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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召开财务审计工作会议

动态 >>>>>

项目

长江实业项目稳步推进
余杭经济开发区将现辉煌

组织财务人员开展合并报表专题培训

本报讯 随着集团公司规模的
日益壮大，
所属公司数量逐年增多，
合并报表做为一项能够反映集团整
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的财务报表，
其重要性日趋凸显。尤
其 2014 年以来，
财政部就企业会计
准则的增订与修订，使得企业中个
别报表与合并报表层面的会计处理
差异越来越大，合并财务报表对于
大多数财务会计人员而言都是一项
合并报表除
较为艰巨的工作。据悉，
了相关 会计处 理本 身 难度 较大 以
外，必须与所属公司财务人员的配
合协作也是一项挑战，
因此，
集团公

司全体财务人员都迫切需要培训学
习及操作这方面的内容知识。12 月
17 日，集团公司组织财务部、审计
部、资金计划部等全体人员及所属
公司财务工作人员共 26 人，召开财
务审计工作会议，并集中开展为期
2 天的专题培训。
首先，
会议由集团公司总会计师
李宝璞讲解了会计基础规范知识。李
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里
并
的相关重点章节进行精细的解读，
要求在座的所有人员在票据审核当
中做到“合法、真实、正确、及时、完
整”
等这十个字的内含。

岁末特惠

随后，
由集团副总会计师、
审计
部 总经理 王 启明 讲解 内部 审 计准
则，并详细讲解了在日常审计工作
中发现的十大方面问题的剖析。他
的讲解注重实用性，旨在促进企业
促进组织
规范核算、
提高管理水平；
完善治理结构、有效防范各类风险；
为企业增加价值、实现企业预期战
略目标服务。
接下来，集团公司总裁助理、财
务 部总经 理 黄淑 鸣详 细讲 解 了合
并 报表中 的 具体 财务 会计 核 算规
范，统一财务会计政策及核算方法
等方面知识，为实际合并报表操作
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最后，金
蝶 软件合 并 报表 模块 管理 负 责人
钱 丹洁经 理 讲解 合并 报表 的 勾稽
关系及操作演示，然后由与会的各
位 财务人 员 对各 自所 属公 司 的合
并报表进行实际操作，最终在全体
财务人员的努力下，集团公司的第
一张合并报表编制成功。
此次专题培训，使每位财务人
员 熟悉了 合 并报 表的 理论 知 识和
操作流程，为今后每月的合并报表
编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向领
导 层提供 财 务信 息工 作创 造 了更
便捷的通道。
（财务部）

本报讯 圣诞的钟声阵阵敲响，
放眼望去尽是装
饰华丽的圣诞树景、
悦耳的圣诞佳音以及每个人脸上
满满的笑意，
无限的欢乐气息尽在十二月这个温馨节
庆中被完全释放出来。
在本年度最后一个狂欢的节日里，集团公司旗
下各项目均推出了各项形式 新颖的活动 回馈新 老
业主。南北·乐章项目推出“圣诞砸金蛋”幸运活动，
自 12 月 10 日起，在南北·乐章成功购房即可参加
砸金蛋活动，最大可获得 18888 元购房抵用券。除
此之外，更有圣诞岁末终极特惠，楼王直减 600 元 /
平米等，如此钜惠，不容错过！而南北·盛德国际商
务中心项目的“小伙伴们”则为新老业主精心准
备了圣诞礼盒，为了能表达最真挚的情意，案场
布置、贺卡设计、礼品采购、包装、送达等所有工作均
由销售部全体员工亲手完成。在圣诞节期间，小伙伴
们将跑遍杭城的每个角落，为客户送上温馨的圣诞
康信公司）
祝福。
（营销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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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丰富小区业主业余生活,浙江新
南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盛德嘉苑服务中心联合
杭州乐美客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于 12 月 6 日在
小区内举办了
“下楼一起玩,亲子嘉年华”
活动。
为了筹备这次活动,小区物业服务中心提前
张贴海报通知业主参加活动,保洁人员认真清扫
场地,秩序维护员有序疏导车辆,大家积极为这
次活动做准备,确保了活动的顺利进行。
6 日早上,阳光洒向大地,小宝贝们和家人
早早的就在活动地点排起了长龙,活动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瞧！家长和小朋友在开心转盘游
戏中配合的多默契,只见小宝贝在前面开心的
转,妈妈在后面用心配合着做动作,玩的不亦乐
乎。参加完开心转盘、快乐跳绳、和父母真心对
话等活动后，两位成绩突出的小宝贝获得了丰
富的奖品。通过这次亲子运动会，小朋友们不
仅锻炼了自己，展示了自
己 的 个 人 魅 力 ，也
与父母享受了温馨
一刻。
业主们对这
次活 动 均表 示 非
常满意,并十分感
谢物 业 服务 中 心
为给 他 们提 供 了
与孩 子 一 起成 长
的机会。
（物管公司）

