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十载风雨兼程，

秉承精业奉献，铸就精功基业；

新时代波澜壮阔，

弘扬工匠精神，再创百年辉煌。

要要要精功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局主席院金良顺

热烈庆祝精功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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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创于 1968年的中国·精功集团，总部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

名城———绍兴。历经 50年的创新发展，精功集团已成为一家高科

技、多元化、外向型的大型民营企业。

旗下拥有多家控股、参股公司，产业基地遍布浙江、北京、上

海、广东、江苏、安徽、湖北、陕西、内蒙古、吉林、河北等省、市（自

治区），已形成了钢结构建筑、装备制造、绍兴黄酒、通用航空、新

材料五大主导产业和金融投资、大数据两大培育发展产业，拥有

精工钢构（600456）、精功科技（002006）、会稽山（601579）三家上

市公司。

半个世纪以来，精功集团始终坚持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

引，紧随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弘扬“精业奉献，功在千秋”的企业精

神和“诚信、信任、合作、共赢”的企业理念，实现“树精功品牌，立

百年企业”的企业宏愿，连续多年入选“中国企业 500强”“中国民

营企业 500强”“中国企业集团竞争力 500 强”“中国诚信企业

1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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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袁绍兴市市长盛阅春同志调研
精功科技

2016年袁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尧九三学社中央主
席韩启德同志调研绍兴黄酒小镇

2010年袁 时任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同志视察精
功集团

2017年袁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同志
调研黄酒小镇

2017年袁 时任浙江省省长车俊同志调研会稽
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的成长，是一个开放、合作、进步的过程。精

功的成长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离不开社会

各界的倾力支持，离不开合作单位的团结协作。这份

浓浓的关怀情，如一缕春风、一泓清泉，激励着精功

人迸发出昂扬的斗志，向着百年精功的既定目标奋

勇前进……

2006年 11月 2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同志参观首届中国浙江工业博览会精功科技展位，

了解企业最新研发的产品设备。得知精功科技在

2005年成功突破无人直升机的关键技术，习近平同

志对精功积极发挥民营企业体制优势和自主创新能

力，为国防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做法予以肯定。同

时，勉励企业要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为核心，进一步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向先进制

造业迈进。

3

1992年袁 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同志视察
绍兴经编机械总厂(精功集团前身)

1995年,时任浙江省省长万学远同志视察浙江
华能综合发展有限公司(精功集团前身)

1994年袁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同志视察绍
兴经编机械总厂渊精功集团前身冤

1997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同
志视察浙江精工集团有限公司(精功集团前身)

1997年,时任绍兴市委书记沈跃跃同志视察浙江
精工集团有限公司渊精功集团前身冤

2007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尧国务院副总理
曾培炎同志视察精功展位

2008年袁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袁中国
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同志视察精功科技

2009年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尧国务院副总理张
德江同志视察精功科技

2012年袁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
邦国同志视察安徽九仙尊霍山石斛产业园

1993年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尧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同志
与金良顺等绍兴企业家合影留念

渊以下按时间顺序排冤

2017年袁 时任绍兴市市长马卫光同志调研浙江
佳人新材料有限公司

1990年袁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
志视察绍兴经编机械总厂渊精功集团前身冤

1992年袁时任绍兴县委副书记尧县长陈敏尔同
志视察绍兴经编机械总厂渊精功集团前身冤

2011年袁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同志视察精
功科技

2016年浙江省委副书记尧 省长李强一行调研
绍兴黄酒小镇建设

年袁柯桥区委副书记尧区长赵如浪同志到
精工钢构慰问精功集团一线职工

2018年袁 柯桥区委书记沈志江同志调研
精功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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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党建铸魂袁匠心筑梦遥 自企业建立党组织以

