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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管理如何“钩心”？
如何避免“斗角”？

集团公司 半年度
工作会议在绍兴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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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21日，新南北集团合并报表
编制暨财务会计管理工作会议在清水湾假日酒
店三楼风荷厅顺利召开。集团公司财务部、审计
部及所属公司财务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邀请
了亚太事务所注册会计师许丰平老师和金蝶软
件公司项目实施人钱丹洁经理，会议由集团公
司总裁助理、财务部总经理黄淑鸣主持。
上午，许丰平老师讲授了合并报表编制的相

关理论及知识要点。他主要讲解了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并结合《新企业会计准
则》中同一控制和非同一控制下长期股权投资的
重分类，同时还介绍了一些实践性很强的操作方
法和建议，这些内容让与会的同事们受益非浅。

当天下午，集团公司审计部总经理王启明
在讲解中剖析了在审计工作发现的财务会计
管理方面的问题。他要求集团公司全体财务人
员提高责任心，严格执行公司的财务制度要
求，并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切实履行反映监督
的职能；二要善于分析问题；三要善于解决问
题。同时要求与会人员们平时多进行自我充
电、加强学习相关政策法规；在财务工作中合
理规划公司税收，增强制度执行力；要守住财
务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底线。
最后，集团公司总裁助理、财务部总经理黄

淑鸣阐述了如何做好财务会计工作的七个要点。
他要求全公司财务会计人员树立良好的职业操
守，团结一致；紧紧围绕公司发展目标，群策群
力；要善于学习，善于总结归纳，活学活用；要把
各项工作做细做精，规范财务会计行为，提高执
行力。会议希望全体与会人员能够共同奋斗，为
新南北集团的未来发展添砖加瓦。 （财务部）

本报讯 2015 年 8 月 1 日，集
团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在
绍兴世茂皇冠假日酒店皇冠厅盛大
召开，集团公司领导、各部室总助以
上人员及所属公司部室正职以上人
员共 71人参加会议。会议由集团公
司执行总裁许尚志作半年度工作报
告，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烟土作
重要讲话。集团公司总裁助理黄淑
鸣、张克华分别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上半年，随着中国经

济进入新常态，国家从对房地产市
场的抑制态度转向积极出台有利
政策，提振和刺激房地产市场消
费。因此，在中央定调稳增长、调结
构、促消费的背景下，各地楼市逐
步回暖趋势基本确立，房企在分化
中再次迎来了转型发展的重大机
遇。集团公司紧密围绕全年工作目

标和思路，团结一致，抢抓机遇，稳
中求进，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
成效。

会议首先听取了许尚志执行总
裁所作的题为《审时度势，狠抓销
售，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全面推进销
售工作》的半年度工作报告。报告全
面回顾了 2015年上半年工作目标完
成情况，并结合集团公司 2015年度
总体工作思路，围绕“去库存、减资
产、减负债、抓进度、促转型”等工
作，提出了下半年工作主要着力点：
一、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促销售，确保
完成全年销售目标任务；二、加快资
产盘活力度，抓紧存量资产去化，降
低企业负债率；三、紧抓三大在建项
目的工程进度，保质保量确保工期
按时完成；四、加大物业公司业务拓
展力度，增加业务量，努力实现管理

型企业向经营型企业的转变。
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烟土在

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陈总谈到，集
团公司今年上半年的工作主要有两
大亮点：一是今年上半年的销售任务
完成情况较往年更好，二是集团在盘
活资产、降低负债方面取得了良好进
展，有些方面的工作还取得了重大进
展。展望下半年的工作，陈总要求集
团公司上下：第一，顺势而为，充分发
挥能动性，全面完成销售任务：首先
要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增强自信；其
次要采取一切措施，理清思路，积极
找到出路。第二，提高执行力，加快
工程建设进度，强力解决工程建设
滞后问题。第三，加快物业管理转型
升级，物管公司要以市场为导向，以
效益为核心。
会上，集团公司各项目销售第