本报讯 11 月 19 日下午，余杭区质监站站长陈智勇
主持召开了南北·盛德国际商务中心项目中间结构验收会
议，
新南北集团总师办、康信置业工程部、省设计院、勘察
单位、
信达监理、昆仑建设等五方单位参加。
会上，
施工单位汇报了项目的施工概况、
施工过程以
及项目相关数据的测量和检测情况；
监理单位报告了项目
监理过程和质量鉴定结果，
并且对施工质量表示肯定。陈
站长在听取了报告并查阅相关资料后，进行工地巡视，
检
并根据国
测相关数据。质监站相关专家查看了整个工地，
家规范随机抽查了相应的测量点。经现场查看及相应数据
测量，专家们对于工程质量表示满意，
并且同意通过中间
结构验收。
中间结构验收的顺利通过，是对南北·盛德国际商务
中心项目团队工作的肯定，
也是对下阶段进一步提升项目
品质工作的鞭策与激励。
（康信公司）

周末活动人气爆棚

专柜引进了知名定制品牌恒龙云，
各种高端
在项目现场进行了展示，
私人订制服装的装点下，
整个展厅
都弥漫着一股贵族风。期间，也有
不少来看房客户对私人定制产生
兴趣 ，有意 定制 服 装 ，据悉 ，此 次
活动还为大家争取到了独家定制
优惠。
（青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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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第五期青年管理人员培训班圆满结业
——

【编者按】五年来，
集团公司举办的青年管理人员培训已真正成为一个输送集
启
团内部管理岗位人才的平台。每年，
都有一批新老交替的面孔在这里体验培训、
思感悟，
为更好的在工作岗位上奉献青春而反思与奋进。这次培训归来，
几乎每位
可谓篇篇精彩。本报受限于
参与者都从
“智、
信、
仁、
勇、
严”
这五个角度分享了体悟，
篇幅限制，
仅能节选刊登，
以期能让各位读者在工作与生活中获得一些感悟。

南北·盛德国际商务中心项目
顺利通过中间结构验收

青枫墅园·鹭语别墅
本报讯 11 月 15 日，由杭州青
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的青枫墅园·鹭语别墅项目现场热
闹 非 凡 。 项 目与 《青 年 时 报》及
FM996 电台合作的《浙江少儿“好
声音”
》、
“ 恒龙云定制”同时开展，
活动吸引了许多感兴趣的客户。
青枫墅园 作为浙 江少儿“好
声音”第四场海选场地，虽然时值
深秋，天气有些转凉，但依然 无法
阻 挡 各 位 家 长 和 小朋 友 的 热 情，
海选现场十分火爆。首先登场的
是穿着摩梭族衣 服的陆紫轩小选
手，表演歌舞《摩梭小月亮》。当她
还在台上表演时， 台下已经有观
众认出了她，原来 这位小选手已
经 在 许 多 大 比 赛 里拿 过金 奖 了。
据说就在上午，她还 去浙江电视
台参加了今年《我要上春晚》中的
音乐剧彩排，还要 在里面出演一
位小公主呢。
除了少儿“好声音”的海选外，
当天在鹭语别墅还准备了“恒龙云
定制”活动。青枫公司从杭州大厦

