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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事院
大家下午好浴 2018年袁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

形势袁精工人聚力前行袁敢担当袁强执行袁控股集团多元
化板块产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遥 佳人新材料实现 5000
多万元的利润袁墙煌新材料尧装备科技实现连年盈利遥九
仙尊虽处在培育发展阶段袁 但品牌影响力也逐渐扩大遥
墙煌彩铝也在面对多种困难挑战下袁实现逆势增长遥 这
一年袁我们取得的成绩都与精工人的勤奋尧努力分不开遥
尽管我们的多元化板块产业面临着原材料尧 水电气袁运
输尧劳动力等各种成本的上涨袁但我们依旧努力拼搏袁加
强内部管理袁强化执行落地袁取得可喜成绩袁这值得我们
十分欣慰遥 2018年袁除控股多元化板块外袁精工其他产
业的收效也相当不错遥 这一年袁精工钢构业务承接量再
创历史新高遥 精工能源袁在国家出台野531新政冶的情况
下袁依旧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袁多个项目实现并网发电遥中
建信投资板块进入了新的探索和尝试袁2018年多个投
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遥 从整体来看袁2018年的精
工处于盈利增长的发展态势遥

今天袁 精工的成就都是依靠全体精工人辛勤地付
出遥特别是刚才受到表彰的先进们袁他们忠心耿耿尧全心
全意把所有心思都倾注在公司上遥 这当中袁有些是默默
无闻尧平凡岗位上的精工人袁也有些是我们经营层的管
理干部遥像控股集团楼宝良楼总袁既担任集团的总裁袁也
兼任双佳公司的董事长袁事情千头万绪袁凡事身先士卒尧
工作踏踏实实袁给所有高管都起到了非常好的模范带头
作用遥 郭永忠郭总袁在困难面前勇挑重担袁敢于担当袁通
过三年努力袁将装备科技从经营困难变成了持续盈利性
企业遥 一个好的领导袁他身上的力量不仅仅只是个人的
力量袁还是整个团队迸发出凝聚力尧战斗力尧创造力的源
泉遥今天借此机会袁我也代表集团董事会尧经营管理层对

这些忠诚和无私奉献的先进们尧领导干部们表示衷心地
感谢遥

在全体精工人的努力付出下袁我们取得了耀眼的成
绩遥 这份成绩的背后也证明了集团经营发展方针尧战略
制定的正确性和科学性遥 这一年袁我们积极通过转型创
新袁使得传统产业链焕发新的生机遥 各子公司持续开展
创新管控工作袁成效突显遥在加强内部管控的同时袁我们
还大力提升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遥 资金融资方面袁在楼
宝良总的领导和支持下袁 田汉银总积极协调各方资金尧
各子公司老总配合支持袁使集团资金运营安全有序遥

未来袁 我们继续坚持走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道路袁
引进多个战略合作伙伴袁推动集团持续稳健发展遥 前几
日袁我和楼总与世界 500强企业伊藤忠公司的代表们举
行了洽谈袁伊藤忠公司明确表明了希望能够加快推进与
精工的战略合作袁并承诺把国际最顶尖的品牌营销理念
引入佳人公司袁推进双方合作共赢的局面遥还有袁九仙尊
近期也在积极寻求战略合作伙伴袁力拓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遥 绿色产业在集团未来发展中表现出势头强劲的态
势遥与此同时袁我们也要对传统型尧零散型的产业进行整
合袁做好产业加减法袁以高质量发展赢未来遥

今天袁我们分享了 2018年的成绩袁各子公司经营层
负责人也明确了 2019年的奋斗目标遥展望未来袁面对新
的挑战和目标袁我有几点希望想与大家分享遥

一是拥有翻篇归零的心态

2018年的成绩已属于过去袁新的竞争已经开始袁我
们要有野元旦就是起跑线袁1月就是第一棒冶的紧迫感袁
不要把工作野年后再说冶挂在嘴边袁过了年 2月就过去
了袁3月调整调整袁一年的 1/4就没有了遥 如果过去我们
做的还不够好袁现在翻篇归零就是机会遥当下袁我们要做
的就是调整好姿态袁树立野开局就要攻坚袁起步就要冲
刺冶的精神袁理清思路袁激发激情袁再创新绩遥