一责任人及集团营销总监相继发
言。他们围绕“销售是第一要务”这
一中心工作，回顾了各项目上半年
的营销措施与销售成果，并畅谈了
下半年的销售布局、销售思路等，为
实现集团公司全年销售目标表明了
信心。全体与会人员还分为四个小
组，对半年度工作报告进行讨论，结
合自身实际为集团公司的稳定发展
谏言献策。

会议要求，全体与会人员在会
后认真传达会议精神，做到一切工作
围绕销售工作开展，树立足够的信
心，再接再厉，奋力拼搏，狠抓销售，
采取一切措施促销售，为全面实现年
度工作目标而努力。

（办公室）

所谓心灵的挂钩，就是人与人之间为
了彼此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彼此理解和包
容。真正的团队一定是“我们 >我”，这个
大于，就是大家可以把团队的利益放在第
一位，用小我来服从大我，用大我来统帅小
我。
在团队中，钩心斗角、互相争功的现象

并不少见。这是一种典型的螃蟹文化：当螃
蟹放到不高的水池里时，单个螃蟹可能凭
着自己的本事爬出来，但是如果有好几个
螃蟹，它们就会叠罗汉，总有一个在上边，
一个在下边，这时底下的那个就不干了，拼
命爬出来，并且开始拉上面螃蟹的腿，结果
谁也爬不高。

螃蟹文化形成的原因

1、团队的掌舵人自身没有“阳光心
理”。

没有为团队建设一个透明的利益
机制和激励机制。团队文化的源点在团
队的“团长”身上，如果团长自身就不够
光明磊落，任人唯亲、喜欢阿谀奉承，贪

图小恩小惠，就会给小人和庸人当道广
开大门。

2、企业高层之间不团结。
企业高层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一个团队

乃至一个企业的生命力。如果高层之间面
和心不和，或者高层之间经常发生内讧，那
么，身后的员工必然会“画线站队”。如果发
生这种情况，团队中的“人斗”和“斗人”将
会成为主线和主题，而至于真正的经营、管
理以及企业文化，也就自然无从谈起。

3、团队的中“非组织性行为”占据了团
队人际关系的主流。

所谓“非组织性行为”是指在团队中跨
越部门之间形成的一种私下的紧密关系。
这种私下的亲近关系，在工作中往往会滋
生超越企业文化和原则的工作利益关系。
这种非组织性的“小团体”会为巩固自己的
地位，他们对贤能者进行排挤、打压、迫害，
使整个团队里只存在差于自己及听自己话
的人。激励机制与企业文化落后或不健全，
使贤能者被同化而缺乏改革进取意识。

4、团队的评价标准缺少公平、透明。

一个团队，正如手掌的“五指”，只有团
结在“手掌”上的时候，才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才能形成真正的拳头，各有各的价值和
贡献。而如果在论功行赏的时候，这种评价
体系缺少公平和透明，无疑会引发“五指争
功”的现象。
那么，在团队管理中如何“钩心”？如何

避免“斗角”呢？

建立阳光下的共同目标和利益机制

在唐僧师徒四人的取经团队中，尽管
唐僧对孙悟空多有误解，尽管孙悟空常有
不受管束之举，尽管猪八戒贪吃好色又贪
睡，尽管沙僧只是在莫名无谓的挑重担，然
而他们的心却是紧紧的“钩连”在一起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取经
成佛，普度众生。阳光下的共同目标和利益
机制，就是“心灵之钩”，可以让团队成员之
间的心紧紧挂靠在一起。

建立团队之间的情感纽带

团队之间，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是重要

的，但是，光有目标和利益却是不够的。人
是感情动物。所谓“通情达理”，“通情”是
“达理”的基础和纽带。为利而为，熙熙攘
攘;为情而为，穷尽其方;为利和情而为，效
命沙场。

