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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功集团召开第五届
董事局、监事局第一次会议

本报讯渊通讯员 彭辉冤
1月 9日袁浙江省副省长尧
省公安厅厅长王双全莅临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
司调研遥浙江省环保局尧浙
江省经信局相关负责人参
加调研袁绍兴市副市长尧公
安局局长俞流江袁 会稽山
绍兴酒董事长金建顺尧总
经理傅祖康陪同遥

王双全副省长先后参
观了绍兴黄酒小镇客厅袁
并深入车间现场参观了解
会稽山智能化酿造及灌装
物流自动化生产线袁 听取
会稽山黄酒产业园总体规
划设计的情况汇报袁 了解
绍兴黄酒的历史文化尧酿
酒工艺尧 营销推广以及养
身价值功能遥

调研中袁 王双全副省
长不时驻足停留袁 饶有兴
致地了解黄酒酿造的每一
道工艺环节袁 对会稽山秉
承野传统工艺尧现代装备尧
智能控制尧绿色精酿冶酿酒
理念袁以食品安全为核心袁
建成国内首条黄酒智能化
酿造生产线袁 引领绍兴黄
酒产业转型升级的举措给
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遥

最后袁 王双全副省长
殷切寄语金建顺董事长和
傅祖康总经理袁 黄酒历史
悠久袁是历史经典产业袁要
传承好袁发扬好曰希望会稽
山在传承创新绍兴黄酒产
业的新进程中发挥好标杆
示范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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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洪祥冤 1月 13日袁 精功集
团召开第五届董事局尧监事局第一次会议遥 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叶选举第五届董事局主席尧执行主席尧副主席
和董事局秘书曳叶选举第五届监事局主席曳 的议案曰审
议了叶2019年度精功集团工作指导方针尧组织架构及
总部部门职能说明曳和叶聘任集团经营层组成成员及
工作分工等情况曳的议案遥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由九位董事组
成院金良顺为主席袁方朝阳尧孙建江为执行主席袁金建
顺尧孙卫江为副主席袁高国水尧邵志明尧傅祖康尧金力为

董事袁朱江琴为董事局秘书曰第五届监事局由五位监
事组成院孙关富为主席袁金越顺尧吴海祥尧陈水福尧孙国
飞为监事遥

会上袁集团野5+2冶产业板块主要负责人汇报交流
了 2018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和 2019年度工作计划遥
金良顺主席对集团野5+2冶产业板块在 2018年取得

的成绩予以肯定袁 并对 2019年度的工作提出目标要
求遥 他指出袁新时代呼唤新气象袁2019年集团将开启下
一个 50年的发展历程袁新一届董事局将继续保持包容
开放的心态袁支持管理团队创新发展袁持续提升集团核

心竞争力曰同时袁集团全体董事将继续发扬勤勉尽职的
工作作风袁为精功的百年征程而不懈努力浴

金良顺主席强调袁2019年有挑战也有机遇袁集团
上下要进一步增强信心尧苦练内功尧瘦身强体尧提升效
益曰要发扬精功人团结奋进尧开拓创新的创业精神袁一
起拼搏袁一起奋斗袁全力以赴迎接挑战尧克服困难袁为
精功集团后 50年的发展开好局起好步袁 以优异的成
绩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浴

第五届董事局尧监事局第一次会议前袁召开了精
功集团 2019年第一次股东会遥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栋冤 1月 25日袁精
功集团召开 2018年度总结表彰大会遥集团党
委书记尧 董事局主席金良顺出席会议并作重
要讲话袁集团党委委员尧董事局执行主席尧集
团执行总裁孙建江主持会议遥集团党委尧董事
局尧监事局尧经营层尧下属企业高管团队尧集团
管理总部全体干部员工及下属企业员工代表
共 300余人参加会议遥

会议以回眸片的形式回顾了 2018年度
集团管理总部及下属各产业集团和产业板
块取得的工作成绩及亮点袁并隆重表彰了精
功集团 2018年度先进集体和个人遥

精工控股尧会稽山尧精功通航尧精功复材
四家企业荣获野卓越成果奖冶曰佳人新材料尧精
功科技尧 会稽山尧 精功碳纤维四家企业荣获
野创新突破奖冶曰精工钢构尧精功科技尧佳人新
材料三家企业荣获野年度贡献奖冶遥 集团党委
书记尧 董事局主席金良顺先生为获奖企业颁
奖遥

