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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建材

再启航

2010 年袁多元化战略的实施袁闪亮了精工最清澈的眼眸曰
2010 年袁民营企业 500 强的荣誉袁绚烂了精工最夺目的表情曰
2010 年袁六大产业蓬勃发展袁撑起了精工最挺拔的脊梁曰
这是值得铭记的一年袁创新的精工给了世人一抹惊艳曰
上海精锐承

这是值得珍藏的一年袁发展的精工完美地诠释了厚积薄发的力量遥

2010 年袁建材
积极探索行业需
利润增长点触角
在中端市场的开
去年同期增长 11

一年来袁精工人以非凡的胆识和毅力袁披荆斩棘袁砥砺奋进袁不断开辟通往梦想的道路袁不断书写创造历史的传奇遥
这一年袁精工这艘巨轮的领航者--集团董事长方朝阳以其前瞻的视野尧敢为人先的气魄袁当选野风云浙商冶曰
2011 年袁精工将载誉辉煌袁于浩瀚商海扬帆远航遥

亚洲最大的彩涂
有限公司
今年袁墙煌建
已达到超宽幅渊1
板等新产品袁多项
新型专利遥其中袁
层创新改革袁墙煌
此同时袁安徽墙煌
签订家电板合同
可遥
安徽墙煌彩
公司视察指导袁对
给予了高度的赞
充分肯定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在重大项目决策人机制的执行下袁公司重大项目承接迈
上新台阶袁在铁路尧机场等国家基础设施项目上有了重大突破遥
同时袁公司在自身发展和项目实施过程中袁加紧对产品的技术攻
关袁不断开拓新的市场袁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源动力袁成为企
业 一大 亮 点 遥 特别 是 精 工钢 构 率先 在 业 内 提出 野 精 工八 大 技术 体 系 冶袁
加强企业技术资料尧资源整合袁以技术优势支撑精工品牌遥 对公司提
升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遥 而同济精工十年庆典的隆
重举办袁更是象征着精工与同济大学在技术合作的道路上袁历经十载
风 雨同 舟 遥

钢结构建筑产业院

同济精工十年庆典

集团董事长方朝阳在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

钢结构建筑的一体化承建商要要
要长江精工钢结构渊集团冤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钢结构行业的领跑者要要
要精工钢构袁 继承接国家体育场 野鸟巢冶
后袁品牌效应不断显现袁在世界级尧国家级的盛会上频频亮相袁赢得了世界
的赞誉遥
精工钢构承建的上海世博会标志性建筑世博轴--阳光谷袁形
如蓝天下的朵朵白云袁轻盈飘逸曰在亚运会主办城市广州袁精工
钢构参与了其中 4 项地标性建筑袁如在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上大放
异彩的袁被誉为野世界第一高塔冶的广州新电视塔袁以其完美的姿
态展现在世 人面前袁 犹如神州大地上一颗耀眼的明珠袁 熠熠生
辉遥
2010 年袁精工钢构业绩斐然袁经济效益大幅增 长袁继 续保持 行业龙头
地位袁已连续 4 年在全国钢结构行业综合实力排名第一遥
亿元以上承接项目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二期渊二阶段冤国内航站楼钢结构及金属屋面工程
成都新天府广场天堂岛海洋乐园中央游艺区钢结构工程
泰州中国医药城会展中心一期工程
江东和谐世纪 B尧D 栋钢结构工程
宁波环球航运广场
鄂尔多斯万力商业中心钢结构工程
石家庄火车站
澳门氹仔新码头扩建工程
大连火车站
珠海 玉 柴船 舶 动 力股 份 有限 公 司 柴油 机 制 造项 目 加工 装 配 试验 车 间
渊一 期冤钢结构工程
内蒙古明华能源集团萨拉齐环保物流园区及金太阳发电工程
广汽菲亚特汽车有限公司冲焊车间钢结构厂房
华星光电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
合肥昌河汽车有限公司十五万辆商用车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二期渊二阶段冤国内航站楼钢结构及金属屋面工程