我的青春 在新南北

本报讯 距欣北·钱江国际广场项目仅 1 公里之遥的
余杭经济开发区重点项目——
—
“长江实业投资项目”
正紧锣
密鼓稳步推进中，
目前项目已初见规模，预计 2015 年底可
投入使用。据悉，
该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与余杭区政
项
府签订了长江汽车纯电动新能源客车项目投资协议书，
目总投资 25 亿元，
用地 700 亩，
建设内容为客车工艺生产
试车场、办公和技术研发、生
（检测）车间、
公用动力设施、
活设施等，形成年产 2 万辆纯电动中巴、中型商务客车及
预计可
相关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能力。该项目建成达产后，
实现年销售收入 145 亿元，
利税 12 亿元以上。
“长江实业投资项目”这一李嘉诚旗下港企的强势入驻
将带动周边产业链的巨大变革，欣北·钱江国际广场项目
离此项目仅 1 公里之遥，
随着经济开发区多家知名企业如
郭广昌复星集团拟投资 100 亿布局、本土国企杭汽轮集
团投资 21 亿元同期进驻，相信近百家高端企业的巨大商
流、人流、物流汇聚此地，欣北·钱江国际广场所在地段将
形成新的经济能量场。
（新宸宜公司）

欢庆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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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7-9 日，集团公司第五期
青年管理人员培训班在杭州云栖海航度假酒
店开班，集团公司及各所属公司共 27 位青年
管理人员参加培训。集团公司执行总裁许尚
虞谷音、潘敖生、张
志、集团公司领导李宝璞、
克华、
曹平出席了培训总结大会。
本次主题为
“王牌管理·赢在亮剑”
的培
训旨在激发员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力，
锻炼员
工在战略实施过程中敢于承诺、勇
于担当、少推诿、
多推进的意志品
质。在为期三天的理论知识 + 实
践体验式培训学习中，学员们充
、
分汲取《孙子兵法》计篇中“智”
“信”
“ 仁”
、
“ 勇”
、
、
“严”
五个维度所
蕴含的管理思想，加深了对管理者
角色转变过程的认知，掌握了如何更
好提升管理绩效和有效沟通的技巧，树立
了敢于担当重任，
积极挑战现状，努力追求卓
越的强大信心和发展动力。
在培训总结大会上，
学员们认真总结培训期间
收获的感悟和心得，
展望今后工作中如何运用培训
所学的知识更好地服务于本职工作，共同打造卓越
团队。
集团公司执行总裁许尚志在听取了全体学员
的感悟发言后，结合集团公司的销售任务形势，提
出三点要求：
一是要加强学习，
不断提升自己。二是
要立足本职工作，
创新工作思路。三是要主动出击，
勇于担当，
努力突破销售困局。许总最后强调，全
体学员要在充分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
极为推进集团销售工作献计出力，全力
争取完成预定的年度销售目标任务。
通过本次培训，
加强了集团上下
增强了员
青年员工队伍的情感交流，
工的归属感，有利于集团公司人才队
伍素质的提高和人才队伍的稳定，为
集团公司的后续发展培养并储备了可用
之才。
（贾 艳）