二是强化执行落地的理念

既然 2019年的工作目标已经明确袁 我们要做的就
是踏踏实实袁一步一步袁一项一项的去落实遥作为领导干
部袁尤其要以抓铁有痕尧踏石有印尧攻坚克难尧勇于担当
的精神开展工作遥一分部署袁九分落实遥很多时候袁在工
作中袁我们对待问题的态度袁取决于我们能否执行的关
键因素遥 我们要把公司问题当做是你发挥作为的机会曰
把部门问题当做是我们提供业务的机会曰把自己的问题
当做是我们成长的机会曰把同事的问题当做是你提供支
持的机会袁融洽同事关系的机会曰把领导存在问题当做
是你获取信任的机会曰把竞争对手的问题当做是你变强
的机会遥如果袁我们都是以这样的心态面对问题袁相信任
何问题在我们面前都会迎刃而解遥

三是坚持以结果为导向的观念

在精工袁我们一直强调袁野只为成功找方法袁不为困
难渊失败冤找借口冶遥 我们要把业绩就是尊严的观念从上
到下树立起来袁只讲结果不讲过程袁没有功劳袁苦劳就是
白劳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袁没有同情弱者的说法遥因为
不管你多么辛苦忙碌袁如果没有业绩袁缺乏效率袁那么一
切辛苦皆是白费袁一切付出都没有价值遥

我们追求正果袁 反对只谈不做袁 也反对做而无
效袁没有业绩袁没有认可遥 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指挥袁
我们更需要指挥者到一线去袁 听到市场的枪声尧炮
声袁你才能做出自己的业绩遥 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
下袁希望全体精工人都能树立靠业绩说话袁以结果为
导向的观念遥

四是树立担当有为的好干部

好干部自身具备的素质遥好干部一定是把责任看作
是机会袁把责任当作使命袁责任是他最好的驱动力曰好干
部是他遇到问题不会绕道走袁只会逢山开路尧遇水搭桥袁
只会披荆斩棘袁杀出一条血路曰好干部是要有罗文的精
神袁使命必达曰好干部是经常把荣誉分给下属袁把责任担
在自己身上遥 只有拥有这种胸怀的领导袁才有可能培养
出优秀的下属遥

好干部要学会想方设法逼出下属的能力遥在现在的
环境中袁你要么变成狼袁要么就被狼吃掉袁看上去残忍的
考核袁巨大的业绩压力袁只会激发你变得更强大遥在这种
环境下袁最不给员工安全感的公司袁其实给了大家真正
的安全感袁因为逼出了他们的强大袁逼出了他们的成长袁
也因此有了他们的未来遥因此袁我也提醒下各位领导袁如
果你真的爱护下属袁关心你的下属袁就应该考核他袁以高
目标尧高要求尧高标准逼他成长遥我们需要的是狼一样的
团队袁而不是一帮小绵羊尧老油条尧小白兔遥领导忙死袁下
面闲死遥作为下属袁你也应该明白袁对你严格要求的领导
才是帮你成长的好领导遥 因为只有使我痛苦者袁必使我
强大浴

在新的一年里袁希望精工人继续发扬敢于负责的担
当袁敢为人先的创新袁保持一丝不苟的作风袁一诺千金的
忠诚遥 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袁2019年袁我们定会取得
更闪耀的成绩遥

最后袁祝全体精工人袁新年快乐尧工作进步尧身体健
康尧阖家幸福浴

敢担当 勇创新 强执行
要要要集团董事长方朝阳在精工控股集团 2018年度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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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经营绩效奖 /最佳绩效总经理 最佳持续盈利奖 /优秀总经理 年度重点专项奖

