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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拖延症及解决
以下种种状况，看看您是否也有遇到？
●工作的时间经常觉得不够用
●工作任务很多，却无从下手

欣北公司办公地点
搬迁公告
为适应公司发展需要，杭州欣北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新
宸宜投资有限公司自 4 月 1 日起，办公地点搬迁至杭州钱江
经济开发区欣北钱江国际大厦 5# 楼 1216-1219 室， 办公电
话不变。

●遇到搞不定的事，很容易烦躁
●经常把工作拖延到不得不做再去完成
改变时间管理的技巧有很多， 比如使用 outlook 里面的日历、 目标分解
法、下决心一次性把事情做好、利用碎片化时间、挑战“快文化”等。 本文建议
各位先从几个容易着手的方法做起。

Happy

主办：浙江新南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旗下二项目结缘“西湖杯”

Birthday

本报祝 3、4 月份出生的同仁生日快乐！

1 6 点优先工作制

3 20 秒情绪控制

具体操作方法是每天早晨上班前， 写下今天
要做的全部事情；按事情的重要顺序，分别从“1”
到“6”标出六件最重要的事情；每天一开始，全力
以赴做标号为“1”的事情，直到它被完成或被完全
准备好。 然后再全力以赴做标号为“2”的事情，以
此类推。

时间管理上，要克服拖沓症，还有很重要的一
个方法就是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一些应该
做的事情，应立即行动，快 20 秒。 而对一些需谨慎
考量的事情，或情绪激动时的决定，就要三思而后
行，慢 20 秒作出决定。

4 设定小的 TIMER（时间）

2 设定不被干扰的时间
建议采用的方法是每天固定拿出一段时间
来，可以是早上或晚上，为自己设定一段不被干扰
的时间，一方面可以静下心来集中做一些工作；另
一方面也可以静下心来自我反思并调整自己第二
天的时间安排。

为自己设定一个 TIMER（时间），比如写一篇
稿子或一篇汇报， 为自己设定半个小时或一个小
时，然后用倒计时的方式，开始工作，这样的训练
比平时做同样的工作，节省不少时间，原先写报告
前的各种情绪预备工作等全部简化了， 工作效率
大大提高。
（转自《蒙田智慧地产周刊》）