要清醒地认识到
做为一位管理者，
无论做人做事，均要有明确的目标，
高
度统一的思想；
要感知团队中每个人的
优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要充分激
发每个人的长处；
同样的事有不同的处
理方式，不同的事也有同样的处理方
式，
要精确地把握住做什么，
如何做，
做
得怎么样，
同时要反思有否需完善的地
方，要想客户之所想；知识的更新日新
月异，要不断地学习，提升自身的综合
素质；
挖掘各方资源，
促进营销，穿越寒
冬，
迎接新的春天。
—建德公司
孙宏斌
——
首先，
这次培训激发了我潜意识里
的斗志、激情，觉得应该以更加积极向
上的心态面对人和事；其次，
在团队协
作方面，要更多的、更全面的思考问
题，分析问题，而不是一味是体现“考
进取的意识；
拉型”的心态，毫无创新、
再次，特别在今后本职工作的开展中，
不仅仅要以严谨的工作态度、仔细认
真的完成各项事务性工作，更要积极
主动的配合领导，
让执行力更上一个台
阶；最后，在办公室工作中，在完善自
我、
充实自我的同时，
更要在智、
信、
仁、
勇、严各个方面更具人格魅力，提高整
—润南公司 孙丹萍
个团队的效率。——
这次培训让我充分了解了做为一
个中层管理者的定位与职责，
企业的发
展离不开团队真正的团队是由一群心
理上相互认知、行为上相互支持，相互
相互依存，目标
影响、
利益上相互联系、
上有共同向往的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群
合体，中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一
个团队中不可缺的组成部分，
中层带领
全团队的每一位成员产生共同的认知，
才能朝着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成本管理部
——
周利燕
经此培训让我今后有了工作思维、
不因停留在原定的基础上、而因需扩
展、创新不断改变思路、学习来充实自
己。要主动与人沟通建立相互信任的桥
梁。同时要激励员工并认真考虑岗位的
需求与分配。 —物业公司
——
王先爱
通过这次培训，我的主要收获有：
第一，学会树立不断提高、
追求卓越的
工作态度。面对每一项工作任务时，
要
充分挖掘潜力，
通
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
过细节的提升，更好地实现组织绩效。
第二，
教会我懂得沟通所带来的积极价
值。在面对工作一些错综复杂的状况，
以弥补所缺
要进行合理和到位的沟通，
失的基本信息，
理清头绪，抓住重点，
找
出最合理实施方案，
最终推动问题的解
决和目标的达成。——
—办公室 孔小飞
培训让我深刻领悟到，
作为一名管

其次，
理者，
首先要具有深邃的洞察力；
要具有和谐、
巧妙地处理和解决问题的
感染人的魅力；
第
能力，
要具有吸引人、
三，
处理问题要灵活多样。结合自己在
实际工作当中的要求，就是：运用最基
本的东西、做好最基本的财务管理工
作，随时检查自己；
做深做细日常财务
管理工作；
加强内、
外部的沟通，
搜集有
—财务部
姚国武
关信息。
——
一个强大的中层应做到善于解决
问题，
强于实施战略，
懂得凝聚人心，
敢
于迎接挑战，
长于严明纪律。要做到这
些，首先就要明确目标，这样才能在实
随时跟进和调
施过程中按照目标导向，
整；其次要有效沟通，要在利益的基础
上进行沟通；
三是要找准定位，凝聚人
心，
加强团队激励，
塑造团队情感，提高
团队效率；最后就是要谦虚谨慎，勤奋
—审计部 吴珂蓝
好学。
——
无论在培训还是工作中，
我们都要有
团队精神和创新精神。特别作为销售部门，
要敢于突破，想别人不敢想，做别人不敢
利用
做，
发挥团队中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
各种有利因素。对于我来说，
还应该加强学
习，不断地提升自己，这样才能带领好团
队，
主动出击，
勇于担当，
突破销售。态度决
定一切，我们都应将这三天所学运用到工
作中去，
这样企业才能充满生气和活力，
企
业才会具有强劲的竞争力，
才能攻无不克，
战无不胜。
——
—康信公司 孙巧颖
培训的最大收获可概括为：
“ 感知
自己，感受他人，最后将感悟带到工作
中去”
。感知自己，
明白自己与所在岗位
的工作契合度及改进方向；感受他人，
在团队中要多为他人考虑，
在订立契约
的时候也要更多地站在对方角度考虑，
用契约来制衡人性而不是制约人性。将
感悟带到工作中去，要制定合理的目
标，慎重做每一步决策，要坚信自己能
够达成目标。
—办公室
——
周游
我们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一定要
善于思考、
总结经验，而不能按部就班,
等到问题出现了,再去匆忙应对。我们
需要对即将发生的情况有个提前的预
判，去发现这样做可能会产生的问题，
然后再对其进行分析，
最后达成解决问
题的方案。
—润南公司
——
潘萌
在工作
作为一位合格的管理人员，
中要学会冷静思考，做好选择，要有分
析事物的能力，从而改进服务，保持住
专业的服务水准，
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客
户，
服务好我的团队成员。要做到以上
几步，
就要在工作中不断的学习充盈自
己，
来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
—物管公司 章海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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