江东和谐世纪
B尧D 栋钢结构工程

石家庄火车站

宁波环球航运广场

国内最优秀的围
派建筑材料渊上海
由精锐承接
屋面工程完成验
精锐在铁路项目
大推进袁先后承接
年袁由公司参编的
量验收规范曳正式
上海诺派成
大利岩棉切割输
同时顺利完成第
由材料供应商向

精工八大技术体系
创新技术专家研讨会
2010 年精工钢构共获得詹天佑大奖 1 项袁中国建筑钢结构金奖 7 项袁国
家优质工程银质奖 1 项袁空间结构优秀工程施工金奖 1 项袁新加坡钢结构协
会 2010 年杰出奖 1 项袁上海市钢结构金奖 4 项袁QC 成果 3 项袁专利授权 12
项袁其中发明专利 3 项袁主编或参编国家行业标准 5 项袁获得国家火炬计划
项目 1 项遥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野詹天佑大奖冶要要
要济南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钢结构
工程
中国建筑钢结构金奖
济南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钢结构工程
天津数字电视大厦甲区钢结构工程
广州新电视塔钢结构工程
广东省博物馆新馆钢结构工程
广州珠江新城西塔钢结构工程
大连期货广场 B 座钢结构工程
江苏东方重工有限公司 A 标段
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要要
要北京国际花卉物流港
空间结构优秀工程施工金奖要要
要济南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钢结构工程
新加坡钢结构协会渊SSSS冤2010 年杰出奖要要
要新加坡滨海湾金沙赌场
及剧院项目
上海市钢结构金奖 4 项
浙江申科滑动轴承有限公司主厂房
天津新华一印/二印/金彩美术有限公司厂房
天津太钢金属有限公司厂房
江苏东方重工有限公司 A 标段
QC 成果 3 项
叶箱型弯扭构件制作精度控制曳要要
要2010 全国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
组
叶提高钢结构屋面细部节点安装质量曳要要
要2010 全国工程建设优秀小组
二等奖
叶提高超长型屋面板施工质量曳要要
要浙江省质量协会一等奖
发明专利 3 项
台车运行轨道梁以及制作尧安装技术
体育馆曲面空间超大型可开闭式屋盖及其控制技术
插板式焊接相贯节点研究
国家行业标准 5 项
主编国家标准叶金属压型钢板应用技术规范曳
参加国家标准叶钢结构设计规范曳修订
参编国家标准叶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曳修订
参编行业规范叶钢结构制造技术规程曳尧叶高强钢结构设计规程曳
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1 项
PD要要
要重大钢结构设计尧制造尧安装集成软件系统
精工钢构本着 2010 年经营思路袁发挥专业优势袁以精益管理为抓手袁整
合公司资源袁积极完善管理体系袁推进内外交流袁提升品牌形象遥 与此同时袁
精工钢构有效开展反舞弊建设尧提升激励机制尧优化员工福利尧推广企业文
化袁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遥
战略举措不断创新遥 公司成立了国际业务总部袁业务范围覆盖中东尧东
南亚尧中南美洲尧非洲等区域遥 同时袁总建筑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的重钢出口
基地开建袁为实现国际化战略迈出坚实的一步遥 公司启动立项研究未来 3-5
年的战略发展规划袁聘请专业咨询公司作为战略研究顾问袁为实现持续快速
发展注入新动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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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

