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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度技术规划暨 2006 年度科技表彰大会隆重召开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高 小勤冤4 月 29
日袁 长江精工钢构集团 2007 年度技术规
划及 2006 年度科技表彰大会在集团绍兴
本部召开遥 集团董事长方朝阳尧总裁孙关
富尧各部门领导尧总师办顾问专家以及分
公司各条线技术人员共计 100 余人参加
了本次会议遥
上午召开了集团 2007 年度技术规划
会议遥 孙关富总裁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袁
黄明鑫总工做了 2007 年度技术 规划汇
报遥 与会的分公司和部门领导及技术人
员对集团的技术规划工作提出了各自的
意见和看法遥
要
会议目的是要要
1尧让集团技术人员能够切身参与到
集团的技术工作中来袁 提出自己的见解
和意见袁为员工创造提升的空间袁学习的
条件都要在集团的技术规划中体现曰
2尧履行员工的权利和义务袁员工有
权利对相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
见袁对于不正确的地方可以反对尧否决曰
3尧技术规划是严格的袁通过本次会
议也希望员工能够感到自身的责任曰
4尧 希望通过本次技术规划会议袁能
够让集团 2007 年度的技术规划得到一个
圆满的结果遥
首先袁黄明鑫总工就集团 2006 年度
的技术规划执行情况和 2007 年度的技术
规划做了详细的汇报遥 黄总工指出袁在过
去的一年中袁 我们在技术规划的执行方
面存在执行不到位袁执行力度差袁定位不

准确等问题袁 并针对具体问题进行了原
因分析遥 从技术指标尧质量目标尧管理措
施尧人才培养尧技术交流等方面汇报了集
团 2007 年的技术规划遥
随后袁 孙总对本次会议做了重要讲
话遥
孙总声明本次技术规划会议是集团
各条线技术人员的会议袁 让集团的技术
人员参与到集团技术规划工作中来袁使
集团的技术规划工作更切合实际地反映
技术人员的需求和想法遥
孙总从精工钢构集团多年来的发展
讲起袁 从哈尔滨会展到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袁再到奥运工程袁讲述了技术在精工发
展中的重要性袁精工文化的底蕴和内涵袁
指出了集团在国内的地位袁 分析了集团
与国内同行业相比的优势和差距袁 指出
了集团未来的发展方向遥 并明确袁要保证
精工钢构的品牌袁 我们必须增强公司的
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袁 这些都依赖于
整个集团技术人才的技术能力遥
孙总指出集团的技术规划会议应该
是百花齐放袁百家争鸣袁积极听取来自一
线技术人员的意见和建议袁 使规划内容
得到充实和丰富曰 技术规划要落实到集
团每一个层次上袁 形成点-线-面一体合
成袁倡导与会人员积极发言袁为集团的技
术规划提出合理建议遥
与会人员踊跃发言袁 提出了自己对
于技术规划的意见和看法袁 总结起来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院

1尧技术规划的覆盖面过窄袁集团的
技术人员应包括设计尧加工制作尧施工安
装各条线的技术人员袁 所以技术规划应
该包括对所有技术人员的规划曰
2尧 技术规划的落实需要得到保证袁
尤其对于分公司尧 事业部技术人员的培
训落实袁集团总部对于分公司尧事业部的
技术规划的落实应该加以管控曰
3尧技术应当转化为效益袁进行有针

对性的尧实用性的技术革新和改进袁服务
于项目曰
4尧提高公司的产品质量尧工厂的加
工质量尧现场的安装质量袁技术人员要敢
于拿出质量问题进行分析改正曰
5尧需要加强工厂的深化设计人员的
结构设计能力袁 公司的深化设计标准需
要改进袁 深化设计图纸的审核工作应得
到落实曰

6尧工厂加工制作工作量大袁很难抽
出时间对加工制作人员及工艺人员进行
技术培训袁 由于没有重大复杂工程的挑
战袁技术创新指标的完成比较困难曰
下午举行 2006 年度科技表彰大会袁
对 2006 年度技术创新尧 优秀设计等技术
成果进行了表彰袁 会上还进行了焊接技
术研究所授牌仪式遥
公司顾问专家戴为志作为焊接研究
所所长进行了焊接研究所工作情况的汇
报袁明确了焊接研究所的任务和责任遥 他
希望在集团领导的支持下袁 焊接技术研
究能为精工钢构集团做出应有的贡献袁
提高精工技术人员的焊接技术水平袁使
精工钢构集团的焊接技术在同行业的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遥
方朝阳董事长尧 孙关富总裁亲自为
焊接技术研究所授予牌匾袁随后袁方董为
2006 年度科技成果获奖者颁发了荣誉证
书袁并一一合影留念遥
会议最后袁 方董对精工钢构集团的
技术 规 划 工 作会 议 做 了 总 结 和重 要 指
示院
第一袁2007 年集团的技术规划工作
目标明确袁很务实遥 技术规划与技术人才
的培养和发展密切相关袁 将技术人员的
意见和建议反映到技术规划中遥 整个技
术规划站在了集团利益的高度袁 跟整个
集团的技术人员的培养和发展相一致遥
第二袁 集团的技术工作就是要与技
术人才的培养密切相关袁 培养优秀的技

