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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全体员
工在新的一年
里取得更大的
成绩！

浙企准字第 D058 号

浙 江 精 工 建 设 产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主 办

成就事业 成就你我
阴集团董事长

方朝阳

回首八年来的峥嵘岁月，精工钢构激越奋进，创 程分别荣获“鲁班奖”、
“詹天佑工程大奖”、
“国家优质
造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工程金质奖、银质奖”、
“国家金钢奖”等国家级奖项，
今年是我们精工钢构合资公司成立第 8 个年头。 并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全国
八年来，
我们从一家年销售额近亿元的地区性钢 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企业、
“十五”全国建筑业技术
结构企业发展成为以钢结构建筑为主业，同时涉足新 创新先进企业等荣誉称号。
型建材、
房建总承包、
房地产开发、超轻钢住宅等上下
精工八年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精工人不断实现
游相关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
去年我们荣膺中国上市 自我价值的历程。
公司成长性百强企业第三名，
钢结构年销售额行业第
八年来，随着公司规模、行业地位、知名度的不断
提升，精工的舞台在不断变大，舞台上的员工因此也
一，
一跃成为全国钢结构行业领先企业；
八年来，我们从只能加工生产单一的轻质建材， 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自身价值显著提升，精工人也越
发展成为具有轻钢、重钢、空间、新型建材、钢结构住 来越得到同行、社会的称赞。精工培养和造就了一大
宅五大产品体系，集建筑钢结构研发设计、制作、安装 批优秀的栋梁之材，有从一线项目经理、营销员成长
工程服务于一体，并从年销售额 1.7 亿元，发展成为 为事业部老总的，有从技术骨干成长为集团总工的，
2007 年的 39 亿元，
年平均增长达 59%，增加了 23 倍； 有从车间员工成长为工厂负责人的，有从科员成长为
利润从 2000 年的 1200 万元，
发展成 2007 年的 2.2 亿 集团总监的……他们与公司共同成长，共同发展，他
元，年平均增长达 51%，增加了 18 倍；员工从几百人 们的自我价值不断得到实现，家人以他们为荣，同事
发展成为目前的 5800 名；
敬仰他们，社会尊重他们。
八年来，我们从 200 亩的单个生产基地到拥有遍
我想，精工八年的辉煌成就正是我们精工的使命
的最好写照。我们做企业就是
及全国华东、华中、华北、华南超千亩的六大生产基 “成就事业，成就你我”
地，
从一开始只能承接几百万元的工程到现在能承接 成就人的过程，就是精工人能获得社会的尊敬，获得
诸如鸟巢、杭州湾跨海大桥海中平台、上海环球金融 别人的尊敬。今天，在社会上只要说起我们是做鸟巢
中心等几个亿的举世瞩目的工程，市场足迹从绍兴走 的精工钢构人，别人就会投来赞许和敬仰的目光。今
遍祖国大江南北，
进而进军日本、
澳门、欧洲、非洲、中 天，我们可以为此自豪，可以为此而倍感欣慰。
八年来，我们精工从一家地方名不见经传的企业
东等海外市场；
八年来，我们从单一的生产经营转变为生产经营 发展成为行业的领先者，正是因为我们坚持“成就事
与资本运营并驾齐驱，借壳“长江股份”
，成为上市公 业，成就你我”的伟大使命，正是因为我们抓住世界上
—发展机遇；正是因为我
司，并利用资本平台，实行行业整合，并购上海美建， 最易逝而又最可贵的东西——
们坚持正确的、纵览行业发展全局的、与时俱进的战
携手打造钢构巨舰；
有责任、敢于
八年来，我们市场美誉度显著提升，共有 41 项工 略决策；正是因为我们拥有一支有活力、