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观

所谓科学的绩效评价观，有如下几个
特点：兼顾长远与眼下，既有长远战略又有
现实计划;兼顾目标与指标，目标体现战略
意图，指标用来考核衡量;兼顾显性业绩与
基础绩效，基础绩效是瓜秧，显性业绩是果
实;兼顾各个岗位和部门，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兼顾个人能力和团队协作，一个优秀
的人才，不仅要拥有出色的个人能力，还应
该有良好的团队关系和群众基础。
无论什么行业，无论技术含量多高，无

论多大的团队，人与人的关系始终是第一
位的，团队协作永远大于个人的力量。而让
这种团队力量真正凝聚到一点的，是“钩
心”而不“斗角”。

（转自《Dreaming·志》）

本报祝 7、8月份出生的同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集团公司：黄淑鸣 张忠华 赵 勇 胡晓青 何文川

唐兆悦 王志玉 何学军 童金钢 田文英

赵侃祺

青枫公司：朱敏燕 裘丽源 魏建辉 何 芳

康信公司：翁晓彦 张可会 慎 方

建德公司：潘向明 李建生 吴碧娟 朱 枫 吴 波

孙启程

物管公司：麻 斐 陶雪萍 朱中生 王俊停

洪雪华 陈智云 曹开孝 王先爱

一个星期的塞班之旅，让我充分体验了北马里亚纳群岛浓烈的热带气息，优美的自然风光、未经破

坏的自然生态系统、闲适友好的生活氛围。都说“塞班归来不看海”，塞班岛、天宁岛无比纯净美丽的海

景确实让我流连忘返……

塞班及马里亚那群岛的原始美丽被世人所认识，是在 1521年著名的航海家麦哲伦环球旅游后，其

后分别被西班牙、德国、日本、美国所统治过，因此其文化结合了美国的基督文化，西班牙影响下的天主

文化及当地的查莫洛传统文化。

一起来分享一下塞班岛的美景吧！

*军舰岛 位于塞班岛的西侧。岛很小，只需
15-20分钟左右便可步行环绕岛屿一周。整个海岛
被银白色的沙滩所围绕，外围布满珊瑚礁的海水经
过阳光折射，变幻着奇幻的色彩。岛上满是浓绿的
热带植物，军舰岛的水非常清澈，在此深潜还能有
机会看到大型的沉船，船身周围尽是彩色软珊瑚，
色彩缤纷的鱼类穿梭其间，美不胜收。

*蓝洞 位于塞班岛的东北角，是与太平洋相
连的天然洞穴，是一处洞穴潜水点。蓝洞外观看起
来像张开嘴的海豚，内部是一个巨大的钟乳洞，蓝
洞里面有两个天然游泳池，通过海底通道连接外部
海洋，光线从外海透过水道打进洞里，蓝洞水池内
能透出淡蓝色的光泽，相当美丽，这种透彻心扉的
电光蓝也是蓝洞得名的由来。这里对于那些资深的
深海潜水者来说，这会是一次无与伦比的体验，所
以这里被誉为世界第二大洞穴潜水胜地，仅次于伯
利兹的蓝洞。

*鸟岛 位于位于塞班岛的东北部，因栖息众
多的鸟类而得名。鸟岛虽然不大，但给鸟类提供了
充分的生存空间，岛上有着上百种的鸟类栖息。涨
潮时，鸟岛就像是一座海上孤岛，退潮时和塞班岛
相连，这里的海水被自然地分出两种深浅不一的两
种蓝色，在阳光的照射下整座岛闪闪发亮。

*禁断岛 位于塞班岛的东南面，是一个半离
岛，每当涨潮的时候，禁断岛与塞班岛是分开的，退
潮后两岛之间有部分是相连的。岛的顶部像一个大
的被刨平的岩石，与其说是一个小岛，不如说是一块
向海中延伸的一块大岩石，这也是塞班岛的标志。

岛周围的海水非常清澈，在阳光下折射出浅
蓝、深蓝的颜色，这里也是浮潜的好地方，水下的珊
瑚石、各种色彩斑斓的鱼儿也清晰可见。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正前方 50英里处这片深蓝色海域，是世
界上已知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Mariana Trench，海
沟全长 2550千米，弧形，平均宽度 70千米，最大深
度 11034米，把珠穆朗玛峰放到沟底，峰顶亦不能
露出海面……