影忆瞬间

集团公司：许尚志 唐艾琳

徐文晓

青枫公司：吕

炬

金

浩

陈德洲

余

倩

包

丽

徐忠强

欣北公司：王晓娣

沈卫芬

黄晋荣

赵爱美

康信公司：王跃进
建德公司：宛梅贞

盛军强

杨建娟

物管公司：黄水清

张灵云

章红霞

资产公司：李彦熙

网址：http://www.zjnsn.com

南北·乐章项目 10# 楼荣捧“西湖杯”
盛德国际商务中心项目获“西湖杯”（结构优质奖）

祝福

提高时间管理的四种技巧

邵华泽

地址：杭州市潮王路 218 号
红石商务大厦 3 楼
电话：0571-88223688-8013
邮箱：nsnnews@sina.com

袁礼宏

本报讯 近期， 集团公司旗下项目喜报
频传。 由杭州新南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发建设的南北·乐章项目 10# 楼荣获 2013 年
度杭州市西湖杯建筑工程奖（以下简称“西湖
杯”），这也是集团捧得的首个“西湖杯”；杭州
康信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南北·盛德国
际商务中心项目获 2014 年“西湖杯”（结构优
质奖）。
“西湖杯”是杭州市级建筑工程市最高奖
项，而获得“西湖杯”（结构优质奖）是荣捧“西
湖杯”的先决条件之一。 此次两个项目与“西
湖杯”的结缘，是新南北人在提升筑品、在品
质打造上不遗余力的有力佐证。
2013 年底， 经浙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申报，由余杭区土木学会推荐，建设工程质
量监督部门质量跟踪与总体评价， 杭州市建
筑业协会组织专家组莅临由杭州新南北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南北·乐章项目现场
检查，后经评委评选、社会公示等程序，此次
评选过程中，专家组对南北·乐章项目屋面细
部、室内观感、消防管安装等节点做法以及整
体效果给予较高评价。 项目部在过程中对质
量行为、结构实体质量、监督检测抽检、观感
质量以及工程技术资料实施全程跟踪控制。
在公司领导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
浙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之江工程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的共
同努力，南北·乐章项目先后取得了
杭州市节能示范工程， 杭州市余杭
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文明施工标
准化样板工地， 杭州市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文明施工标准化样板工地，
杭州市建设工地示范民工学校等荣
誉；其中 10# 楼荣获 2013 年度杭州
市建设工程“西湖杯”结构优质奖、
2013 年 度 余 杭 区 建 设 工 程 “良 渚
杯”、2013 年度杭州市建设工程“西
湖杯”等奖项。
2015 年 3 月 17 日，杭州市建设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和杭州市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管理协会公布了 2014 年度西湖杯
获奖名单，南北·盛德国际商务中心项目 1—
4# 楼及集中地下室榜上有名， 在所有上榜
的 123 个项目中，该项目评分第 4 名，这也
代表着杭州市工程质量的最高水平。 这项荣
誉是与康信公司一线员工的敬业精神分不
开的： 无论酷暑寒冬都常驻在项目一线；项
目工期紧、面积大，管理人少，他们经常在休
息日仍然坚持在工作岗位；材料和质量管理
严格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对于不达标的材料
坚决退场，不合格的施工节点一律返工。 此
次获奖为该项目在捧得“西湖杯”之路上迈
出坚实一步， 相信盛德国际将成为集团公司
商业项目代表作之一。
两项荣誉的获得不仅得益于项目本身的
优势， 更来源于公司领导及相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 以及各参建单位的大力配合和共同努
力。 集团公司从事地产开发 20 年来，始终将
品质视为生命， 致力将每一个项目都打造成
为区域品质标杆。 旗下各项目将以此为新的
动力和起点， 进一步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和质量管理， 创新工作方法， 建立长效管理
机制，提高工程建设现场管理水平，全面发挥
优质工程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联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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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5 年是集团销售工
作至关重要的一年， 全力抓销售、全
员促销售成为 2015 年的主旋律。 为
确保集团年度销售目标的实现，开年
伊始，集团领导早做统筹、早做部署、
早做动员， 于 3 月 10 日召开了集团
销售工作动员暨部署会议。 集团公司
领导、所属公司总经理、各项目销售
副总及销售经理、集团各部室负责人
共计 28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由
集团公司营销总监马奕林主持。
会议首先听取了各项目公司及
资产管理公司关于 2015 年销售计划
方案汇报。 此后，与会人员围绕着各
项目如何促进销售等进行了讨论与
观点交流，集团公司总裁陈烟土也对
各项目的销售工作作了重点指示。
会上，马奕林宣读了《2015 年上半
年度集团销售工作部署》 并听取了大
家意见。 该工作部署从阶段性销售目
标和资金回笼目标、 销售团队的工作
状态及案场管理、 营销管理中心及集
团领导各项目联系人、 动员发挥全员
力量和智慧推动全员营销全面升级四
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及量化要求。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 该工作部署涉及
到了推进销售的各个方面， 既注重结
果导向，强调目标的完成，同时也注重
对各项目年度目标实现、 销售团队管
理与执行力的过程把控。 希望各项目
及集团的管理职能部门能够真正地将
该工作部署执行到位， 同时也会积极
动员和督促部门员工为集团销售工作
贡献全力。 陈总围绕着该工作部署表
示：第一，各项目要围绕工作部署，正
视困难，考虑措施、研究办法、对每季
度的销售和资金回笼目标进行量化，
确保按月、按季度完成。 第二，
各项目销售团队的管理层要
重视销售队伍管理，建立健全
案场日常管理制度，努力打造
狼性销售团队；同时还要加强
销售员内部交流和经验分享，
探讨途径和办法，努力提高销
售团队的营销水平，相信通过
以上努力，销售员的精神面貌
及工作状态将得到很大改观。

