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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墅区常务副区长孙璧庆
莅临小河直街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

本报讯 为确保圆满实现安全生产目标任
务，保障年底无安全事故发生，1月 15日下午，由
拱墅区常务副区长带队的检查小组到小河直街开

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
浙江新南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小河直街服务

中心在接获通知后，依据公司开展的“冬季四防”
工作要求，结合近期服务中心安全生产工作实况，
召开了安全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安全生产大检查
工作要求及相关领导的指示，布置安排了工作任
务，要求各部门按照大检查通知认真执行。服务中
心各工作端口按照会议精神落实工作，整理服务
中心日常开展的安全生产项目相关台账，并通知
街区各商家做好迎检准备。
检查当天，由拱墅区常务副区长孙璧庆带队

的检查小组来到了小河直街，街区管委会张主任、
文旅公司现场负责人及物业服务中心相关人员陪
同检查。检查小组对小河直街的消防设施设备进
行了检查，询问了物业服务中心开展安全生产工
作相关情况，最后检查小组肯定了物业服务中心
所做的工作，并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小河直街安
全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做好消防安全，首要就
是要做好街区的巡查工作，及时发现隐患并做出
相应的措施。”

小河直街服务中心感谢相关领导的关心和支
持，并表示一定按照相关领导的要求，做好小河直
街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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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经层层筛选、考核评定，由浙江
新南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服务的蓝天商务中
心被评为杭州市 2013 年度 50 佳商务楼宇一
等奖。

今年，杭州市 8个区多家单位竞争一等奖
的 5个名额，而蓝天商务中心是拱墅区唯一获
得一等奖的商务楼宇。在授予荣誉称号后，杭
州市人民政府还给予了 50万元奖励。物业公司
总经理麻斐代表公司领取了这份沉甸甸的荣
誉，她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会更加努力，戒骄戒
躁，不断提高自身管理能力，改善工作方法，提
高工作效率。物业公司旗下各物业服务点也将
继续保持进取的积极性，激发自身潜能，认真做
好每一件事情，不断学习、完善自己，以更优异
的工作状态迎接新挑战。

真情服务 优质管理
本报讯 1月 10日，浙江新南北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浙租大楼服务中心收到一面
内容为“真情服务、优质管理”的锦旗，原来
是大厦业主品融集团以此表达对物业服务
中心在过去一年中各项工作的认可,感谢他
们积极为业主排忧解难。

2014年在浙租大楼服务中心全体员工
的共同努力下，服务中心全面完成了全年经
济目标、业主满意度目标、安全管理目标。在
新的一年里，浙租大楼服务中心将继续强化
内部管理，节能减耗，提高经济效益；继续贯
彻顾客满意度战略，创新服务，提高管理服
务水平；继续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让我们同
心同德，再接再厉，知难而进，为打造新南北
物业良好的服务品牌添砖加瓦。

（物管公司）

家中有一小宝，三周岁，整日蹦蹦
跳跳，爱玩是他们这个年龄的天性，
也免不了时常被大人嘱咐：“不要跑
太快，小心磕着！”可是即便如此，也
阻挡不了她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新
鲜。走出家门，对大自然的一草一木
都是那么的留恋：有时候蹲在地上半
天，上前看去，要么就是在看蚂蚁搬
家，要么在看蚯蚓过马路；有的时候
趁你不注意，摘一朵花，拔一根草，捡
一个树枝，变成她手里最好的道具；
还有的时候，跟着草地里的蛤蟆一蹦
一跳，想象自己也成了那个丑丑的小
家伙……

我自己住的小区里，周末的时
候，孩子们都喜欢往草地上跑，或找
矮小的、歪歪斜斜的树，试图爬上去；
或在浅水的石滩、小溪里，看看小虾
小鱼……我们家的也不例外，让她回
家玩玩具，她也不愿意，情愿对着一
片绿地，一片水塘，还有小小的沙石
池……一玩就可以是半天。劝不动
她，我们也只好在边上席地而坐，发
发呆，打打盹儿，居然也能悠闲自在
地享受阳光。