术骨干队伍袁 使技术骨干成为集团的核
心竞争力遥 同时集团的技术工作应该在
已有的基础上袁 把集团的技术文化发挥
得淋漓尽致袁 打造一支有精工特色的技
术精英队伍遥
第三袁2006 年度的技术创新成果是
工程项目上智慧的结晶袁 是技术结合实
践的体现遥 对 2006 年度的技术创新袁先
进技术人物的表彰袁 就是为了体现集团
对于技术工作的重视袁 让大家分享集团
的技术进步成果袁 激励集团的技术人才
发展遥
第四袁2007 年度的技术研发规划课
题切合实际袁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遥 但是
我们也要明白集团的技术研发工作不单
单是技术研发部门搞研发袁 每个技术部
门袁 每个工程项目都要搞研发遥 不可否
认袁我们在技术上取得了一定成果袁但是
水平如何袁是不是最高水平的东西袁要仔
细思考袁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需要提高和
创新的地方遥 一年中袁我们量力而行袁解
决几个问题袁不断地发展进步袁积跬步以
致千里浴
第五袁 技术发展是集团发展的核心
力量袁 集团技术发展的目的就是技术一
体化袁 将每个业务环节上分离的技术整
合起来遥 集团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就是要
把原来分离的技术形成技术体系遥 技术
形成体系才有竞争力袁 才会带来更多的
发展袁才能推动钢结构市场的发展遥 技术
要转化为效益袁形成产品体系遥

集团举行绩效管理实施方案沟通会议

本报讯渊通讯员 石红芳冤为进
一步落实公司年度绩效管理实施方
案袁切实开展月度绩效考核工作袁充
分发挥 绩效考核的激 励性和有效
性袁4 月 21 日下午袁公司召开关于年

度及月度绩效考核实施沟通会及各
职能部门年度绩效指标签订会遥 集
团董事长方朝阳袁副总裁钱卫军尧裘
建华袁总裁助理楼宝良袁总工程师黄
明鑫以及绍兴本部经理尧 主管以上

超轻钢别墅即将登陆绍兴
本报讯渊通讯员 楼近月冤近日袁上海绿筑住宅系
统科技有限公司与绍兴康尔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野康郡窑风笛洲冶项目上达成合作协议遥 这是上海绿
筑继广州尧南京尧上海尧千岛湖等项目后袁在绍兴本土
开展的又一项超轻钢别墅建设项目遥
该项目对绍兴房地产市场意义重大遥 众所周知袁
绍兴现有的别墅排屋均为砖混结构建造遥 砖混结构由
于施工周期长尧运输量大尧容易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等方面的原因袁使得别墅开发商渐渐将目光转向周期
短尧运输方便尧环保尧建造技术领先的超轻钢建造体
系遥 现上海绿筑将这股建筑业的时尚潮流引入绍兴袁
相信会给绍兴别墅业带来一场新的革命遥

墙煌建材产品通过国家级认证
本报讯渊通讯员 裘璐莎冤日前袁墙煌建材生产的
彩涂铝板尧铝塑复合板尧彩色氟碳喷涂铝单板袁顺利通
过国家建筑材料检验认证中心的认证袁成为了国内建
材行业首家验收合格的 CTC 认证单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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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均需与员工进行沟通袁 指出员工
的优缺点袁 通过绩效管理手段方法,
提高员工素质遥 沟通时各主管可根
据员工的不同性格采用不同的沟通
方式遥
二尧 本年度的绩效管理模式采
用奖励为主袁真正做到人性化管理曰
同时,本年度的月度考核不强制要求
同步实施, 公司将以部门为单位袁对
于已按要求进行考核的部门将按规
定先发放绩效奖金袁 月度绩效奖金
在每月通过绩效考核后体现袁 对于
考核排序靠后的员工也不扣发岗位
工资,但与其野面子冶挂钩,按规定连
续 3 次以上为野C冶的员工作换岗或
降职处理曰 年度绩效奖金在通过年
度考核后体现袁 对于表现不好的员
工公司将通过换岗尧 转岗或劝退处
理遥
三尧 月度考核要求各部门将指
标设定尧沟通尧反馈切实做到位袁不
搞形式主义的考核遥 当领导最大的
责任不是把上级领导布置的任务完