最佳团队奖
优秀高管

顾日强 佳宝新纤维副总经理
他始终坚持走产品创新之路袁全年共开发新产品 116只袁现金流提升 928

万元遥 在节能技改方面袁全年节省费用超过 120万元遥

朱银春 墙煌彩铝副总经理
他带领墙煌彩铝幕墙事业部提前完成挑战净利润指标遥 同时拿下国家网

络安全基地等多个优质大型项目袁为公司树立品牌遥

戴亚峰 九仙尊副总经理
他是产业旅游营销创新的实践者袁 利用有限的资源快速实现九仙尊文化

谷接待开放遥 并多次斩获行业和省市科技奖励遥

楼宝良 佳人新材料董事长
他是不怕摔跤尧不恋襁褓的实干家袁生产有方袁管理有道遥 2018年袁他带领佳人实现营业收入 4.4亿元袁管理利

润 5025万元遥 他让佳人成为精工发展新兴产业当之无愧的奠基石袁更担当起循环经济的主角遥

陈国明 墙煌新材料总经理
郭永忠 装备科技总经理

进字当头袁他们带领企业历尽市场的考验袁以一连串大刀阔斧的改革袁走出企业的路广地宽遥 栉风沐雨袁春华秋
实袁墙煌新材料拓思路尧强品牌袁持续盈利 15年曰装备科技抓实干尧连创利袁连续三年持续盈利遥

最佳创新集体奖 安全环保示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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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佳优秀经理 /优秀项目经理

刘晓燕 控股本级财务管理部资金经理
作为融资经理袁她积极寻找银行资金袁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

保资金周转安全有序遥

杨家欢 墙煌新材料人力资源部副经理
无论是 2019年校招项目袁还是集团双通道体系建设袁他都能积极

建言献策袁他是优秀青年队伍中的先进分子袁为公司奉献自己的青春遥

官军 佳人新材料重合分厂副厂长
他永不止步学习袁创新降本增效袁创造出世界一流环保切片遥

古铁山 金刚幕墙技术部经理
他工作认真负责袁迎难而上袁勇挑重担袁不计个人得失遥

李仁福 墙煌新材料采购部经理
他新开发供应商 10家袁下降成本 215万元曰通过现金压价等

多种方式袁下降成本 302万元遥

王青芳 建筑事业部财务部经理
她始终以公司利益为重袁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执行力袁严格把

控公司各项工程款的支付遥

袁仁会 墙煌彩铝外贸部副经理
他超额完成全年销售指标 130%袁通过创新管理袁毛利额与去

年同期相比提升 49%遥

黄立刚 佳人新材料纺丝分厂厂长
他始终不俱艰难袁从设备安装袁到开机调试投产袁再到产品的

创新转型袁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公司盈利遥

董永春 装备科技钢构事业部厂长
他通过技改袁有效提高工序生产效率袁2018年完成产量 3.66

万吨袁超额完成任务遥

胡荣寿 建筑事业部项目经理
他以专业化尧规范化的管理方式袁积极回收工程款袁全年无拖

欠民工工资现象发生遥

刘光华 金刚幕墙项目经理
他始终严格控制项目施工质量袁高度重视项目施工安全管理袁

2018年未发生安全质量事故遥

张亚健 佳宝新纤维副总工程师
他紧抓色丝改造效率袁 使得公司的差别化产品在市场占比上

逐年递增 10%遥

张束珍 皖西宾馆客房部副总监
她是成本管控的先行者袁通过优化易耗品等措施袁实现部门年

度利润率同比增长 0.8个百分点遥

程国芬 九仙尊绍兴分公司副总经理
作为一名跨行业的工作者袁 她脚踏实地学习石斛业务袁2018

年九仙尊绍兴分公司实现回款额 120万元遥

章燕 精工商管公司运营部副经理
她成功完成园区 117 名商户招商及管理工作袁 实现全年

1500万元租金收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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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先锋 /营销状元