孩子们喜欢的这些景致，其实在
景观设计图上的表现很简单，不需要

很复杂的施工图就可以做到。而那些
画了又画、改了又改的景观亭、硬质
水景、叠水景墙这些小品，在际生活
中的发挥的作用却远远不如前者。

如今小区的环境景观也成了评
价楼盘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可越
来越多的景观设计爱采用所谓的
“高大上”风格：高档石材压顶、干
挂、铺贴；植物品种繁多，“堆砌”成
一种美得不可方物的景致，晚上还
要打着各种景观灯来渲染这些景物。
摸也摸不得，碰也碰不得，只能远远
地观望、静静地欣赏———这种情况很
普遍，景观看着很美，可维护成本
高。如果石材的规格没选好，施工的
工艺又跟不上，还很容易泛碱、开
裂；时间久了，那些角落冷冷清清，
还会长出一层青苔，走上去更容易
打滑；卵石也总是不合理地堆置在干
干的水泥地上，时间久了，捡的捡，
踢得踢，最后的效果适得其反。

曾经有段时间，国外的概念设计
铺天盖地袭来，景观设计讲究构图效
果，构图理念，设计师讨论的是怎么
让铺装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造型，树种
怎么搭配才有档次，却忽略了居住在
此的人的真正需求。居住的环境，美

观是一方面，实用好玩、好打理、可再
生则是另一方面。我们设计师在做景
观设计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考虑少做
一些需要花岗岩、石材铺贴的东西，
多留一些草地的面积，做点微地形？
孩子可以跑跑跳跳，摔都摔不坏，铺
个垫子就能在上面野餐，睡觉；刚性
的水池改成柔性自然的水池，卵石铺
底，就是很自然的溪滩，夏天的时候，
卷个裤管就能下去玩儿了。绿化的设
计，多一些能结果类树种的区块，比
如橘子、桃子、枇杷等等，可以供人采
摘；或者搞个小小草莓园，哪怕是小
小的稻田，都可以激发出孩子无限的
兴趣。这才应该是我们需要思考和探
索的方向，找出真正适合我们自己生
活的设计风格。

景观设计应以人为本，不见得一
定要高高在上，不可亲近。孩子们教
会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就是景观的
一部分，并让我们通过想象力及场所
感去感受：玩耍是一种能够在任何地
方、任何场所都能够进行的事情。我
们设计师需要做的，就是像一个孩子
一样，把触手可及的一草一木变得更
为有趣。

（设计管理部 赵雯雯）

像孩子一样去做设计

本报祝 1、2月份出生的同仁生日快乐！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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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
《杭州市统计局关
于在全市开展统计
诚信单位创建活动
的 意 见》（杭 统
[2013]103 号）规
定，表彰为统计工
作做出重大贡献
的单位和个人，日
前经拱墅区统计
局推荐综合考评，
杭州市统计局复
评，浙江新南北置
业集团有限公司
和浙江汇丰实业
有限公司被评为
2013年度杭州市
统计诚信单位（杭
统 [2014]115号文
件）。

能获此殊荣，
和集团领导对统
计工作的高度重
视、各部门对日常
统计工作的协助
配合、公司统计工
作具体承办部门
和人员认真负责
是分不开的。落
实企业报表制度
是公司一项重要
的 日 常 统 计 工
作。集团公司各
部门将再接再厉，
为保持杭州市统
计诚信单位的荣
誉而努力。

（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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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南北·盛德国际广场
项目是新南北集团投资开发的首个城
市商业综合体。招商采用何种模式，项
目建成后如何运营管理，这些问题一
直是集团领导关心和思考的，近期有
了明确的答案。

2月 5日，宁波太平洋百货入驻盛
德国际广场签约仪式在宁波宁海太平
洋集团总部隆重举行，浙江新南北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烟土，宁
波太平洋百货集团公司董事长胡敏杰
分别代表各自所在的公司，在新南北·
盛德国际广场购物中心商业服务合同
上签字，这预示今后盛德国际广场将由
宁波太平洋百货集团负责招商、开业与
前期筹备及开业后的运营管理。
“太平洋百货”是宁波太平洋恒业

控股有限总公司下属企业，太平洋恒

业系“浙江省服务业百强企业”、“浙江
省优秀民营企业”，而太平洋百货则在
2014年荣获宁波商业连锁经营 30强，
是入选宁波市连锁经营 30 强中仅有
的三家百货企业之一。
集团公司领导许尚志、曹平，建德