来袁精功人就立志听党话尧跟党走尧报党恩袁按

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袁 兢兢业业扎根实

体经济袁一心一意谋求企业发展袁积极践行野产

业报国尧惠利民生冶的发展之路遥

精功集团于 1972年建立企业党支部，1997年 8月升

格为党委，并相继成立了党委办和精功党校，建设了集团

党建展厅，进一步提升集团党建工作水平。目前，集团党委

下辖 4个二级党委，1个党总支，21个党支部。2011年，集

团党委成为柯桥区唯一一家省级“双管”非公企业党组织，

相继荣获省“双强百佳”党组织、浙江省思想政治工作优秀

单位、绍兴市五星级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柯桥区五星基

层党组织等荣誉。

在集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集团建立了工会、团委等

完善的群团组织。其中，精功集团工会组织成立于 1986年

9月，于 2004年 10月升格为总工会，下辖 5个基层工会

联合会，22个基层工会，实现了工会组织的全覆盖，积极

发挥企业和职工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荣获全国模范职工

之家、全国职工教育培训示范点、浙江省创建和谐劳动关

系先进企业等荣誉。精功集团团组织成立于 1985年，1997

年升格为团委，下辖 5个二级团委。集团党、政、工、团建立

了职位互兼、工作联动、资源共享、活动联办的党群一体、

上下协同的大党建工作格局，助力企业实现持续健康稳步

发展。

从 2003年开始，集团每年都会举办“精功明月夜”中

秋晚会，由集团干部职工自编自导自演，既丰富了职工的

业余生活，又增进了各下属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更向社

会展现了精功人的风采。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为我国发展确立了新的历史方位。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精功集团将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继续发扬精功人“艰苦奋斗、团

结奋进、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创业精神，全力践行新的

历史使命，奏响精功第二个五十年发展的美丽乐章，为实

现“树精功品牌、立百年企业”的企业愿景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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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精功的成功，始于心而成于行。

1968年，七位心怀梦想的年轻人在西小江畔三间破旧的厂房内开启了创业之路，从箍桶到做木模，从研制手摇

袜机到建造建材机械,从锁定专用装备到进军钢结构建筑，从经营轻纺市场到控股会稽山黄酒，从涉足通用航空到

发展碳纤维新材料……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敢为人先的精功人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勇往直前，在变革中熔铸辉煌，在艰难

中彰显成就。从创业之初确立机械制造为企业的立身之本，到抓住“星火”“火炬”计划实施科技兴企，到通过股份制

改造搭建起产业雏形，再到依托资本市场做大做强主导产业。一部精功的奋斗史、创业史、改革创新史，穿越时空，

一脉传承；一幅艰辛探索、顽强奋进的壮丽画卷，演绎精功 50年的风雨历程和辉煌巨变……

10

精功集团重组锡华航空

改名为精功（北京）通航，

进军通航产业

杨汛桥新一村的铁业组、

新二村的木业组等手工

作坊合并成立杨汛桥人

民公社综合加工厂。

图为：1986年 3月原新二

木业组 7名成员合影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黄

酒行业三家上市公司中唯一一家民

营企业



6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是精功发展的动力源泉。

从企业自创培训班到创建厂办学校以招生代招工；从承担国家星火计划、

火炬计划项目到建立企业研究所；从与知名高校合作办学到与大院名所建立科

研平台……50年来，精功人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以苦为乐、甘

于奉献，成功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科技兴企的发展之路……

在集团科技兴企战略的引领下，各下属企业大力实施技术创新驱动，产品

研发取得新成果，为集团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动力引擎。截止 2017年，精功集

团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8家；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1家，省级企业研究院

1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4家，省级高新技术研发中心 1家，博士后研究工作站

试点单位 1家，院士专家工作站 2家；荣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

数量合计 49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精功钢构荣获 5项、会稽山荣获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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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坚定、踏实、把每一项工作都当成事业来做，精益求精、

追求极致，这是工匠精神的本质内涵，也是精功人孜孜以求

的精神品格。从 1915年为绍兴黄酒夺得第一枚国际金奖，

到入选 G20杭州峰会指定用酒；从 1968年生产单一的纺织

专用装备起家，到如今的全国高端智能专用装备龙头企业；

从成立晓宝建材公司生产轻型夹心板进军建材市场，到钢

结构建筑产业屡夺“世界之最”的桂冠；从成功研制无人直

升机靶机，到承担快舟系列商业火箭项目……精功产业的

每一次跨越式发展，都离不开千万名奋战在平凡岗位上的精

功工匠。

正所谓：巨匠有绝活，巧手铸心工。为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工匠精神，精功集团从 2006年开始举行“精功劳模”评

