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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提高新
南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保洁员、秩
序维护员的业务水平，促进各服务
中心之间的交流学习，塑造统一良
好的物业管理形象，物业公司分别
于 5月 22 日、5 月 29 日召开第一
届保洁技能比武大赛和秩序维护
技能比武大赛。
各服务中心对本次比武都非

常重视，认真选拔优秀保洁员、秩
序维护员，以饱满的热情前来参加
比赛。物管公司领导出席比赛现场
并担任评委。

首先开展的保洁比赛于 22日
下午 1点半正式开始，参赛保洁员

按抽签顺序
先后进行现
场操作。
每位参赛
人员都信
心十足、
一丝不苟

地实施着操作，在力争第一的目标
下全身心投入比赛。经过激烈的比
拼，最后评选出 6名个人业务技能
优秀奖，并对优胜者给予了表彰。
而在一周后开展的 2015年度第一
届秩序维护技能比武大赛中，参赛
队员们以高亢的气势、整齐的步
伐、响亮的口号以及饱满的精神面
貌出场。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
一阶段为军事队列、交通指挥手势
比武；第二阶段为消防 3人 2带操
作计时比赛。各服务中心以高标
准、严要求为目标，保质保量地完
成了比赛科目。通过比拼后，最终
评选出 3 支优胜团队和 3 名个人
业务技能优秀奖。
此次技能比武大赛，检验了各

服务中心的日常培训成果，也促进
了队伍业务技能的相互学习及提
高，进而为业主提供更加优质的服
务，也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作出更
大的奉献。广大保安、保洁员也能
通过比武及时认识到自身优势和
不足，取长补短，提高技能，并在实
际工作中实现创新调整。通过比

武、会操等评比，物管公司也
可以发掘更多人才，为形成一
支“技能一流、服务一流”的物
业队伍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物管公司）

本报讯 “七·一”前夕，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4
周年，探访先辈光辉足迹，加强党员党性教育，新南北
党支部开展了以“回顾建党历史，助推企业发展”为主
题的支部活动。6月 6日，在支部书记麻斐的带领下，党
员们来到嘉兴南湖党的“一大”会址开展红色教育活
动。
本次活动中，党员们缅怀革命先烈，并追寻革命先

烈的光辉足迹，回忆党的成长发展壮大历程。南湖的
“一大”纪念船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南湖红船”，在这条
红船边，党员们共同回顾了共产党一大召开的历史背
景和深远意义。从召开“一大”时的十几人到现在的超
过 8000万人，在场的所有党员都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共
产党的发展壮大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南湖之旅，看
到的是风景，领略的是历史，感受到的是革命精神。在
认真听完讲解后，大家都纷纷在“南湖红船”旁照相留
念。通过参观展览，回顾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历史，全体
党员的心灵受到一次震撼和净化。
另悉，在本次活动开展之前，新南北党支部在集团

公司 3楼会议召开了一次党支部会议。会上，全体党员
签署了《拱墅区共产党员不信谣不传谣承诺书》，并学
习了《关于印发 <杭州市拱墅区党员智能卡五星级积
分考核暂行办法 >的通知》与《关于印发 <关于严肃处
理不合格党员工作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等文件，切实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从严规范组织生活新常态。
参加完党支部安排的这些活动以后，公司党员纷

纷表示要立足本职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为党旗添光
彩，为进一步助推企业发展贡献力量。 （周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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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祝 5、6月份出生的同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集团公司：潘敖生 王启明 符育新 李 最 张 希

吴珂蓝 周 游 黄旭琴 张伟华 贾 艳

青枫公司：周 洁 程 晨 丰婷婷 张品云 王 安

欣北公司：王晓娣 赵爱美

康信公司：蒋可扬 戚 蕴 郑建英 杨航宇

建德公司：邵金泉 竺天放

物管公司：戴 丽 何柯丽 郑人豪 胡 勇

杨树坤

资产公司：王 格

在财务工作繁琐、枯燥的岗位上，
王慧敏认真钻研业务知识，工作一丝不
苟，每月按时完成工资表核算、财务报
表制作等工作，几乎达到零差错。该同
志认真学习新的财务模块，主动放弃休
息时间加班加点，按时完成相关任务。

蓝天商务中心物业服务中心
王慧敏（财务）

潘国全同志不仅自身业务水平过
硬，而且组织能力强，能调动团队积极
性。在工作中争取主动，如过年期间主
动提出做点鱼、肉、鸭、腌酱产品供应职
工干部购买。平时严格要求自己，以认
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自己要求部属，为形
成公司廉洁自律之风起到了榜样作用。

上城地税物业服务中心
潘国全（厨师长）

自入职以来，她能较快地适应岗
位，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提高自
身专业知识与素养，维护公司利益，服
从领导工作安排。在工作中，始终保持
认真严谨的态度处理各项事务，并有条
理地完成；遇到问题及时与上级领导沟
通协调，积极处理跟进。