公司领导邵金泉、潘向明，宁波太平洋
百货副总裁董伏乾参加了签约活动。

（建德公司）

两大集团联手打造
建德首个城市商务综合体

本报讯 2015年 1月 17日，集团公
司 2015年度工作会议在杭州清水湾假日
酒店召开，集团公司领导各部室副职以上
人员、所属公司副总经理以上人员及销售
部经理共计 48人参加会议。会上，集团公
司执行总裁许尚志代表集团公司作年度
工作报告，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作大会总
结讲话。会议分别由集团公司总工程师潘
敖生和总建筑师虞谷音主持。
与会人员听取了由许尚志执行总裁

所作的题为《迎接挑战，狠抓销售，加快公
司转型升级步伐》的工作报告，报告分为
2014 年度工作目标完成情况、2014 年度
工作的不足之处、2015年度工作总体思路
和目标三大部分。报告提出了“狠抓销售，
销售工作是集团公司的第一要务，是各项
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要把销售工作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上，齐心协力抓销售，克

坚攻难谋突破，确保完成全年销售工作目
标；继续加快推进集团公司的转型升级，
提升资产运营能力，盘活存量、扩大增量；
加强物业管理服务工作，加快规模扩张和
服务水平的持续提高，为集团公司的转型
升级夯实基础。”的 2015年总体工作思
路。围绕这一思路，提出了今后工作的着
力点：1、狠抓销售工作，去库存、促销售是
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销售工作始终是第
一要务，一定要紧紧抓住不放松；2、加快
公司转型升级步伐，逐步实现轻资产化，
加强资产运营能力，抓紧存量资产去化，
回笼资金，提前为下一步发展做好准备；
快速扩大物业管理的规模，拓展业务渠
道，并在资产经营和物业管理服务等方面
适度增加投资。
随后，集团营销管理中心总经理张霞

代表大会宣读《关于继续全方位推进 2015

年度销售工作的实施意见》并通报 2014
年全员销售任务完成情况。集团公司总会
计师李宝璞宣布对青枫公司总经理金韧、
集团公司总裁助理兼成本管理部总经理
张克华进行销售奖励的决定并进行表彰。
大会希望公司各项目及全体员工以此为
榜样，进一步推进销售，以销售促进各项
工作的开展。
听取报告后，与会人员分为三个小组

对年度工作报告及《关于继续全方位推进
2015年度销售工作的实施意见》进行了讨
论，并由各小组召集人向大会汇报了各个
小组讨论结果；集团公司领导、各部室及
所属公司负责人在会上作了年度工作述
职；办公室副主任童伟通报了第二、三类
人员年度考核结果，并宣读了优秀员工表
彰文件。
会议最后，陈烟土总裁发表总结讲

话。陈总围绕今年工作思路，结合实际情
况，对今后工作提出了以下要求：第一，要
充分认识到销售工作的重要性，销售是我
们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所有工作的核
心，大家必须要统一思想认识，切实行动
起来，打好销售战役。第二，做好销售工作
的方法：认清形势，把握机遇，顺势而为；
沉着冷静，把工作做深做细，把思路理清；
采取必要措施，果断出手。第三，要做好转
型这篇文章，实现轻资产经营。
会议要求全体与会人员在会后传达

好会议精神，紧紧围绕 2015年工作思路，
打好“销售战”、走好“转型路”、形成“升级
版”，全面推进集团公司实现持续健康快
速发展。

（周 游）

新南北集团 2015年度工作会议提出：

迎接挑战 狠抓销售 加快公司转型升级步伐

本报讯 1月 11 日下午，
建德市市长童定干及相关领导
亲临由建德新南北置业有限公
司开发建设的新南北·盛德国
际广场项目视察、指导。

建德公司副总经理潘向
明向童市长汇报了项目建设
进程及项目业态分布等情况。
童市长听取汇报后表示，盛德
国际广场是老城区改造的重
点项目，市委市政府将继续关
注项目进展，各相关单位和部
门要进一步提供支持和服务。
建德公司要以高标准、严要求
的姿态履行项目开发方的责
任和义务。

据悉，此次是童定干担任
建德市市长后对建德公司建
设项目的首次视察。建德市委
常委、副市长叶万生及发改
局、住建局、国土局等领导陪
同视察。 （建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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