选，隆重表彰那些为企业发展勤勤恳恳、默默奉献的技术能

手和岗位标兵，每两年评选一届，2016年改为“精功工匠”评

选，至今已评选了 7届，产生了 70位敬业爱岗，精业奉献的

业务骨干。其中，也有不少被上级主管部门推荐荣获更高荣

誉的，他们中有省市区街道各级“劳模”、有浙江省“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也有“浙江工匠”、柯桥区“十大杰出工匠”……

这些劳模和工匠成为了精功产业发展的中流砥柱，是精功百

年基业的奠基石。

野五一冶国际劳动节前夕袁
精功集团举办第一届
野精功工匠冶表彰大会

帝王塔

沙特帝王塔

机柜智能自动化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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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精功集团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承 "源于社会 回报社会 "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积极参与

公益事业，将企业公民的理念延伸至扶贫、教育、体育、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众多领域，累计

捐款捐物近 5亿元人民币，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致力于成为优秀企业公民，赢得了各界的

肯定。相继获得“慈善冠名基金先进奖”“绍兴市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绍兴“慈善之星”

称号、绍兴市“十大经济社会贡献突出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爱心企

业”荣誉、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杰出贡献单位、浙江希望工程 25周年“贡献奖”荣誉；集团董事局

主席金良顺先生荣获“绍兴市慈善奖”、浙江省“希望工程（大学生助学）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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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小江边，拱桥畔，尖尖荷角。
五十载，博弈商海，乘势浩渺。
百年玉液出会稽，千仞帝塔引凤巢。
凭谁知？回首品酸辛，皆珍肴。
单晶硅，热血铸；创机柜，年正茂！
碳纤兴，军民鱼水同袍。
快舟逐河汉迢迢，
银鹰游云月皎皎。
祝千龄，越匠继禹德，功永绍。

章 浩：

岳世洪： 精耕细耘五十秋，硕果累累誉九州。
老骥伏枥志千里，民族品牌数风流。
功成名就无止步，科技创新孜孜求。
励精图治砥砺行，再创辉煌百年悠。

何 聪： 精业奉献五十载，平地楼台心不改，
尽智竭力求精益，克己守性塑匠魂。
而今志同数千万，回望崎岖不觉难。
远眺前路风云现，当铸功业再百年。

周永林： 精业奉献五十载；
功在千秋恒追求；
集合英才人为本；
团结创新展宏图。

50周岁的你曾承载了无数学子的梦想！
50周岁的你曾谱出了动听不朽的篇章！
50周岁的你曾勾画了华夏永恒的蓝图！
50周岁的你曾留下了独特精功人的身影和汗水！
“你”是来自灵魂的烙印，永铭于心。

方赵鉴：

宫瑞君：我们不应该满足于现有的成功，而是以此为基
点，向着新的目标，满怀信心，同心协力，积极进取。再一
个 50年，精功品牌会更靓丽，精功精神将永续传承。50忆
春秋，风华正茂；50载耕耘，硕果累累。恭祝精功早日成为
中国第一品牌公司，在新的征途中再谱新篇！

马颂美：“望过去五十载，多少汗水沉淀了收获的喜悦。展前程
数百年，朝绘新图，夕照辉耀！鲜花烂漫，雀鸟鸣叫！坚如磐石，
精奇功妙！五十年的风霜雨雪，你从冬天走向了春天！五十年
的奋兴振作，你踏着冰层大展鸿图！精业奉献，行至遍地皆暖。
功在千秋，坐看神州之耀。同心祝愿：披荆斩棘，如日中天！乘
风破浪，如鹰展翅！”

朱江琴：精功的明天会更好！

叶妙军：精业奉献，功在千秋。五十年的春秋，风华
正茂；五十年的耕耘，硕果累累。值此精功集团成
立五十周年之际，祝愿“精功航船”：一帆风顺，劈
波斩浪，勇往直前，再创辉煌！

杨国军：沧海桑田五十年，砥砺奋进谱新篇；精业
奉献再出发，功在千秋向百年。

詹 聪：精益求精夯底基，攻无不克五十载，万古
长春创新绩，盛名天下万年隆。

李开源：精于品质稳扎实打半世纪，攻坚克难开拓
创新五十载

部方徽：巧匠打造精功美，精益求精在精功，精功
美名传万里。

陈洁娜：五十年，励精图治；五十年，功在千秋。昨
天的精功历尽沧桑；今天的精功魅力无限；明天
的精功尽显风采！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个五十年
吧！