综合管理部
方梦赟（人事专员）

在工作中积极及时地做好工程工
作，按时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在锦
昌大厦 8、9 月和施工单位移交设施
设备的过程中，郑人豪克服种种困
难，及时向领导汇报请教，同时积极
加班加点，确保锦昌大厦设施设备顺
利交接使用。

锦昌大厦物业服务中心
郑人豪（工程主管）

南北·盛德国际开盘
小时劲销百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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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南北集团第一个私募
股权基金———宁波盛德嘉华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6月 26日获得
宁波市保税区财政局专项财政补助 120
万元。

此前，盛德嘉华已获得 2次宁波保
税区财政局专项资金奖励。此举表明了
宁波保税区政府对股权投资企业设立
的支持与重视，为股权投资企业发展营
造良好环境的信心。 （资金计划部）

盛德嘉华获宁波保税区
财政局专项财政补助

本报讯 新政之下杭州楼市成交
火热，回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杭
州未来科技城版块也在政府的大力推
动下火热发展，潜力无限。由青枫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青枫墅园·
鹭语别墅项目，借助板块发展红利以及
楼市扶持政策的助推，截止目前已经热
销 300余套，多次成为杭州市区排屋别
墅的月销冠军。

正式启动清盘，最后 14席

近期，鹭语别墅正式开启清盘行
动，仅四天时间 145㎡及 178㎡已全部
售罄。现终极推售 233㎡排屋新品，为
178㎡房源的升级力作，拥有更大的面
宽及庭院，地下室空间的休闲、娱乐、健
身、影音等功能一应俱全，并且部分户
型还配备了三个车位。但是此批新品
233㎡房源仅有 14套房源，也将是整个
鹭语别墅项目的最后一批房源。

择址未来科技城核心，潜力无限

鹭语别墅坐落于未来科技城核心，
也是现阶段杭州最为火热的板块之一，

交通上，多条立体交通网正在布局建
造，其中两条与市中心无缝对接的新主
干道———文二西路延伸段将于 2016年
10月启用，余杭塘路也计划于今年 9月
与海曙路完成对接；规划地铁 5号线亦
计划于 2019年通车。公建配套上，海创
园、阿里巴巴西溪园区早已形成规模，
大批人才和企业也已落户；日前，浙江
省省长亲自揭幕了“梦想小镇”，一个创
业创新的新天地即将呼之欲出；杭师大
附属学校、西溪印象城、西溪海港城、浙
医一院分院等，满足医疗、教育、购物等
多种生活需求。

（青枫公司）

青枫墅园·鹭语别墅启动清盘
收官之作，233㎡奢享 556㎡终极加推

在职场与上司的沟通中，我
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交流方
式，以下种种问题的处理方式，
您是否也遇到过呢？不妨看看小
编提供的建议处理方案！
一、工作基本按照老板的指

令办事
解决方案：面对主管交派的

任务，工作者就要展现出 owner-
ship（所有权），将这件任务从此视
为自己的事情，独立思考，而不只
是“老板说要做”，如此一来，才会
增加主动思考与行动的能力，做
出超越主管预期的成果。
二、工作任务卡住了，直接

向上司请教
解决方案：面对主管指派的

任务，实际执行一定会碰到各种
障碍，工作者要先想办法自己解
决。若仍无法解决，回报时除了
交代处理过程碰到的瓶颈外，更
重要的是，必须再提 3个建议方
案让主管选择，否则瓶颈依旧存
在。透过这样提替代方案的过
程，更是学习从主管角度看事情
的好机会。

三、遇到搞不定的事情，跟
老板说“NO”

解决方案：把看似艰巨的
任务指派给下属，代表主管可
能是想趁机测试下属的能力，
也可能是从团队工作负荷来分
配，或是想培养与磨练下属。若
工作者只以自己的角度来考

虑，拒绝主管工作的安排，不仅
有可能因此打乱主管全盘计
划，甚至有可能在主管心中建
立起畏苦怕难、缺乏承担责任
的印象，对往后职场发展绝对
是扣分。

四、不懂的问题模仿其他员
工的做法即可

解决方案：人们总想尽量
表现自己的专业与创意。但
是，基本功对职场新人来说十
分重要，在表现自己之前，先
从学习与模仿资深同事的做
事方法与态度开始，把基本功
练好，进而发挥更大程度的创
新能力。
（转自《蒙田智慧地产周刊》）

职场心理误区及解决

时尚的酒店设计往往反映的是时代的脚步，并用创意来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需求。趋势的构想是反思酒
店基本功能的设计配置，并力图保持高度个性化的体验，把酒店从一个住宿场所变为充满亮点的避世之处。

大堂的设计应是一个多用途的动态
空间。酒店的大堂一般会给客人留下最
初的深刻印象，不同的元素和风格在此
得以反映和强调，大堂入口的重要性因
此越加突出。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交活动
也在此展开，为了适应商业旅游新趋势，
酒店大堂应该可以进行商务谈判，也可
随意地聊天，不仅可以用笔记本处理工
作，还应支持各式各样的设备。这意味着
一个简单的沙发搭配咖啡座可能不能满
足需求。创造性的空间细分势在必行，既
要有私密的场所，也要有公开的社交区
域，配备家具，灯光的舒适感和功能性也
由此有所不同。