会议最后， 陈烟
土总裁进行了总结讲
话：第一，要强调认清
形势， 特别是把握好
两会后的形势。 第二，
一定要狠抓落实，既
要有相关政策， 更要
有流程管理细节。 在
销售工作上要早抓、
抓实， 争取主动。 第
三， 要强化销售工作
的主动性。 不能坐等
形势变化， 也不能坐
等客户上门， 无论是
营销策划还是销售员
拓展客户， 都要主动
出击。 第四，销售团队
尤其是销售管理层一
定要准确把握市场脉
搏， 重视并切实加强
市场调研， 对项目市
场竞争品牌的调查，
一定要调查细、 研究
好， 把项目的价格体
系建立好， 从而给市
场稳定的信号。 第五，
各项目公司要坚持一
把手亲自抓销售、重
点抓销售； 集团领导
主动抓销售、积极参与销售；集团营
销管理中心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体
系及具体实施细则，落实销售管理细
节， 要积极为各项目销售出谋划策，
加强对各项目的销售指导。 最后，通
过集团及各项目目标一致和全体员
工的共同努力，一定会实现集团全年
的销售目标。
（营销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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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及时性并重 专项培训凸显实效

我爱苕溪

编者按

经过数年努力，集团公司的员工培训工作已逐步常态化、规范化，每年制定的培训计划十分注重系统性与定期性。而除此之外，集团及各所属公司针对自

身实际情况开展的专项培训则更加注重针对性与及时性，就工作中发现问题及时展开培训与沟通，达到提升业务技能、激发员工能动性、加强业内交流等目的，尤其在
专业技能方面更加凸显实效。

位于余杭区瓶窑
镇的南北·乐章项目，

这组照片的摄影者是
在瓶窑 土 生 土 长 、 目
前还在苕溪旁工作的
摄友， 让我们随着他
的镜头， 欣赏一下苕
溪原汁原味的美！
（摄友·尼柯尔）

物管从业人员绿化、保洁技能培训

EAS

坐拥 苕 溪 一 线 江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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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集团公司“
继续抓好品
质建设，走
‘
以品质促规模’之路”的
要求， 浙江新南北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结合自身特点， 有针对性地对绿
化、保洁人员开展了技能培训活动。
绿化养护工作培训

为 充 分 发 挥 EAS 系 统 平 台 销 售 管 理 的 功
能，近期，集团营销管理中心联合财务部组织各
房地产所属公司销售部， 开展了一次 EAS 系统
销售管理功能培训会议。 集团营销管理中心总
经理张霞主持会议并对 EAS 系统录入内容的规
范性、及时性、完整性进行了说明，集团公司总
裁助理兼财务部总经理黄淑鸣在会上明确了对
EAS 录入的考核措施。 各项目公司营销负责人
对会议内容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提出了建设性
的意见， 大家一致希望 EAS 系统销售管理能更
好地服务于销售工作。
（营销管理中心）

园林绿化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
要途径， 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又是园
林绿化事业的核心工作。3 月 16 日，
品质保障部在西岸花园召开绿化养
护工作培训， 公司所属各项目的绿
化师傅们积极参加了培训。
培训主要内容有：员工岗位职
责、绿化养护的病虫害防治及日常
的养护管理等，并着重讲解了绿化
养护的病虫害防治技术。 针对今年
的绿化养护任务重等特点，尤其是
为规避各物业点绿化工在用药上
仅凭经验作业、未按照统一规范等

缺点，此次培训都做了实操性的讲
解和全面细致的要求。 结束培训
后，全体参训人员还现场参观了西
岸花园的整体绿化环境。
保洁管理和服务技能培训
为进一步提高物管公司保洁管
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3 月
18 日下午，公司品质保障部对各项目
的保洁主管及领班就保洁管理和服
务技能等进行培训。
依据公司年度
培训计划，结合《保
洁操作管理手册》
内容， 本次培训主
要对保洁员的上岗
要求、 清洁技巧知
识及实际操作演示
等方面进行了培
训， 使各项目保洁

人员能够在日常清洁操作中熟练掌
握正确的方法与技巧。 通过培训平
台，学员们不仅能相互交流学习，而
且结合现场实践后，效果显著。
通过此次培训，参加培训的人
员对保洁工作有了更深入的认
识， 希望各项目培训人员将学到
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为客户提供更优良的环境卫生品
质服务。
（物管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