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碳体验中心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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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员工对生态城的看法吗？每期我们都会邀请生态城员工来分

享他们对生态城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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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艾毅幼儿园的小朋友

传播环保小窍门 

 

 

 

王静 

财务部 

在生态城合资公司这样一

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大家庭

中工作了近三年,我结识了来

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大家怀揣

着同一个梦想，用全新的理念、

全新的模式，共同打造着我们

的生态之城。从盐碱荒地到一

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从人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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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到 2020 年，生态城的可再生能源

利用率不小于___________。可再生

能源包括太阳能、地热能等。 

a)  20% 

b)  30% 

c)  40% 

 

2. 请问下面这张照片是哪里？ 

 

a) 清净湖 

b) 蓟运河故道 

c) 慧风溪 

 

前五名回答正确者将赢取精美礼品。

您可以将答案发送至：

hongmei.zou@tianjineco-city.com  
  

  

 

 

 

生态城最新航拍图 

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来访中新天津

生态城，庆祝生态城开工建设五周年 

 

 

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荣誉资政）吴作栋（图

中）来访中新天津生态城，庆祝生态城开工建设

五周年。荣誉资政出席了生态谷的开园仪式，并

参观了生态城的其它设施，其中包括由生态城合

资公司开发建设的低碳体验中心、公屋零碳建筑

展示中心、公共事业运营维护中心、国家动漫产

业园能源站及天津滨海外国语学校。 

 

《SSTEC 生态律动》对财务

部总会计师董照辉进行了专访。董

总为人谦逊，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及经验。他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财

务部门的职能，同时，也谈到了他

在合资公司工作的收获及对其团

队寄予的厚望。 

 

1. 您能谈谈在合资公司成长的历

程吗？ 

2008 年，我被中方股东委派

成为合资公司筹备组的成员，参与

公司成立前期的商业谈判、业务对

接等工作。随着公司初期运营团队

的建立，财务部设立会计和财务两

个部门，我加入合资公司财务部任

部门副总经理，参与了合作项目方

案制定、项目定价、合同审核等工

作，后晋升为部门总经理。2009

年合资公司正式成立后，我被任命 

 

 

渔樵包子铺 

 

 

转眼间在生态城工作已近两

年，而在生态城居住也快半年的时

间了。起初，我们暂时租住在这里，

主要是为了上班距离近、接送孩子

上幼儿园方便，而居住一段时间

后，我被这里安静舒适的环境、优

质的教育资源等所吸引。如今，我

和家人已在生态城置业、决定长期 

居住在这里。我们全家都非常享受这里的生活。 

 

“ 
 

” 
 

李娟 

战略策划部 

为合资公司的总会计师，协助新

方委任的首席财务官管理财务部

门的工作。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

和财务部职能的变化，我的工作

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换。 

 

2. 您觉得财务部在合资公司的

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合资公司实行大部门管理的

模式，所以财务部的工作职能也

不同于一般公司的财务部，但部

门的定位主要还是对公司相关业

务和其他部门起到支持与配合的

作用，保证公司良性运转。 

除了大家熟知的会计核算、 

报销付款、纳税审计等会计工作，

财务部的工作随着公司业务的变

化而有所侧重。目前公司自主开

发的科技园和产业园项目已经形

成较大资产规模，财务计划部门

和法务部门会协助资产管理部和

招商部确定合理的物业资产运营

（转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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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动漫产业园内有一家以味道鲜

美的小笼包而著称的本地连锁餐饮店 - - 

渔樵包子铺。这里的包子馅料丰富，如野菜

馅、肉三鲜馅等，一笼十个。我们品尝了肉

馅包，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咬上一口，让

人回味无穷。来到这里，外焦里嫩的蒜香鸡 

 

翅和酸甜可口的荔枝虾球也是必点的

菜肴。店面较为宽敞，可接待不同团体。

人均消费 40至 60元不等。 

 

你或许听说过贯穿生态城的历史悠久的

蓟运河，但是你知道起步区内还有一座蓟运河

故道公园吗？它是截自蓟运河的一段封闭水

域，周围有大片的修复湿地，为野生动物提供

了天然的栖息地。该区域目前已被开发成一座

设有木制甲板、四周郁郁葱葱的娱乐公园。在

夏季和秋季的周末，你会发现人们在河边垂

钓、散步或在公园内烧烤。一座造型独特的鱼

腹桥横穿水域，更为整个公园增添一抹美景。 

 

 

 

蓟运河故道公园 

稀少到居民纷纷入住，见证着我们的梦想一步一步的实现，我感到无

比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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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碳体验中心竣工 

 

 

4  生态城合资公司的宣传 

推广活动 

 

2  
生态城合资公司参加 2013 中国（天津滨海）

国际生态城市论坛暨博览会 

 

 

6 
2014 全国大学生“生态创想·绿色行动”

环保大赛活动正式启动 

低碳体验中心竣工是生态城五周年庆典中的一个亮点。

近期这一建筑不仅获得了生态城绿色建筑评估标准白金奖、

中国绿色建筑三星级设计标识，还荣获了由新加坡建设局颁

发的绿色标志白金奖（暂定），成为中国及温带地区的首座新

加坡建设局绿色标志白金建筑。 

 

 

与论坛暨博览会年度主题“生态城市与美好家园”

相契合，生态城合资公司于今年 9 月 15 日至 18 日，携

手其战略合作伙伴向人们展示生态城经过五年开发建

设，已经由过去的盐碱荒滩转变成生机勃勃的活力新城。 

 