集团总裁孙关富宣讲企业文化
制度管理不断完善遥 继续推广公司管理模版和内控体系的复制工作袁
完成外地事业部的管理复制袁进一步提升各事业部的运营管理水平遥 开展
野五小冶手册推广袁组织各事业部尧制造线推广实施袁加强了生产管理遥 以国
内业务总部为对象开展的 SAP 优化项目袁 初步完成制造公司 SAP 系统切
换和专业公司系统上线袁为 ERP 信息化管控覆盖奠定基础遥
内外交流不断拓宽遥2 月袁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赴精工钢构承建的京沪高
铁昆山南站站房钢结构工程施工现场慰问一线员工遥 精工钢构取得的优异
成绩袁受到了浙江省建设厅的重点关注袁谈月明厅长尧樊剑平副厅长等领导
专程赴公司开展调研袁并指导工作遥
公司还与清华大学尧东南大学尧浙江省钢结构行业协会联合主办了多
场技术交流会袁如 野鄂尔多斯东胜体育场开闭顶工程和伊金霍洛旗体育馆
钢结构工程冶创新技术专家研讨会尧西安野第三届全国钢结构工程技术交流
会冶袁对实现科技创新袁引领钢结构行业的健康发展起到助推作用遥
品牌树立不断深化遥 公司聘请外部品牌咨询机构袁启动品牌规划工作袁
探索工程建筑企业品牌建设之路遥 叶精工钢构报曳创办八年袁出版百期袁成为
展示公司形象袁搭建信息桥梁的重要媒介遥 公司网站全面改版上线袁为公司
对外宣传开辟新的传播渠道遥 与同济大学合办的叶钢构技术曳已出版 11 期袁
对公司技术起到较好的宣传作用遥 今年袁公司在全国各高校进行校园招聘袁
将精工品牌深入校园袁为企业人才战略的实施拓宽道路遥
反舞弊建设不断开展遥 为规范公司各级管理干部和广大员工的职业行
为袁确保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和持续尧稳定尧健康的发展袁进一步降低公司
风险袁形成廉洁尧诚信尧正直的企业文化和氛围袁由集团董事长召开动员会袁
并组织了大量宣传尧培训袁使反舞弊工作落地实施遥
关爱员工不断落实遥 公司致力于提高技工福利待遇袁造就高素质人才
队伍曰2010 年公司实现员工平均工资提升 5%耀25%遥 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袁向
112 名管理人员及骨干授权 1100 万份袁实现长效激励遥 制定了叶职业健康管
理制度曳尧叶员工休假游管理制度曳袁 为员工的健康与娱乐提供制度保障袁提
高团队凝聚力遥 投入 600 余万元新建 4 幢员工宿舍楼尧修缮老宿舍袁使员工
生活无后顾之忧遥
特别是高温期间袁制造公司让电焊工穿上野空调服冶袁这项以人为本的
创新举措引来省尧市各级媒体争相报道遥 2010 年公司共组织 1000 余人次的
培训袁并组织制造公司部分管理层赴日本考察袁学习先进企业运营模式遥
企业文化内涵不断丰富遥公司开展了企业文化案例编写袁完成案例 191
篇袁并由集团总裁孙关富赴各事业部进行野以精英团队打造精工文化 以
精工文化塑造精工人冶为主题的企业文化宣讲遥 随后组织开展读书活动及
大型现场演讲等主题文化活动袁塑造学习型企业遥 同时转变对干部的考核
模式袁开展 2010 年度各级管理干部信任度评估袁将管理干部对下属员工培
养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遥

2010 年袁国家
调控所带来的重
地产板块各公司
房建总承包要要
要
2010 年袁公司
的亿元合同占总
都上品住宅小区
城市商业综合体
城市综合体是
品位的窗口袁是繁
业步行街袁以其独
野最具投资价值商
合型商业步行街
盼下火爆开盘遥
低密度超轻钢渊L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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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袁浙江绿筑积极寻求突破袁推出水墨澜庭台门式样板房袁为消
费者提供拎包入住的购房解决方案曰随后袁推出台门全家福活动袁为业主
营造家庭亲情文化袁划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遥 同时袁公司还专门成立了客
户服务中心袁抓好物业管理服务质量袁积极做好楼盘的后期服务工作遥 到
目前为止袁水墨澜庭已累计销售 306 套袁销售率达到 93.5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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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矿产及其他产业

五星级酒店要要
要皖西宾馆
皖西宾馆荣获 野六安市 2009 年度浙商十大突出贡献企业冶尧野六安市
发展旅游业优秀企业冶尧野安徽 省 2009 年度优秀诚信旅游饭店 5A 级冶称
号遥 7 月袁宾馆牵手南京金陵酒店管理公司袁进一步提升酒店经营管理及
服务质量,为五星达标做好准备曰在顺利通过国家旅游局终检后袁2011 年
1 月袁实现五星级正式挂牌遥

油气田勘探中原油喷薄而出
上海精锐承接的广州火车站金属屋面工程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