林少冰 金刚幕墙
2018年他完成幕墙施工项目业绩指标 3.7亿元袁业绩完成率达

150%遥

王宝健 佳宝新纤维创新研究院主任工程师
他突破自卷曲尧超无光产品可纺性关键技术袁形成胖瘦丝尧超无

光尧色丝等大类新产品袁创造现金流 380多万元遥

凌荣宝 金刚幕墙工程技术中心设计师
他深入研究 BIM技术袁为公司承接场馆类袁异形类项目提升技

术竞争力遥

邵荣军 装备科技电工工厂技术总工
2018年他签订 290余万元游乐设备订单遥 他主导完工的 7套

游乐设备袁验收合格率达 100%遥

谢建娟 佳宝新纤维
她连续 12个月蝉联销售冠军浴 涤丝总销量达 3.4万吨袁全年业

绩同比增加 12%遥

十佳优秀员工

唐利英 控股本级
无论是野创新精工冶袁还是内控体系建设小组袁作为

其中的一员袁她始终全心全意为集团开拓创新项目遥

汪萍 金刚幕墙
她在标书制作的岗位上奋斗了 11年袁 先后

参与金刚幕墙几百项的投标项目遥

赵文龙 建筑事业部
2018年他参与投标项目 15项袁 中标 9项袁

中标金额达 6.3亿元遥

徐作全 佳宝新纤维
他严格执行作业标准化袁严把质量关袁在车间

考核管理评比中袁成绩位列前茅遥

汪厚胜 墙煌彩铝
他通过优化生产订单排序袁全年生产总成本同比

下降 25%曰通过设备技改袁全年水费同比下降 10%遥

何杨炉 装备科技
他善于改进工艺袁通过增加螺纹孔袁延长模具

寿命袁提高生产效率遥

刘耀晓 墙煌新材料
他敢于创新袁 改革工装夹具袁2018年为公司

节省成本达十余万元遥

郭明珠 皖西宾馆
她带领班组完成年度散客收入 160万元袁居

各小组榜首袁同比增长 14%遥

程玉婷 霍山置业
2018年她协助营销部完成签约 7600万元袁

收回拆迁户房票款 138万元遥

郭亚君 佳人新材料
2018年他累计完成销售总量 2900吨袁开拓

新客户约 234家遥

李丽丽 九仙尊
她全力配合公司开展高端客户基地游的实施

规划袁全年完成园区接待 180余批次遥

巴太 振能石油
他成功延期石油勘探特许证尧 取得环境部

2018年度环保计划审批遥

李维 世纪房产
他完成 15家商户签约袁合计金额160万元袁重点

推进古玩城的销售拓展袁实现销售总额达380万元遥

石学军 盘锦置业
他通过与供水公司积极沟通袁减免水表箱的主材

费用袁为公司节约成本约 1.4万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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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单位院绍兴日报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周期院每月一期 印数院1800

1月 26日袁野勇担当 强执行冶要要要精工控股集团表彰大会暨新
年酒会在绍兴开元名都大酒店圆满落幕遥 精工控股集团及各子公司
中高层领导尧先进集体代表尧先进个人以及各子公司员工代表等三百
六十余人出席大会遥

一年辛勤拼搏袁凝结丰硕成果袁伴着振奋人心的鼓声袁先进代表
们走进会场袁开启本届先进的荣光之路袁让在场的精工人热血沸腾遥

表彰会上袁精工控股集团总裁楼宝良先生作了 2018年度工作报
告袁并为各子公司授予战旗遥金戈铁马闻战鼓袁只争朝夕启征程遥各子
公司总经理接过鲜红的旗帜袁就是接过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袁这是一
份荣誉袁更是一份重托和厚爱遥2018已成为过去袁2019已向我们阔步
走来袁当楼总从精工控股集团董事长方朝阳先生手中接过野80亿冶大
旗的那一刻袁标志着新的征程全面开启袁战火已经点燃袁精工人向着
目标发起挑战浴

