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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 年度工作着力点解读
■本报评论员

新南北集团 年度优秀员工名单揭晓

1月 17日，集团公司执行总裁许尚
志在 2015年度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迎
接挑战 狠抓销售 加快公司转型升级步
伐》的工作报告。报告提出，2015年工作
的着力点是：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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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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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所说的：
2015年，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
存。的确，困难是客观存在的，是需要全
体员工共同面对的，但是又要充分认识
到办法总比问题多，胜利是只属于强者
的胜利。因此，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
我们唯有保持强者的心态，正确地分析
和研判形势，从而选对正确的路线，充满

信心地走下去，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这
就是说：

首先，集团公司连续多年提出销售
工作仍然是第一位的，是第一要务，今年
更加要把销售放在核心地位，列为一切
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关于继续全方位
推进 2015年度销售工作的实施意见》强
势贯彻推行。之所以这么做，正是基于认
识上的提高，这也是陈总在年度工作会
议上讲话及平时开展工作中对我们提出
的要求：统一思想，并果断采取切实行
动，打好销售战。因为销售任务的完成情
况是我们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全
体员此时均要充分认识到“皮之不存，毛
将焉附”的深刻道理，而客观上严峻的市
场形势和行业状况进一步倒逼集团公司
上下齐心协力，确保完成 2015年全年销
售目标任务。对于如何把销售工作当作
第一要务来抓，集团公司年度工作报告
中对各类员工提出了不同要求：全员参
与是销售工作的主线，不论什么岗位，都

要以销售为中心，积极参与销售，强势推
进销售工作；营销人员要充分调动销售
积极性，各项目要认真研究销售细则，制
定合理的销售方案，报集团公司备案后
及时实施；营销管理中心和各所属公司
要不断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拓展营销思
路，理清脉络，研究总结销售工作的新思
维、新办法，结合市场信息和形势变化，
采取切实有效的一切必要销售措施，寻
找销售突破口；各项目第一负责人必须
真抓实干、勇挑主担，加强销售领导管理
工作，进一步调动销售团队的积极性；集
团公司领导销售联系人制度要在总结
2014年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完善各项销
售政策，督促、落实、检查各项销售政策
的具体执行。总的说来，就是所有工作都
要围绕销售开展，紧紧抓住销售不放松。
其次，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打造企

业转型升级版。在当前复杂经济形势的
多方作用下，传统房地产企业势必从单
一开发模式向资产管理、资本运营等多

方向发展，集团公司需要抓住这一调整
期，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实现企业更好更
快发展。资产经营和物业管理是支撑集
团公司转型升级战略的两大支柱，同时
也担负着企业未来发展的重大责任。因
此，在这两块新的领域中，我们既要做好
资产经营工作，逐步走向轻资产化，加快
存量资产去化力度，培养资产经营能力；
又要快速扩大物业管理规模，发挥人才
优势、积累企业资金、增加抗风险能力，
从而形成企业转型发展的丰满双翼。跨
足新领域，不仅需要我们新南北人苦练
内功，保质扩量；更加需要我们拿出新理
念、新办法、新作为，需要全体员工的共
舟共济，迎难而上。
新的一年，思路已明确，目标已落

地，接下来我们就要以“抓铁有痕、踏石
留印”的劲头在工作中贯彻到底。在新的
历史机遇下，全体新南北人定能以昂扬
的姿态开拓创新，整装待发再起航，谱写
企业发展的崭新篇章。

刚刚过去的 2014 年，面对复
杂的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新南北
人和衷共济、把握时机、锐意进取，
涌现出众多优秀员工和管理人员。

根据《员工考核办法规定》，
经部室推荐、综合评定等环节筛
选，共评选出 2014 年度优秀员工

31 名，分布在工程、销售、行政后
勤、资金财务等各种工作岗位之
中。岗位虽然平凡，职责却十分重
大。每一位优秀员工正是在自己
平凡的岗位上，始终以兢兢业业
的态度，恪守职责，高效、出色地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本报将在今后几期陆续刊登
优秀员工的先进事迹，希望他们在
新的一年里进一步发挥表率作用，
在今后的工作中再立新功、再创佳
绩；希望集团全体员工以他们为榜
样，爱岗敬业、团结奋进，为公司又
好又快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集团本部：马其彬 陈忠健 陈群英 青枫公司：谢 莹 沈永祥 张品云
康信公司：陈晓清 沈占伟 谢晓华 欣北公司：王晓娣 楼 华