化纤纺织产业院

2010 年袁建材事业部尧上海精锐尧上海诺派在稳固建材市场的基础上袁
积极探索行业需求袁技术创新袁实现市场突破袁成功开发新产品袁使企业的
利润增长点触角伸向新的领域遥回顾过去的一年袁墙煌彩铝正式投产运营袁
在中端市场的开发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曰 上海精锐全年销售额达 5 亿袁比
去年同期增长 11% 遥
亚洲最大的彩涂铝板企业要要
要浙江墙煌建材有限公司尧安徽墙煌彩铝科技
有限公司
今年袁墙煌建材彩涂生产线渊1500-1.5伊20冤技改成功袁经过技术改造袁
已达到超宽幅渊1800mm 宽度 冤生产需求袁并研制出清水石纹板尧各类木纹
板等新产品袁多项产品通过省级鉴定袁并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实用
新型专利遥其中袁墙煌牌彩色涂层铝板被认定为野浙江省名牌产品冶遥通过层
层创新改革袁墙煌建材被评定为浙江省 2010 年第三批高新技术企业遥 与
此同时袁安徽墙煌彩铝家电彩钢板项目启动袁正式进入批量生产阶段袁成功
签订家电板合同总计 1300 余吨袁第一批产品已顺利交付客户袁赢得高度认
可遥
安徽墙煌彩铝作为安徽省政府的重点示范企业袁省委书记王金山亲临
公司视察指导袁对公司的彩涂生产工艺的先进性和产品应用领域的广泛性
给予了高度的赞赏袁也对精工为六安地区的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予以了
充分肯定遥
精工十年庆典

国内最优秀的围护系统集成商要要
要上海精锐渊国际冤建筑系统有限公司尧诺
派建筑材料渊上海冤有限公司
由精锐承接的国内单体施工面积最大尧合同额最高的广州火车站金属
屋面工程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袁 在该工程中还成功应用 ETFE 膜结构袁为
精锐在铁路项目承接方面树立了典范遥 同时,在铁路项目承接方面获得较
大推进袁先后承接南京南站尧无锡北站尧唐山站及深圳北站等铁路项目遥 同
年袁由公司参编的叶铝合金结构工程施工规程曳和叶铝合金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曳正式颁布实施遥
上海诺派成功研制生产出目前国内唯一的大波浪复合板板型袁引进意
大利岩棉切割输送设备袁 并与原诺派聚氨酯复合板生产流水线合并运作袁
同时顺利完成第一个项目建设承揽合同--合肥京东方项目袁 意味着公司
由材料供应商向项目承建商的历史性转变袁彰显了野诺派冶的品牌价值遥

术专家研讨会

房地产开发产业院

石油勘探尧开发的专业性公司要要
要精工振能石油投资有限公司
在蒙古国 1.2 万平方公里的第 VI 号油气田勘探获得重大进展袁 继第
一口油井在 1400 多米就发现油气之后袁ZH-3 井和 ZH-3-01 井的钻探工
作自 6 月底正式启动曰9 月袁ZH-3 井在钻至 823m 处发现含油岩心袁 在随
后的钻探中袁原油喷薄而出曰11 月袁完成 820 油层的试油工作袁据悉在蒙古
已经开采的油田里袁实属难得的高产油井遥
新型电工机械制造商要要
要安徽长江精工电工机械有限公司
2010 年袁公司重新调整销售政策袁加大了销售人员的激励措施袁实施重
点项目高管跟踪制袁全年实现三笔单项金额超千万元订单曰同时袁公司紧抓
技术创新工作袁获得叶新型线缆牵引装置曳和叶特大型回转支承的立式成缆
设备曳等专利证书遥

