北公司为试点，开展以薪资管理、人

事考察测评等为主的人事管理一体化工

作。

目前，集团已根据年度会议的要求，

几次召开了研究一体化管理工作的会

议，并着手从销售、财务、工程、人事等四

个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前期工作。思路

已经清晰，方案逐渐成形，待获得一致共

识后，即可付诸操作和实施。

为此，要稳步推进一体化管理工作，

我们要关注三个重点。

首先，要营造一定的舆论氛围。在不

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大力宣传一体化

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打消一些员

工的抵触、消极情绪，以便为即将到来的

从多方面开展所属公司一体化管理工作

创造良好的氛围。

其次，员工的观念要及时转变。开展

一体化管理工作，不是要卡所属公司的

工作、拖延所属公司的工作，而是帮助促

进所属公司提高管理效率、管理效益、管

理水平，从而进一步理顺所属公司内部

的管理。

第三，员工要从思想上，认真做好切

实贯彻落实一体化管理的准备。只有做好

了思想准备，我们才能在具体的一体化管

理工作开展时，即坚决支持并落到实处。

因此，只要集团全体员工，特别是所

属公司领导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一

体化管理，真正认识到其重要性和必要

性，那么，在推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可能

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都会得到

妥善、理性的解决。相信通过大家坚持不

懈的共同努力，这项本年度重要工作一定

能够得到稳步、全面地推进。

稳步推进一体化管理
●本报评论员

新的总裁电子信箱正式启用
本报讯 为了缩短公司领导与员工之间的沟

通距离，全方位倾听公司员工的心声、意见和建议，

架设一座公司领导和员工间沟通的无形桥梁，应公

司广大员工的要求，公司通过网络新开设了集团公
司总裁电子信箱。对于员工的每封来信，公司领导
都会认真阅读，并给予回复。

新的总裁电子信箱为：chenyantu＠yahoo.cn，欢
迎各位员工在来信中畅所欲言。

（麻 斐）

蚌埠公司全面推行工作进度责任制
本报讯 为了全面实现集团公司下达的年度工作目标，明确工作责

任，蚌埠公司全面推行工作进度责任制，将工作责任分解量化到个人。近

日，公司与各部门全体员工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目标责任书》按照各部门的工作目标，细分考核评分，以此来考核各
部门的工作执行情况，从而提高部门工作效益，对部门一年的工作进行公
正、合理、客观的考评，以作为年终考核评定的依据。

公司在制定目标责任书同时，要求各部门积极做好工作前期准备，做
到有计划、有目标、有落实、有检查；杜绝工作拖拉、推诿扯皮的现象；及
时、全面地上报工作进展情况。 （邢诚志）

本报讯 2月 27日，集团公司在
杭州召开了 2008年度预算管理工作
会议。集团公司陈烟土总裁、许尚志执

行总裁等在杭领导、各部室负责人、所
属公司负责人或其财务负责人共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共同商议 2008年预
算管理工作。

陈烟土总裁在会上做了重要发
言。他首先回顾了集团公司过去 2年
来预算管理工作实践，充分肯定了实
施全面预算管理给集团经营带来的积
极变化，并希望预算管理工作能制度
化，工作流程能常态化。陈总还强调了
预算管理工作对企业经营实践的重要
意义，指出年度预算是企业实施管理、

进行绩效考核的依据，是企业由资本
积累到快速发展壮大时期的必要手
段。公司每位员工都要有本发展的明
细帐，做一个项目用多少钱，怎样用，
能产生多少效益，都要算算投入产出
帐，把争取企业利益最大化作为预算
管理工作的落脚点。