成袁 而是通过帮助下属的提高来完
成任务遥 公司员工成长是领导最大
的责任袁作为领导袁要帮助员工不断
成长袁从而提高团队战斗力袁促进公
司的发展袁 而只有公司的发展才能
为员工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袁
才能让员工真正理解到绩效管理给
每位员工个人成长带来的好处遥
会上袁方董与参会人员就 07 年
的绩效管理实施方案进行了互动交
流和沟通, 并对参与人员提出来的
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复,使大家对今年
的 绩效管理实施有 了更明确 的方
向遥
随后袁 方朝阳董事长与二办六
部四中心负责人逐一签订了年度二
级考核指标遥
会议最后袁 周黎明副总裁作了
会议总结袁 周总要求上级在对下级
考评过程中一定要公正尧 公平尧透
明袁同时要求各事业部尧公司渊部门冤
在月底前完成各级年度指标的签订
工作遥

国家级新闻媒体采访团来我集团采访
本报讯 5 月 10 日下午 4 时袁 来自
中国新闻社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尧经济日报尧科技日报尧工
人日报尧中国青年报尧中国妇女报等新
闻媒体驻浙江记者站的站长尧记者共 15
人袁在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
仇副处长尧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俞副部
长和绍兴市建管局应副局长的率领下袁
来到我集团采访遥
在集团办公大楼四楼会议室袁集团
孙关富总裁对上级领导和新闻记者们
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遥
来宾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了集团的
DVD 宣传片遥 随后袁孙关富总裁向来宾
们简要介绍了集团的发展情况袁孙总重
点介绍了我集团承建的奥运工程及奥运配套项目遥
孙总的介绍引起记者们浓厚的兴趣遥 记者们纷纷提问袁孙总
一一作了精彩的解答遥

◆常州体育会展中心钢结
构工程攻坚纪实

共 80 余人参加 了本次沟通 会遥 安
徽尧华南尧华南事业部经理以上人员
参加了视频会议遥 会议由集团副总
裁周黎明主持遥
周总首先 指出公司 07 年 绩效
管理实施方案的特点袁 并强调本年
度的绩效管理主要以激励为主袁突
出公司关注员工成长的思想遥
接着袁人力资源部黄总监对野年
度绩效管理实施方案冶及野月度绩效
考核实施细则冶 的细则逐一进行解
释遥 使大家对本年度的绩效管理实
施方案有了更全面的了解遥
随后袁 方董事长对绩效管理提
出了明确要求袁方董在要求中指出院
一尧 各直接上级为被考核人的
责任人袁负责指标的签订尧审核尧沟
通尧反馈的工作遥 考核的目的是为了
公司整体的提高袁 各级主管在指标
制订过程中可 采用各种管理 方法
渊如在坚持原则前 提下为达到公司
绩效目标而适当妥协冤袁 促使上尧下
级达成一致曰 同时要求各级主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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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抓整改落实 促进 07 年
管理工作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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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分钟的采访结束后袁 记者们带着对我集团美好的印象
欣然而归遥 据悉袁如此多的国家级新闻媒体记者齐聚在我集团
采访袁在我集团历史上尚属首次遥
渊本报记者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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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邢志刚冤2007 年 4 月 30 日上午袁投
资 6 千万元袁 年产 3 万吨的安徽重钢多高层技改及高层
住宅钢结构 生产线建成 运 行仪 式在 轻钢 安徽 公司 举行 袁
六安市委副 书记尧市长汤林 祥袁六安市 委常委 尧副市 长 张
祥安袁 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周耀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出席
了运行仪式遥
仪式结 束后袁集团副董 事长严宏,轻钢安 徽公司总经
理潘水标等公司领导陪同六安市领导参观了新建成的安
徽重钢多高层技改项目生产车间遥

“ 精 工 杯 ”第 四 届 华 东 地 区
高校结构设计邀请赛顺利举行
本报讯 为迎接同济大学百年校庆袁由我司与同济大学尧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联办的野精工杯冶第四届华东地区高
校结构设计邀请赛于 2007 年 4 月 19 日至 25 日在上海同济
大学土木新大楼顺利举行遥 上海大学尧上海交通大学尧东南大
学尧同济大学尧合肥工业大学尧青岛理工大学尧河海大学尧南京
工业大学等华东地区的八所高校参加了本届邀请赛袁 美国
Korea Advanced l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大学和
韩国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大学也应邀参加了比赛遥
本届邀请赛竞赛内容包括结构选型尧结构设计尧结构模
具制作和结构模型加载试验遥 竞赛共评出一等奖一名袁二等
奖二名袁三等奖三名遥 通过竞赛活动袁激发了大学生的创新意
识袁培养了大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袁提高了大学生的综合素
质袁并进一步加强了华东地区高校师生间的交流与合作遥
我司孙关富总裁担任了竞赛委员会副主席袁黄明鑫总工
担任了竞赛评委遥
渊本报记者冤

音公司举办基层管理干部“八项

音精益管理是精工核心
竞争力的源泉

安徽重钢技改及高层住宅
钢 结 构生 产 线 建 成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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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管理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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