拼搏、勇于创新、永不言败、永不满足的精工团队。我
们正朝着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前进。
今天，精工钢构的成绩，令我们振奋不已，但我们
在被成就和喜悦包围的同时，更应清醒地看到一些不
和谐的现象正在发生。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精工人必
须坚决扼止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与我们的愿景，
与我们的同行，与我们的战略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首先与自身愿景的差距：我们的愿景是“成为钢
结构行业的领跑者”，目前的精工还只能称之为钢结
构行业的领先者，距离“领跑者”还有相当的路要走，
运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技术有待进一步创新，市
场美誉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再者与同行的差距：虽然精工的销售额、产值、规
模在同行中居于前列，但是我们的产品品质、施工技
术等还没达到行业第一，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标杆企
业值得我们学习和赶超。我们要学习巴特勒的轻钢技
术和体系，要学习沪宁钢机在重钢产品上稳定的制造
工艺和品质控制，要学习上海建工、中建三局等的总
承包管理水平；
同时与我们实现短期战略也差距甚大：在公司向
国际化发展和海外市场拓展上，在开展总承包业务运
作上，精工还显得太过于年轻和缺少经验，目前具有海
外项目运作经验的复合型人才以及总承包经营管理队
伍的匮乏已经成为公司短期战略实施的主要瓶颈。
问题和差距的存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
有发现，或者是发现了，孰视无睹，听之任之。我想，
只
要我们清醒地认识问题，直视问题，深入剖析，解决问
题；面对差距，迎头赶上，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宏伟
的愿景和神圣的使命！
渊下转第二版冤

集团方朝阳董事长应邀参加“百城万企进校园活动”

集团方朝阳董事长在启动仪式上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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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们院
大家好，2008 年集团为
进一步办好钢构报，加大宣
传力度，在各事业部、子公
司、职能部设立了通讯站，由
各通讯员对其所在的通讯站
进行管理，并通过这种新的
方式，形成钢构报的宣传网
点，让更多的员工关注公司
的发展动态，并通过钢构报
这个平台，发表见解、谈论工
作和生活，共享钢构报这份
资源。
3 月份，钢构报在原基础
上，增设三档全新栏目“奥运
工程风采”
（一版，展示精工
承接的奥运系列工程）、
“知
识堂”
（二版，公司员工谈金
融、保险等方面知识）、
“ 员工
聚焦”
（二版，关注员工关心
的热点话题，并展开讨论）。
读者朋友们，您可以根据钢
构报各栏目内容，将稿件发
送 至 newspaper@jgsteel.cn,
本报编辑部真诚地希望收到
您的来稿及宝贵意见，您的
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叶精工钢构报曳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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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孔子文化会展中心举行首吊仪式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郑孟奇冤2008 年 2 月 20 日，对于
精工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曲阜孔子文化会展中心
工地上隆重举行钢结构起吊仪式。
曲阜孔子文化会展中心建在当年孔子吟诵“逝者如斯
夫”的大沂河岸边，总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投资 6 亿元。
建成后将作为今年国际孔子文化节和山东省文化产业博览
会的重要场馆。该工程工期紧，难度大，
要求严，构件多，是
精工继
“鸟巢”
项目后的又一重大工程。为完成本项工程，
我
司上下十分重视，在项目经理郑雪祥的精心严密部署下，
充
分发挥我们现有的优势，
统一认识，严密组织，精心施工，并
制定科学严密的施工技术组织方案，
发扬精工人不怕吃苦，
敢打硬仗的优良作风，秉承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精工精神，
切实保证会展施工质量，
给济宁人民献礼。
济宁市各级领导对此工程也十分重视，济宁市王副市
长莅临出席了仪式。到场的还有曲阜市孔子文会展中心指
挥部部长、北京城建、监理等相关领导，精工钢构集团孙关
富总裁在开吊典礼上郑重承诺：一定会克服困难、精心组
织、严格施工，确保按时优质地完成工程施工任务，把会展
中心建设成廉政工程、标志工程、精品工程、民心工程，让
全省人民满意，让全世界文学爱好者满意。
现场在王副市长一声“起吊”令下，钢结构吊装正式开
始。

音[员工聚焦]适合的才是
最好的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赵森林冤1 月 18 日，由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企
业家协会发起，团省委、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团市委共同主办的浙江省暨
绍兴市“百城万企进校园”活动，在绍兴文理学院南山校区隆重启动，团
中央青工部副部长张良驯，团浙江省委副书记周柳军，绍兴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吕斌等出席启动仪式。集团董事长方朝阳先生应邀出席本次启
动仪式并作为青年企业家代表发表讲话。
会上，方董事长就企业和学校之间加强双向交流，搭建互通互动的
人才培养和使用梯队，树立正确的就业、创业观等方面发表了感言。我司
作为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单位，近年来，不仅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就业
见习岗位，为大学生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实践提供见习机会，增强就
业本领。同时也通过企业走进校园、
深入学生，在校园内开展多种形式的
岗位洽谈和现场招聘活动，帮助高校毕业生获取更多的岗位信息和就业
机会。
会后，在方董事长的邀请下，张良驯副部长等领导一行还对精工钢
构集团及相关产业进行了实地走访和考察，对精工钢构取得的成绩给予
了高度的赞赏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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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孔子文化会展中心首根构件吊装