随后，集团公司总会计师李宝璞
在会上强调了新会计政策对预算管理
工作的指导作用。李总会计师指出，全

面预算管理工作就是企业全员、全过

程、全方位参与企业管理的过程，预算

的核心是如何分配和利用企业现有资
源创造最大效益。

执行总裁许尚志对工程项目预算
编制、预算的执行与控制提出了具体要求。

集团公司财务部副经理霍中栋通过幻灯片
展示详细讲解了预算编制方法和要求，并和与
会人员进行了交流，认真记录了到会人员提出
的问题并做了解答。

会议现场气氛很活跃，大家各抒己见，出
谋划策，并一致认为预算管理工作制度化、工

作流程程序化很有必要，纷纷表示会后将对
预算管理工作早布置、早安排，按要求进行组

织实施。 （霍中栋）

●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一直以
来积极参与杭州市社区建设活动，

他的热心行为受到相关部门表彰，

并被评为“杭州市 2007 年度社区共
建十佳先进个人”。近日，杭州市社
区建设领导小组正式下文通报表彰
这些为杭州市社区共建做出贡献的
先进典型。

●近日，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当

选为杭州市拱墅区工商业联合会第三
届执行委员会副会长。

本报讯 3月 4日上午，杭州市房

管局副局长丁渐荣同志率相关人员亲

临我公司进行实地调研。集团总裁陈烟

土、副总裁陈列平等热情接待了丁渐

荣同志一行，并在我公司召开了调研

座谈会。座谈会气氛轻松愉快，市房管

局领导结合实际，征求了我公司对优

化软环境、强化服务等方面的意见与

建议，询问了我公司工作中的实际困

难，并围绕工作中的难点问题，双方就

如何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进行了

深入交流与探讨。

此次走访是房管局领导“想企业所

想，急企业所急”的真实体现，进一步加

强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增进了互

信和了解，充分体现了政府对房地产企

业的支持。 （李 静）

本报讯 在 3月 15日这个特殊的

日子，“老百姓心目中十佳最诚信开发公
司”颁奖晚会在杭州电视台隆重播出。集团
公司荣获“老百姓心目中十佳最诚信开发
公司”入围奖。

此次活动由杭州电视台杭州楼市
报道联合搜房网及浙江省消费者权益
保护委员会等相关部门联合举办。评选

活动以网上投票、手机短信、电话投票

等三种方式展开，共有 15家开发企业
成功入围。

新南北集团专注于从事房地产开发，

始终站在城市

运营的高度，
从诞生到发展
壮大的 15 载
岁月里，以“贡
献”和“责任”
为使命，以“比
昨天做得更
好”为企业理
念，以“和谐创
造美”为产品思想，全心全意为城市营造

健康美好的生活和工作空间，艺术性地
实现了建筑、自然与人性的和谐共生与

发展。 （李 静）

本报讯 1 月 30 日上午，

钱江国际广场工地现场瑞雪纷
飞，彩球飘舞。10点 58分，开工
奠基典礼正式举行。集团公司
总裁陈烟土，部室以上负责人，
杭州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领
导、杭州建工集团领导等莅临
参加。市政府副秘书长许保金、
钱江经济开发区副主任夏积亮
等领导，及开发区入园企业和
相关合作单位到场表示祝贺。

许保金副秘书长、陈烟土
总裁及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在钱
江国际广场的开工奠基仪式上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随后，

在缤纷的礼花中，各位领导亲
自为钱江国际广场动土奠基，

寄托了对钱江国际广场未来美
好的愿望。

欣北·钱江国际广场属杭
州钱江经济开发区首个开发区
配套房产项目，地处杭州市区
东北部，临平城区西北部，钱江
经济开发区中心的东南部，地
理优势独特。本项目是由 A、B、
C 三幢楼组成的建筑群落，其
中 A楼为 4层的商业综合体，B
楼为 20层，C楼为 28层，业态
形式均为商务行政公馆。整个
项目提供包括购物、休闲、娱

乐、餐饮、住宿、办公等多种业
态形式，其目的是为开发区配

套服务。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为 9.6万平方米。 （王珍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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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12日
植树节，为倡导文明、环
保意识，体现绿色奥运
的理念，欣北公司全体
员工进行了一次植树节
环保行动。

当天，余樟松总经
理带领全体员工为办公
楼花园内的一片小树松
土、浇水，还特别为几株
在冬季暴风雪中压弯的
树木重新固定了支架。

另外，大家人手一个垃
圾袋，沿着开发区的道

路把一些行人随意丢弃
在路边的垃圾都捡拾起
来，按要求统一处理。

此次活动的开展，
进一步增强了大家的环
保意识，美化了开发区环境。更重
要的是大家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为

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做出了一份
贡献，带动周围的人一起参加到
“绿化家园、美化环境、爱护树木、

保护自然”的行动中来。

(王珍雅)

本报讯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节日，平日里忙碌的人们此时也在与家
人团聚，共庆佳节。然而作为服务行业，
春节对物管而言却更加忙碌。
除夕夜，盛德嘉苑物管处秩序维护

员钟桂芳及水电工张秀海，没有与家人
一起吃年夜饭，毅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之际，被各种烟花、礼
炮点亮的夜空是那么地璀灿夺目，而此
时却是我们物管人员进入高度警惕的
关键时刻，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可能就
会造成一起安全事故。钟桂芳、张秀海