客房的配置。床，书桌，衣柜的客房
标配已不再是经典，也不能让旅客感到更
多温馨。离家的旅客们期待着不寻常的
惊喜。为商旅者度身定做的创造性办公
室里好玩的智能面板，特大号床边放置
着的特别沙发，这都是一个时尚酒店客房
的关键元素，也或是用冲击力很强的色彩
和装饰混搭，来满足旅客的猎奇心。

像 SPA 一样的浴室。过去浴室被视
为辅助空间，所以尽可能地扩大客房生
活的空间，浴室的空间被最小化，然而，

现代的旅行者更期待在旅行中收获在家
无法获得的感受。度假酒店配上带有
SPA 功能的浴室，对于那些憧憬着一场
短暂的奢华的游客而言，是一个充满诱
惑的邀请。超大的带风景的浴缸、瀑布流
水式的莲蓬头、大大的奢华的毛巾、齐全
的各式用品以及足够大的空间是多么令
人惬意。

餐厅，旅行的目的地。酒店的餐厅不
再仅仅是实用性的吃饭场所。烹调是一
门精妙的艺术，餐厅就是烹调的展厅，越
来越多的餐厅通过巧妙的设计成为令人
难忘的空间，把餐厅想传达的主题推上
一个新高度，把场所变成目的地。

模糊室内和室外空间的界限，感官
体验是一条很长的路，通过扩大的客房
落地窗和阳台的空间，把自然的景观引
入室内。木质的镶嵌，装饰用的石头，流
动的水景，以及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使
得室内外看上去没有距离，是使旅客尽
情放松的方法。

绿色之路，对于酒店来讲，可持续是
个棘手的问题，不光要想办法减少短期
的成本和考虑资本的效率，而且那些不
断创新的念头才是可持续的真谛。超大

尺寸的天窗可以更多的利用太阳光、纯
自然的建筑材料、绿色屋顶、针对旅客的
回收箱、电子水龙头、当地种植的食材以
及废水再利用等都是酒店环保趋势之路

聚焦当地艺术和人文。现代建筑艺
术要贴近当地的建筑传统，在室内设计
主题中加入当地元素可以使酒店更有辨
识度也更受游客的欢迎，从小摆件，风光
照片，人文历史的展示到大规模的装饰，
将当地艺术人文气息融入酒店视觉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

过量的科技。并不是所有人在离开
家的时候都寻求一个高科技的场所，也
许人们有时更倾向与世隔绝的度假方
式。但也有人，大多数，会把关注点放在
不计代价的科技上，提供一间人性化的
科技型房间极大地方便了商旅旅客的工
作，增加了用户粘性。提供智能化的空间
服务，智能的灯光，空调，窗帘都是一种
高明的商业手段，并为旅客提供各种自
助流程。

装饰应少一些图案，多一点颜色和
纹理。人们在外出时会比平时有更多的
时间和机会去探索自我的感官，给客人
某些他们能够感觉到甚至迷失其中的东

西，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之后他们或许还
会重温一遍，空间中增添的色彩可以创
造欢乐的舒缓气氛。

个性化的空间，给旅客独一无二的
住宿体验，关于酒店的住宿记忆将在客
人的记忆中停留很长一段时间，主题客
房因此对旅客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宾至如归的家，对酒店而言，最重
要的是为旅客带去舒适，让他们在远离
家的地方同样过的温馨惬意。

（设计管理部 江江）

（上接 3版）

（完）

购房者———热情、豪气

位于杭州大城北的集团公司
旗下人气楼盘———南北·盛德国
际商务中心精装单身公寓于 5月
31日下午盛大开盘。当天，购房
者顶着高温，一早就来到现场，等
候选房的开始。
下午 1点半，选房正式开始，

购房者蓄势待发，进入选房区后，
情绪高涨。一位先生一看销控表，
就大喊：“这 523不是还在，那就

买 523！”刷卡、签合同，两三分钟
就买到了心仪的房源。“我们要
不再买一套，之后将两套打通。
两套才 40来万，便宜!”一对夫妻
已经认购了一套，却迟迟不愿离
开购房现场，而是考虑再买一套，
因为这样可以组合起来，更能满
足需求。

好地段、高品质、低价格

南北·盛德国际如此受购
房者欢迎，究其原因，也就是 9

个字———好地段、高品质、低
价格。
城北新城的绝佳地段，周边

汇集 4 大产业园、20栋写字楼、
千家企业和 10万白领，业主们
完全可以对出租率充满信心。全
石材干挂、8.7 米高酒店式精装
大堂、90 米宽阔楼间距、1 万方
中央花园，除此之外，3 号楼的
酒店式公寓还是精装修交付。而
此次首开定价更是显示出诚意，
均价 9500 元 / 平米，总价 25 万
起。这样的好房，让业主们都能
买得起。

“我们”牵手 造就城北销冠

5月 31日下午，在 2个小时
以内，南北盛德国际酒店式公寓劲
销 123套，成为当之无愧的城北酒
店式公寓销冠！

（康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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