  

 

 

 

 

8 月 14 日，由生态城合资公司与彼得•德鲁克

青年社区联合举办的 2014 全国大学生“生态创想

•绿色行动”环保大赛活动在北京正式启动。活动

面向全国大学生，主要关注大学生在生态环保方面

的创新和相关实践活动。获选团队将参加于 2014

年 4 月举办的决赛及颁奖典礼。 

 

（接上一页） 

模式，保证公司效益最大化。投资部、

流程审核部和会计部会从预算控制、

流程控制和资金保障几个角度协助

公司项目开发运营。特别是现金流保

障，或者叫项目融资安排是合资公司

今年几项重点工作之一，目前已经完

成了年初制定的目标。根据合作约定

和业务需求，合资公司还外派了一部

分财务人员到各项目公司，从预算角

度和具体运营角度，加强了合资公司

对项目的监管。 

如果用一个词评价财务部门的

工作，那就是“职业化”。财务团队

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和较高的职业

素养；我们中很多人熟悉中新合作的

模式，熟知房地产运营的专业知识，

有很好的职业背景，懂得尊重实际和

妥协共赢；我给财务部做这个广告，

还是希望各业务部门能让财务部更

早、更前端的介入一些业务，获得更

精准的信息，并得到及时的反馈，相

信财务部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3. 在合资公司的工作经历中，您的

最大收获是什么？  

 

通过这几年的工作，我也在总

结自己的所得所知，体会最大的有

两点：第一，结识了很多朋友，懂

得了在工作中妥协共赢。虽然我们

来自中新两国，存在一些差异，但

是我们拥有同样的目标，大家可以

相互借鉴，发挥各自优势，真正体

现了“求同存异，同舟同济”。新方

同事在工作上非常职业化，视野也

比较开阔，值得学习。同时，区域

开发侧重于本地化，因此我们的工

作需要很多本地沟通，这些需要大

家相互配合，才能够做到最好。 

第二，我是一个在工作方面兴

趣特别广泛的人，感谢合资公司给

我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从最初加

入到公司筹备组，与新方同事一起

谈判合作，到后来全面参与土地、

规划、建设、运营、物业、财务、

投资等多领域多部门的工作，使我

有机会了解了各领域的知识，能从

全产业链或者全周期的角度看待一

项工作，相信这段经历对我今后的

工作和生活都将有很大的帮助。 

 

4. 您对团队还有什么期望吗？ 

    前面已经谈到过，合资公司财

务部是一支职业化的团队，很多员

工的专业性都非常强。说到期望，

我还是想重复一下那个 3C 原则：

“Competence 能力”, 

 

为了配合生态城五周

年的纪念活动，新加坡《联

合早报》发表了一篇题为

“回顾五年成果展望未来

前景——中新天津生态城

五周年志庆”的专题报道，

着重介绍了生态城在过去

五年里所取得的成绩和进

展，以及生态城的重要指导

原则和绿色理念。生态城合

资公司总裁何东雁先生指

出：“虽然已经得到不少肯

定，但我们还是要继续‘刷

新’想法，确保天津生态城

在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

久，继续成为可持续发展的

典范。” 

 

为了纪念生态城开工建设五周年，

生态城合资公司与《天津日报》携手发

表了一篇题为“城市日记——恋上中新

天津生态城”的文章，以一个居民的角

度讲述了在这座新兴绿色城市工作、生

活的亲身经历。 

 

“ Commitment 承 诺 ” 和

“Contribution 贡献”。前两点对我

们团队来说并不困难，也是一个职业

化的人应该做到的。但现在公司还存

在一些问题，所以，从结果导向角度，

希望财务部的每个成员在具体工作

中，提高能力和承诺到贡献的转化率，

对公司发展有更大的贡献度，把能力

真正落实到对公司更有价值的点上。

比如，怎样做可以让公司更多盈利？

更加提高运营效率？更加提升自我价

值？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5. 我们听说您已经搬到了生态城，您

能谈谈选择在这里居住的原因吗? 

今年春节后，我就搬进了生态城，

听说公司一些同事也陆续搬到生态城

来了。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这里环境好，

配套设施也在日益完善，满足了人们

日常生活的需求。夏天，这里明显没

有天津市区那种闷热；晚上出去散步，

会感觉到人越来越多了，俨然一座富

有生机的新城。 

 

 

 
生态城合资公司总裁何东雁（左一）在生态城合资公司展厅向

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左二)、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

部长仇保兴（右二）及天津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袁桐利(右一)

介绍天津生态城五年来的发展变化。 

 

 

3 

5 

 

天津生态城杰美司国际学校

正式开学 

中新天津生态城内第一所国际

学校 ——天津生态城杰美司国际

学校正式开学，迎接 1 至 5 年级的

新生入学。 

生态城合资公司参加

在新加坡举行的 2013

中小企业博览会 

 

生态城合资公司于8月

14 日至 15 日参加了 2013

中小企业博览会，展厅集中

展示了天津生态城如何通 

过其广泛、完备且能满足不同企业需求的产业及商业设施，帮

助新加坡企业利用生态城项目的优势进入并扩大他们在中国的

市场，从而获得更多商机。 

4 
生态城合资公司的员工志愿者与

天津科技大学的学生们通过一系列的

互动活动，与艾毅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一

起分享了如何绿色出行，如何养成环保

和勤俭节约的良好生活习惯。 

 

向艾毅幼儿园的小朋友传播

环保小窍门 

 

 

 
财务部总会计师 董照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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