金融投资产业

佳宝新纤维集团全年销售业绩斐然袁打破外贸销售零记录
2010 年袁 原纵横集团重组为佳宝控股集团袁 并以化纤纺织为主导产
业袁成立佳宝新纤维集团袁以开阔的思路袁积极引入外脑进行战略规划袁致
力于推进差别化战略袁培育核心竞争优势袁在化纤生产销售的道路上以创
新展翅袁腾空飞翔遥 纵观这一年袁佳宝新纤维集团全年销售额达 34.8 亿袁并
打破外贸销售零记录袁产品远销巴基斯坦尧越南尧埃及尧阿根廷尧哥伦比亚尧
墨西哥尧菲律宾等海外市场遥
新纵横投资有限公司根据原纵横集团的破产重整计划袁进行第二次债
权清偿袁共计支付 15.06 亿元袁较好地维护了债权人的权益袁履行了精工对
社会的庄严承诺遥
3 月袁省委副书记尧省长吕祖善到新纵横集团调研袁指出要积极调整产
业结构袁加强技术尧人才尧管理三大支撑遥
9 月袁公司 12 万吨超细旦涤纶长丝项目能源报告书通过专家评审袁完
成五大节能技改项目袁每年将为公司节省电耗 1.41 亿度袁减少碳排放量 15
万吨袁可创造效益 9000 多万元遥 同时袁佳宝窑东华大学产业新纤维联合研究
中心尧东华大学渊硕士和博士冤研究生教学 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在佳宝控股
集团举行袁校企的深度合作助推了佳宝的转型发展遥
11 月袁佳宝控股第一批人才房签约仪式举行袁为公司留住关键岗位人
才起到重要作用遥

金融投资稳步推进

金融产业是精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产业遥 2010 年袁集团进一步
加强对银行股权的监管袁集团高层先后出任重庆三峡银行尧天津滨海银行
董事袁正式实现对两家银行股权的管理权曰同时袁积极开辟新的投资领域袁
先后涉足步长制药尧红土创投袁参与士兰微 定向增发袁并独 家设立 建信基
金袁将投资触角扩展到医疗健康产业遥

宣讲企业文化
体系的复制工作袁
营管理水平遥 开展
了生产管理遥 以国
造公司 SAP 系统切
础遥
钢构承建的京沪高
工钢构取得的优异
剑平副厅长等领导
协会联合主办了多
伊金霍洛旗体育馆
结构工程技术交流
助推作用遥
动品牌规划工作袁
年袁出版百期袁成为
改版上线袁为公司
术曳已出版 11 期袁
校进行校园招聘袁
广大员工的职业行
袁进一步降低公司
事长召开动员会袁
袁造就高素质人才
股权激励计划袁向
定了叶职业健康管
提供制度保障袁提
缮老宿舍袁使员工

回眸 2010袁我们满载辉煌曰展望 2011袁我
安徽十大商业地产要要
要野红街冶E 区火爆开盘

们将继续坚持 野投资多元化尧 产业专业化尧管
理规范化尧业务协同化冶的经营思路袁深化实施

2010 年袁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连续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袁楼市经历了
调控所带来的重重波折袁同时给建筑施工行业带来了较大影响遥 而精工房
地产板块各公司逆势突破袁取得丰硕成果遥

战略管控袁在全体精工人的高度责任感和高效

房建总承包要要
要浙江精工世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0 年袁公司全年合同签约总额超过往年最高点袁达到 17 亿袁所承接
的亿元合同占总承接额的 62%袁全年业绩创历史新高遥 其中袁承接的嘉善金
都上品住宅小区项目以 4.2 亿的合同额袁位居承接额榜首遥

破浪行万里的豪情壮志袁再启航浴

城市商业综合体运营商要要
要六安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城市综合体是反映现代都市文明的开放空间袁 是城市对外展露形象尧
品位的窗口袁是繁华城市的客厅遥 野红街冶正是以此为定位打造的复合型商
业步行街袁以其独特的野红色文化内涵冶入选野安徽十大商业地产冶袁并获得
野最具投资价值商业地产冶和野城市地标性商业地产冶称号遥 作为野红街冶复
合型商业步行街一期的压轴之作袁野红街冶E 区在广大投资经营户的翘首企
盼下火爆开盘遥
低密度超轻钢渊LGS冤绿色集成住宅开发要要
要浙江绿筑住宅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袁这项以人为本的
织 1000 余人次的
企业运营模式遥
编写袁完成案例 191
打造精工文化 以
织开展读书活动及
转变对干部的考核
干部对下属员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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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力实践下袁精工这艘巨轮袁将承载着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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