另外要重点一提的是每周四晚的查莫洛夜市，是位于中心 GARA-
PAN繁华区的一处美食天堂。在这里你可以吃到几乎所有太平洋区域
的风味美食：菲律宾的、日式的、马来人的、越南的、台湾的、泰国的。当然
最具特色的还数当地各种奇形怪状的传统料理，像烤乳猪、生鱼刺身、椰
汁虾等。其中 Apiqiqi是一定要尝的，这是一种用植物叶包裹的糯米粉制
甜品，制作中加有椰蓉，口感微甜爽滑。而在街市小广场上，有时候还有
会身姿曼妙的土著女郎表演颇具密克罗尼西亚风格的草裙舞。
从塞班岛坐上小飞机，15分钟不到就到了天宁岛。相比塞班岛，

天宁岛上人更少，略显荒凉但是却另有一番清静的味道。尤其是在天
宁岛一处不知名的海滩上，我发现了全世界最美丽的沙子“星砂”，看
看有几个角？八角星砂据说是最能带来好运的！在 TAGA海滩，这里
的海是淡淡的蓝绿色，白色细软的沙滩和如此湛蓝透明的海水让人目
眩……终于见到如此清澈透明的水晶海浪！
塞班岛、天宁岛的美景确实值得亲身去体会感受，太平洋上的日

落美景宁静浪漫，海中与鱼儿同游的感受更是让我回味无穷……尤其
是从 2009年 11月 28日起，塞班岛正式归属美国联邦政府后，中国公
民可以享受 45天免签入境政策，真正可以实现说走就走的旅行了！中
国驾照在塞班岛上也可以直接租车环岛畅游，所以，带上护照，出发
吧！ （投资发展部 虞谷音）

新南北·盛德国际广场招商签约大会
暨第二届新南北财富论坛隆重举行

本报讯 9月 7日晚，盛德国际广场
招商签约大会暨第二届新南北财富论坛
在建德半岛凯豪大酒店隆重举行。中影
影院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开元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宁波太平洋恒业控股有限公
司等全国知名的百余商家代表与公司领
导欢聚一堂，共襄盛举。建德市政协主席
吴铁民出席大会签约仪式并讲话。新安
江街道办主任刘国金，旅游商务局副局
长金鹏飞；集团公司董事长陈烟土、营销
总监马奕林参加会议。
会上，建德公司与宁波太平洋恒业

控股有限公司的正式签约，这是继盛德

国际广场项目成功引入浙江开元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中影影院投资有限公司等
多个强企后的又一重要招商突破。会议
还特别邀请了浙江省著名房产研究和评
论专家、浙报传媒地产研究院院长丁建
刚来会场做了关于城市综合体改变生活
的报告。丁院长围绕盛德国际广场在建
德三个“第一”（即：第一家综合体、地段
第一、唯一一家）的项目优势的阐述，让
投资者们对投资盛德国际广场项目充满
了信心。
会后，建德公司借势签约大会及财

富讲座的成功举办，举行了 4号楼认筹

活动，活动现场人气非常火爆，原本容纳
400人的会议厅排队一直排到了门口。为
活跃气氛，活动还穿插了舞蹈和抽奖环
节，大奖 55寸索尼液晶电视的抽出将现
场气氛带至高潮。
为回馈新老客户的对项目的大力支

持，建德公司对此次推出的 4#楼给予了
极大的优惠：商铺认筹金 1万 /套，签订
认筹协议后第二日即可享受每套商铺的

认筹金 10000 元每天增长 1000 元的优
惠活动，优惠活动截止时间为 4号楼首
次开盘当日。此次推出的商铺由太平洋
购物中心统一运营，首期合同经营期为
20年，前 12年总收益最高可达 102%。据
统计，活动当天认筹火爆，成功认购 400
多套，为 9月 26日盛大开盘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建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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