与其他当班人员认真、仔细对小区进行

了全面巡查，丝毫不敢马虎，确保业主度

过了一个安详快乐的节日。他们这种无
私奉献的精神，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的精
神，值得我们学习。 （俞满华）

富阳新登双溪天城、葛溪嘉苑物管
工作人员在公司领导的带领下,尽心尽
力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使全体业主度过
了一个安全、热闹、祥和的春节。

春节前夕，严重的积雪导致小区内
道路通行困难，办公室组织保安、保洁分

工合作,清扫积雪,确保每位业主春节出
行方便；为营造小区喜庆气氛,泮春木、
孙义健两位员工利用休息时间协助办

公室人员, 对小区进行了简单的布置工
作，红灯笼挂满枝头，对联、横幅无不透
露着春节的喜庆氛围；针对业主会燃放
烟花爆竹的情况，物管人员在小区内设
立了指定燃放烟花爆竹区，在各单元楼
道及地下车库旁设立了禁放区，并加强
保安的巡逻、督促和劝阻；为做到未雨绸
缪，在春节前办公室还请来专业消防人
员为大家讲解消防知识和消防设施设
备的正确使用方法，并进行模拟演练,确
保发生火情时能正确采取第一措施。由

于措施得当，双溪天城、葛溪嘉苑春节期

间没有发生一起火灾事件。 （王 慧）

本报讯 3月 14日晚，由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商务局、市消费者

协会、中国电信宜昌分公司、市家电

办、宜昌三峡广播电视总台、宜昌三峡

广电传媒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举办的
“3·15消费领域诚信与责任”大型主题
晚会在宜昌市广电中心演播大厅圆满

落下帷幕。

经过专家和消费者的评选，共有
40多家企业被分别授予“2008年度诚
信企业”，“2008 年度最具责任感地
产”，“2008年度最具责任感企业”等称
号。其中，宜昌南北置业有限公司获得

了“2008年度最具责任感地产”称号。
获得荣誉称号的企业还在活动现

场联名宣誓：诚实守信，立身之本；人

人诚信，道德日兴；社会诚信，和谐文
明。我将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恪守诚

信的道德规范，以至诚之心，待人处

世；以至诚之德，律言律行，把树立和

维护宜昌诚信体系视作己任，为建设
和谐宜昌尽我所力。

(闫协群)

本报讯 春节前夕，杭州和广大南方地区一样遭受特大冰雪灾
害。为了使业主最大限度地避免冰雪灾害的不利影响，新南北物业

人全线出动，齐心协力，与自然灾害作斗争，受到业主好评。

2月 2日一早，红石管理处负责人与员工一起铲雪，公司王满
副总经理带领部分部室人员加入了铲雪行列。红石商务大厦铲雪

基本告一段落后，王总又与业务部、办公室人员赶赴新青年广场及
盛德嘉苑管理处了解抗雪灾情况。王总在新青年广场管理处还要
求增加雪天防滑的提醒牌，加强安全防范工作；来到盛德嘉苑，管理
处负责人正带领员工在清除路面积雪，王总一行也加入到铲雪队
伍当中。纷飞的大雪，打湿了他们的头发和衣服，可是没人在意这
些，大家都铆足了劲奋力铲雪。盛德嘉苑的业主也加入了铲雪队伍，
和大家一起奋战，开辟出一条干净整洁的道路。下午工程部、业务

部负责人还冒着大雪赶往三墩的兰韵天城，了解那里的雪灾情况。
此次抗雪灾各管理处加强管理，均未发生安全事故。

另外，南北商务港、春江花园等管理处人员克服疲劳，用火般的

热情抗击雪灾。他们说：“我们的责任就是为业主服好务，只要业主

满意，再累我们也愿意。” （韦 的）

本报讯 阳春三月，春光明媚，草长莺飞，
正是踏青的大好时节。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国
际“三八”妇女节，集团公司为全体女员工安排
了“武义温泉二日游”活动。3月 7日，大家驱
车前往武义，首先游览了素有“世外桃源”美称

的岩坑清风寨风景区。清风寨景区以山青、林
秀、泉甘、岩险、洞多、峰奇、谷幽、湖清而著名，
尤以丹霞地貌景观惊人。攀登完 666级石阶，
加上一路上舟车劳顿，大家似乎都有点筋疲力
尽了。傍晚，大家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唐风
温泉”，这里有咖啡泉、瀑布池、鲜奶泉、米酒
泉、名花泉等几十种特色露天温泉。大家泡在