建德公司：张 毅 陈红芳 杨 莉 资产公司：翁伟强
物管公司：吴铁明 董金富 潘国全 杜康胜

王慧敏 胡 勇 张绍春 张发军
卞方红 李 英 杨法生 陈茂林

王丽英 郑人豪 陈先志 方梦赟

年度优秀员工

本报讯 2015 新年伊始，
为感谢青枫墅园·鹭语别墅广
大业主朋友在 2014 年中对项
目的大力支持与厚爱，杭州青
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海
外海皇冠假日酒店精心举办
了一场以“唯江南·因你而美”
新春客户答谢会。现场沸腾的
人气、精彩的表演、热闹的互
动、刺激的抽奖等活动环节使
得答谢会气氛高潮迭起，掌声
不断，在 300 多位业主的参与
和见证下，本次鹭语别墅客户
答谢会圆满落幕。

2 月 1 日下午 1 点左右，伴
随着悠扬的旋律，各位业主朋友
陆续到场，超过 300 位业主齐聚
一堂。活动以一场超酷炫的开场
秀宣告开始。答谢会中，各类表
演让观众过足了眼瘾：奇幻的魔
术表演、具有异域风情的萨克斯
演奏、磁性富有魅力的爵士女歌
手、热辣性感的桑巴舞蹈等表演
环节等，为大家呈现出一场视觉
的饕餮盛宴。除了各类缤纷的活
动，现场还设了流金岁月回忆往
昔、砸金蛋等多重抽奖互动环
节。业主朋友们参与积极性空前
高涨，不仅观赏了精彩的表演，
也赢走了很多大礼。

刚刚过去的 2014 年是丰收
的一年，鹭语别墅荣登全年杭
州排屋别墅销售冠军。当然，
这个成绩不仅得益于鹭语别
墅本身的优势，更来源于广大
业主对项目的信任和支持。
2015 年，青枫公司将继续努
力，加强团队的执行协作能
力，集中智慧，群策群力，为鹭
语别墅的业主打造一个理想
的居所，以感恩新老业主的厚
爱！

（青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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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健是青枫墅园
项目、南北·盛德国际商
务中心项目安装成本责
任人。2014年，他完成预
结算审核任务29项，送审
造价6731.2188万元，核减
1319.189万元。
安装工程的分包工

程多、涉及专业复杂，陈
忠健在审核工作中态度
积极端正，做事成熟稳
重。他根据合同口径理
清思路，认真复核每一
批送审资料，对工程量的核对事无
具细，坚持亲自到现场逐一核对。在
复核青枫墅园三期电梯远程安全运
行监控系统结算时，即使是小到只
有几十元的材料，他也要亲自打开
电梯层门，爬上电梯轿厢顶部仔细
核对。在复核青枫墅园三期总包安
装工程结算时，由于时间紧任务重，
他主动加班加点，高质量地完成了
工作任务。在遇到施工方提供的结
算资料不完整、缺少工程业务联系
单等情况时，他多次去项目部逐一
检查联系单归档档案，逐一复核，审
核扣款金额多达 1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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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工程师马其彬不仅现场施
工经验丰富、理论知识扎实、施工质
量检查严格，还十分注重与现场管
理人员的技术交流，帮助项目提高
整体施工队伍的业务与管理水平。

2014年 3月至 5 月期间，马其
彬负责组织青枫墅园三期、南北·乐
章、钱江国际广场二期项目综合分

户验收检查工作(总计 3895户)。他
带头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按相关
验收标准要求认真检查，并提出整
改要求。同时指导相关小组工作，对
发现问题严格要求并限期整改。最
终顺利完成了三个楼盘交付前的综
合检查工作。全年累计到施工现场
质量检查 89次，开具施工质量整改
通知单 20份，组织对在建工程联合
大检查各 1次。他平时善于学习提
升，注意对新的、合理的施工工艺的
实践应用，在地下室内砼墙施工过
程中，提出直接采用耐水腻子和防
霉涂料施工处理方法，在不影响结
构质量的前提下节约成本 30万元
以上。