表彰先进 鼓舞斗志
为了表彰先进尧鼓舞干劲袁大会设置了十佳优秀员工尧优秀经理尧

优秀项目经理尧科技创新先锋尧营销状元尧优秀高管尧最佳团队尧重点
专项尧最佳创新集体尧安全环保示范单位尧最佳持续盈利尧优秀总经
理尧最佳经营绩效尧最佳经营绩效总经理等奖项袁对 2018年度表现突
出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进行了隆重表彰遥

精心设置的各大奖项袁既表彰了忠诚敬业尧无私奉献的榜样袁又
树立了锐意进取尧开拓创新的标杆曰既传递了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袁
又激发了全体员工的工作干劲遥

精工控股集团董事长方朝阳先生在表彰会上作了题为 野敢于担
当 勇于创新 强化执行冶的重要讲话遥 他在讲话中表示袁2018年袁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袁精工人聚力前行袁敢担当袁强执行袁
控股集团多元化板块产业取得的不俗成绩袁 依靠的是全体精工人辛
勤地付出袁由此表示感谢遥

他在讲话中指出袁展望 2019年袁集团将继续坚持走绿色环保的
产业发展道路袁引进多个战略合作伙伴袁推动集团持续稳健发展遥 面
对未来新的挑战和目标袁他特别提出了四点希望与大家分享院一是拥
有翻篇归零的心态遥成绩属于过去袁新的竞争已经开始袁要树立野开局
就要攻坚袁起步就要冲刺冶的精神袁激发激情袁再创新绩遥 二是强化执
行落地的理念遥 一分部署袁九分落实遥 面对新目标袁需要调整积极心
态袁踏石有印尧攻坚克难尧勇于担当的去落实遥三是坚持以结果为导向
的观念遥 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袁始终树立业绩就是尊严袁一切以
结果为导向的观念遥四是树立担当有为袁开拓进取的好干部遥好干部
不仅需要自身具备过硬的素质袁还要学会想方设法逼出下属的能力遥

最后袁 方董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袁 精工人继续发扬敢于负责的担
当袁敢为人先的创新袁保持一丝不苟的作风袁一诺千金的忠诚遥在全体
精工人共同努力下袁取得更闪耀的成绩遥

载歌载舞 精彩纷呈
新年酒会上袁开场舞叶旗开得胜曳拉开了此次酒会的序幕袁战旗声

声扬起盛世欢歌袁豪情壮志舞出了精工人直面挑战的决心曰由墙煌新
材料同事带来的越剧叶我家有个小九妹曳展现了精工人在戏曲艺术方
面的多才多艺袁赢得全场喝彩一片曰双佳公司姑娘们的爵士舞叶舞动
新时代曳描绘了 80尧90后精工人的时代朝气和青春魅力曰最后袁一首
叶真心英雄曳袁 更是以高亢的歌声唱出了精工人奋斗的激情与无悔的
初心遥

举酒敬天袁天赐福遥 捋酒敬地袁地生财遥 天地人合袁人长寿遥 本次
酒会的祝酒仪式袁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遥 饮酒台上袁各位领导开启
封酒的红绸袁将美酒倒入酒碗之中袁与现场全体同仁共同举杯祝福精
工新的一年豪情壮志袁福醉天下浴

吃一块福糕袁品一份年味袁纳一份福气遥 今年酒会把这一份承载
着祥瑞喜气的野祥云步步糕冶送到每一个人手里袁寓意新的一年万事
步步高遥 现场超级丰厚的大礼袁回馈辛苦一年的员工朋友们袁惊喜连
连在觥斛交错间袁人尽其兴遥

携手欢歌袁举杯畅饮袁在大家的欢笑声中袁年会晚宴完美落幕遥
瑞气呈祥舒万物尧同心同德开新局遥
新的时代已开篇袁 新的征程再踏上遥 在 野敢于担当 勇于创新

强化执行冶的战略精神指导下袁面向新的壮阔征程袁精工人将以更强
劲的力量携手奋进创新貌袁同心同德铸辉煌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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