各色温泉中，一股热气慢慢地弥漫整个身体，

闭上眼睛有点飘飘然的感觉，一路上的疲惫顿
时烟消云散了。第二天，大家又游览了因“山环
如郭，幽邃如洞”而得名的郭洞。大家身处被誉

为“江南第一风水村”的郭洞，在青山绿水中自
由地呼吸，尽情释放平日里工作和生活的压
力，回归自然享受春天的气息，得到了很好的
休息和放松，为今后的工作积蓄了更加充沛的
精力。 （麻 斐）
时值阳春三月，春回大地。为开阔女职工

的视野，丰富女职工的业余生活，3月 7日，青
枫公司利用“三八”妇女节的机会，组织公司女
职工前往余杭双溪举行漂流活动。同时为了使
员工体会到公司领导对每一位职工的关爱与
重视，公司领导也参加了此次活动。这次活动

的开展，让大家舒缓了身心，以利于积蓄力量
为青枫墅园开盘做好准备。

（陈 英）
建德公司人性化地将女员工的三八节日

活动安排在近日举行。此次活动中，女同胞们
先参观了爱国主义基地———上饶集中营，以及

革命烈士陵园和茅家岭监狱旧址，参观过程中
大家都被叶挺、李子芳等革命先烈那种不屈不
挠、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所感动，表示要以他
们为榜样，将他们追求革命理想的那种执着精
神化为努力工作的动力；之后，大家又游览了
享有“云雾家乡，松石画廊”之誉的江西三清山
景区，欣赏到天门群峰、梯云秀色、巨蟒出山、
观 音 送
子、阳光海
岸等怡人
的自然景
观，饱览了
祖国大好
河山的绝
美景色，好
不惬 意。
这次活动，
女同胞们
玩得非常
开心。
（程 敏）

前几天，公司办公室赠我一本《致加西亚的信》读

本。我一看前言真是感到惭愧，我以前还不知道有这
么一本书，感觉自己真是孤陋寡闻，这本书 2000年被
美国“哈奇森年鉴”和“出版商周刊”评为有史以来世
界最畅销图书之一，发行量同毛主席语录相当。它讲
述了美西战争爆发时，罗文在孤身一人没有任何护卫
的情况下，历尽艰辛把一封信送给加西亚将军这样一
个故事。

读完这本书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
罗文有如此超常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的动力
之源是什么？

很多人都认为罗文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

因就是他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敬业精神。我则认为支

撑罗文如此出色表现的动力源，是他满怀的感恩之

心。

因为罗文感恩他的国家和军队，所以他能义无反
顾，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完成任务。罗文心中的情感是
纯真的，因为感恩所以回报，就是这种心理，激发了他
无穷的斗志和动力，以至于出色地完成任务。

父母从小就教导我们要懂得感恩，感恩是一种美
德，是一个人工作中敬业、勤业、忠诚的源动力。我们
在现实中也要满怀感恩之心，感恩国家，感恩父母，感

恩师友……羔羊跪乳，乌鸦反哺，何况我们作为万物
之灵的人类呢。将这种感恩之心，化为积极的动力和
行动给予他们回报。

在公司里，我们要满怀感恩之心工作。感恩公司给

我们提供工作机会，感恩领导的提携和栽培。有了这颗
感恩之心，实际行动中我们就能率先主动，遇到困难时
都会坚持或永不放弃，重视自己的工作，不计较个人得
失，尽职尽责，善始善终，挖掘自己的潜能，把一种使命
感和道德责任感糅合在工作中。有了这颗感恩之心，我
们才能忠诚于自己的公司，忠诚于自己事业，并把这种
忠诚体现在工作主动、认真负责的态度上。

掩卷遐思，我不禁为罗文心中的纯真情感赞赏不
已。 （集团公司 愚者）

我的责任感 你的信任感
———宜昌公司获“2008年度最具责任感地产”称号 满怀感恩之心工作

———《致加西亚的信》读后感

小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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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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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念

女同胞的快乐三八节

物管全线出动齐心抗击雪灾

喜庆的春节 忙碌的物管

相关链接：
集团公司客服中心陈强、规划发展部张莹在

总第 4期《新南北报》上分别发表个人自创文艺类
作品，根据通讯员相关管理规定，办公室奖励他们
每人一本《致加西亚的信》读本。

祝
福

◆今年 4 月份，集团公司的张松琴、颜志

文、宋晓平三位员工将各自迎来自己的生日，

在此，本报代表全体同仁祝福他们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员
工
摄
影

这是资金计划部张希在九寨沟旅游
时所拍的风景照片，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
时，也是分享她一份快乐的心情。

① 九寨沟———珍珠滩瀑布
② 九寨沟———镜海 于

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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