王 利：“中国梦，精功梦”。五十年的光阴，五十
年的积累。五十年的奋斗，五十年的成就。经历了
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执着坚信，精功集团必将
更加辉煌，传承百年。

王红兵：忆往昔，峥嵘岁月五十载；看明朝，励精
图治更美好。

项 翔：科学创新求发展夯夯实实走流年，
技术人才立研发兢兢业业已半百。

张 会：梦里水乡，青春筑广厦，实践中
成长，五十载“精业奉献”，“精功梦”翱
翔天际。

丁晋富：五十年易春秋，风华
正茂；五十年勤耕耘，硕果累
累。

胡锦源：这是一个里程碑，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启程
……万物之中，成长最美！

王彩弟：忆往昔，风雨兼程峥嵘岁月精功力量；
看今朝，五十华诞与时俱进建设中国。

胡春祥：精益求精五十载，功绩斐然佳绩创，
集贤纳仕意气挥，团结发奋再辉煌。

李陈伟：我虽是精功集团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小旗兵，

但我会用我饱满的激情为她“开疆扩土”。

李琳娜：庆幸与精功相遇相知，愿能与精功相伴相守。

感恩精功五十载，让少年一代能站在工匠的肩膀上，把

酒挽歌，挥斥方遒。

李路杨：励精图治，五十年打拼成就精功梦；功成不居，

脚踏实地打造企业标杆。五十周年来临之际，愿精功集

团扬帆起航，创新不止，为实现百年精功，继续稳步前

行！

李玉现：“风劲潮涌，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更需策

马扬鞭”。让我们一起走进“精功集团 50周年”的精彩，

发现精彩的你！

刘 静：“回首过去，峥嵘岁月欣慰伴身；展望未来，锦

绣前程激情满怀”；成为“精功人”，我感到如此荣耀与

幸运，愿为朴实的砖头，岁月磨砺，为“精功”的大美之

墅，添砖加瓦。

马全利：荣誉属于昨天，奋斗永无止境。精功人创造了

辉煌的 50年，今天又一个大幕开启，在新的征程上，有

机遇也有挑战。我相信，精功工匠精神将永续传承，精

功人定会铿锵前行，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创造奇迹，再

续辉煌！

荣保生：从五十年前的“嗷嗷待哺”到五十年后的“百折

不饶”，精功集团五十周年精彩由“你”，感恩友“你”，感

谢有“你”。

管成杰：同心同力五十载，风雨同舟，共携手建千秋业。

邹艳为：五十年易春秋，风华正茂；五十载耕耘，硕果累
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我们坚信，精功集团
必将在未来取得更辉煌的业绩。

沈栋宇：五十年很短，弹指一挥间；五十年很长，一万八
千二百五十天。半个世纪的精心磨练，铸造出当下如磐
石般稳固的精功。祝愿集团在下一个五十年，依旧如日
方中，朝气蓬勃。向着新的目标，满怀信心，同心协
力，积极进取。

中流砥柱越源起，建功立业九州誉。
五旬华载腾云生，功邦上下呈锦绣。
成业常青信和义，立标树魂赢和煦。
精业奉献扬祥意，功在千秋立德聚。
今朝绸缪风云动，年华美名天下颂。

房建鑫：

匡志勇：五十载，光阴似箭，幸福飞扬，
温馨的蜡烛闪烁光芒，绚丽的鲜花飘
散芬芳，欢快的话语笑声爽朗。祝：精
功生日快乐，展翅翱翔。

王红兵：忆往昔，峥嵘岁月五十载；看
明朝，励精图治更美好。

丁杨娟：最好的时光已在路上，我们的
青春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枯萎，而
精功的百年愿景，必将连同那千千万
万的精功人依旧火热的心———去重新
点燃！

徐淼炎：精诚所至客远朋，功业奉献誉
美名；五千江河煮酒饮，十送祝福期未
来，年年更上一层楼。

倪丹丽：忆往昔，峥嵘岁月五十载；看明朝，励精图治创

新功。

（精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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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功资本

精功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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