音[知识堂]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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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工程风采

精工承建奥运系列工程展示
—国家体育场
“鸟巢”
——
国家体育场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南部袁为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的主体育场遥 国家体育场工程作为国家标志性建筑袁其结构特点十分显著袁主体
钢结构形成整体的巨型空间马鞍形钢桁架编织式野鸟巢冶结构袁工程总占地面积
21 公顷袁建筑面积 258000m2袁南北长 333 米袁东西宽 294 米袁高 69 米袁结构总用
钢量为 4.2 万吨袁场内观众坐席约为 91000 个遥 目前野鸟巢冶工程已
进入收尾阶段袁将在 4 月份如期完工袁并于 4 月 18 日举办国际田联
竞走挑战赛遥
2008野奥运冶正向我们走来袁让我们怀着无比骄傲尧自豪的心情
共同期待这一天的到来袁在精工承建的奥运场馆袁
在精工人用双手托起的 野鸟巢冶
中袁共享奥运袁共享澎湃激情遥

集团迎来“奥运之年”
开门红
本报综合讯 新年伊始，集团经营开
拓呈现良好局面。2008 年 1-2 月，营销业
绩捷报频传，
中标钢结构项目达 19 项。华
南事业部、重钢事业部、华中事业部、轻钢
事业部、
安徽事业部营销业绩全面开花，
承
接了包括惠州中心体育场，曲阜孔子文化
会展中心，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
公司联合厂房，双钱轮胎一期全钢子午胎
钢结构屋面工程，维达纸业（浙江）有限公
司制浆造纸车间、纸加工车间、仓库，甘肃

蓝科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等在内的
一大批重大项目，为开拓各地市场树立了
新的标志，对提升公司品牌形象等各方面
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房建总 承包产 业也呈现良 好发展态
势，集团下属公司精工世纪于近日成功中
标嘉善县标志性商业建筑嘉善县财富广场
工程项目。
2008 年集团将借助
“奥运年”的东风，
鼓足干劲，
勇拓市场，
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精工钢构受到隆重表彰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吴先贵冤绍兴县人 各建筑企业走创新之路，
坚持管理创新、制
民政府、绍兴县建筑业管理局，于 2 月 23 度创新、
市场创新、
结构创新、
产业创新；树
日上午，召开 2007 年度绍兴县建筑业表彰 立起爱家乡、爱主业、爱资源的观念，做到
大会，精工钢构集团孙关富总裁率项目经 留根留基，
发展中部经济。
理代表出席表彰大会。
大会，对 2007 年度在各方面取得显著
绍兴县建筑业管理局濮如松局长在大 成绩的建筑业企业进行了奖励，精工钢构
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濮局长在讲话中多次 共获得绍兴县人民政府的 170 万元奖励。
提到精工钢构在 2007 年取得的突出成绩。 2007 年，
精工钢构取得了各项殊荣，
绍兴县
为绍兴县建筑业走出省外、走出国门带了 创夺的 2 只鲁班奖，其中就有我司承建的
头，是加快建筑业转变发展方式的标杆企 南通体育场工程，同时该工程也是绍兴县
业。2007 年，全县建筑业以龙头企业为代 2007 年唯一获得詹天佑大奖的工程。07 年
表，
承建了一批
“高、
大、难、新、尖”工程，
濮 精工钢构位列
“绍兴县建筑业企业十强”第
局长列举了我司承建的广东博物馆新馆、 四，同时公司十九位同志获绍兴县建筑业
广州电视观光塔等钢结构公共建筑工程， “优秀项目经理”
荣誉称号。
以及日本森本大厦等境外项目，彰显了强
绍兴县建筑业表彰大会为全县建筑企
劲的经营和施工能力。
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围绕
“保强创优，
走在前
绍兴市委常委、绍兴县委书记徐焕明 列”
目标，以科学发展、
创新创业为主线，倾
在重要讲话中对我司近年来在建筑市场取 力构筑扶持体系，
强力规范市场秩序，努力
得的优异成绩也作出了肯定。徐书记要求 提升队伍素质，
促进全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音新思路 新举措 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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