总师办 马其彬

2012年 4 月，陈群英作为一名
新人进入集团资金计划部，而部门
人员少、任务时间紧、工作量大等现
状，不允许她慢慢熟悉工作，为此她
积极、主动地为公司创造自己的一
份价值，虚心向部门领导及公司的
老员工学习经验，用心做好本职工
作，迅速地适应了新工作。她在工作
过程中态度认真，对工作不分职责
内外，经常主动加班，任劳任怨。在
繁忙的工作之余，她还考取了经济
师职称。两年里，她处理业务的能力
有了显著提高，与同事相处关系融
洽。2014年，她配合部门领导出色

地完成了集团对外融资、资金计划、
部门预算编制及所属公司财务预算
初审，集团本级各公司账户及贷款
卡年检和账户管理等各项工作任
务，为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和发展
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未完待续）

资金计划部 陈群英

本报讯 2月 15 日下午，杭州花港
海航度假酒店花港厅的门口喜气洋洋，
两棵“心愿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新年
愿望卡；迈入厅内，每人佩戴的红色围
巾与一张张笑脸交相辉映，一派红火景
象映入眼帘。2点 30分，新南北集团“奋
进谱新篇，激扬南北情———2015 年度新
春年会”在此拉开帷幕。集团公司股东、
部室员工及外派人员、青枫公司、欣北
公司、康信公司、润南公司、资产管理公
司员工等 150人欢聚一堂，共庆美好时

光，共话美好未来。
10 位节目评审首先以“百变大咖

秀”的形式亮相舞台，揭开序幕的同时掀
起了整场年会的首个高潮。随后由集团
公司各部室、所属公司精心编排的节目
依次登场。既有大家喜闻乐见的节目形
式，又有创意非凡的巧妙组合，你方唱罢
我登场，都让在场观众们尽情享受了一
场视听盛宴。此次年会经过全体演职人
员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和积极筹划，在
节目质量、舞台效果等方面较往年均有

提高。三个多小时的联欢高潮迭起，台上
演员倾情投入，台下观众掌声不断，间或
穿插的互动环节让年会呈现一派欢乐祥
和的气氛。
在 12个节目之间还穿插了集团公

司宣传片、年度优秀员工颁奖、幸运抽
奖、最佳心愿卡评选、属羊员工小游戏等
环节。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为 2014年集
团本级三位优秀员工颁奖。由集团公司
领导、部室负责人代表、所属公司负责人
代表、党支部及工会代表等 10人组成的

评审团，从原创性、思想性、艺术感染力、
舞台效果等方面对所有节目进行综合评
比后，7个优秀节目脱颖而出，分获本次
年会的一、二、三等奖。集团公司工会主
席许尚志为获奖节目颁奖。
在本次新春年会中，全体新南北人

共同回首 2014 年一路走过的点点滴
滴，自信地迎接属于我们的 2015。年会
落下帷幕后，全体人员欢聚一堂共进晚
餐，共话一年的工作收获，展望新年的精
彩纷呈。 （周 游）

一等奖 情景剧 《舌尖上的青枫》 （青枫公司）

二等奖 小品 《售楼部那些事儿》 （办公室、润南公司）

小品 《戏说三国》 （财务部、审计部）

三等奖 双人舞 《白鹭缘》 （青枫公司）

光影舞 《在新南北，点亮梦想》（欣北公司）

三句半 《共话新南北》 （成本管理部）

小品 《大明星小人物》 （康信公司）

节目获奖名单

舌尖上的青枫 售楼部那些事儿

戏说三国 白鹭缘

在新南北，点亮梦想 共话新南北

大明星小人物 合唱《新年快乐歌》

评委大咖秀：四大才子 评委大咖秀：唐僧与女儿国国王

评委大咖秀：上海滩 评委大咖秀：高帅富组合

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左二）为 2014年度优秀员工颁奖

小品《你是我的小苹果》

诗朗诵《拥抱春天》
舞蹈《大家一起喜羊羊》

工会主席许尚志（右三）为获奖节目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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