王国平尧沈伟尧孙国飞尧冯斌荣获野精功航
天产业发展特别贡献奖冶遥 集团党委委员尧董
事局执行主席尧执行总裁孙建江为野精功航天
产业发展特别贡献奖冶颁奖遥

朱江琴尧陈树豪尧刘中华尧卫国军尧陶新
功尧章晓光尧窦玺尧孙兴祥尧张继涛尧高伟明荣获野精鼎
奖冶遥 集团党委委员尧董事局副主席尧会稽山绍兴酒董事
长金建顺为野精鼎奖冶颁奖遥

潘洪平尧符学州尧齐三六尧胡军尧夏荣祥尧张传伟尧张
立森尧戈家荣尧陈志炎荣获野精英奖冶遥 集团党委副书记尧
董事局副主席尧精功碳纤维产业董事长孙卫江为野精英

奖冶颁奖遥
精功渊绍兴冤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伟代表

先进个人发言遥
随后袁集团董事局董事尧常务副总裁尧精功杭州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力袁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执行董
事长孙关富袁精功科技总经理吴海祥袁会稽山绍兴酒总

经理傅祖康袁精功碳纤维产业副董事长夏建明袁精功通
航总经理张明定袁中云精功数据系统董事长高伟明分别
代表集团管理总部和各大产业板块作表态发言遥

最后袁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局主席金良顺代表集团
党委尧第五届董事局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遥 他指出袁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的开局之年袁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袁也是精功集团创立 50周年遥 回顾这一
年袁精功大事多尧喜事多袁在全体精功人的共
同努力下袁圆满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袁也涌
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遥 特别是集团管理总部
和各大产业板块主要负责人的表态发言袁有
信心尧有目标尧有计划尧有步骤尧有措施袁为奋
战 2019年开了一个好头袁 希望大家围绕集
团战略要求和各自工作计划袁 大胆工作袁积
极创新袁做到善谋善为袁善作善成浴

金良顺主席强调袁2019年袁 面对复杂多
变的经济形势袁 实体企业面临的压力和困难
也会越来越大遥大家要认真分析形势袁进一步
增强发展信心袁 从提高思想认识中保持发展
的定力袁从经济周期规律中把握发展的关键袁
从危机中寻找新的发展机遇曰 要进一步优化
产业结构袁实现高质量发展袁企业的发展战略
要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袁紧盯政策风向袁把
握市场机遇遥

金良顺主席还详细解读了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和集团 2019年工作指导方针尧部署
了重点工作遥 他指出袁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袁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袁中
央确定经济工作还是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
调遥 野稳冶可以说是中央对新一年经济工作最

基本的要求遥各产业集团尧产业平台尧集团职能部门要围
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和集团 2019年野改革创新袁
聚焦主业曰发挥优势袁整合资源曰财务导向袁业绩为先曰凝
心聚力袁再谋新篇冶32字工作指导方针袁稳中求进袁进中
求好袁持续推进管理创新袁持续提升盈利能力袁确保集团
健康平稳发展遥

精功集团举行 2018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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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9日袁中
国电信浙江公司和
精功集团正式签署
了精功杨汛桥云计
算中心合作协议遥

第 期1精 功·专 版 JINGGONG GROUP NEWSPAPER版4

地址院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金柯桥大道 112号精功大厦 18F 电话院0575-84138666 邮箱院newspaper@jinggonggroup.com

10月 19日袁精
功集团举行创立
50 周年纪念大会遥
来自各级政府尧行
业协会尧高校尧金融
界尧 企业界尧 新闻
界 尧 合作单位的
900 余位领导 尧嘉
宾和外国友人出席
纪念大会遥

11 月 2 日袁浙
江省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新时代优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表彰大会
在省人民大会堂召
开遥精功集团党委书
记尧董事局主席金良
顺出席会议并被授
予野新时代优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冶称号遥

10月 24日袁由
精工国际承建的港
珠澳大桥香港旅检
大楼正式启用遥 香
港旅检大楼建筑面
积达 9 万多平方
米袁 大楼楼顶为波
浪形设计的天幕袁
是港珠澳大桥的重
要组成部分遥

6 月 14 日袁第
五届 野中国十大纺
织科技奖冶 榜单揭
晓袁 浙江佳人新材
料有限公司的废旧
纺织品化学法高质
化循环再利用项目
艳压群芳袁荣膺野中
国十大纺织科技
奖冶榜首遥

7 月袁 由精功
科技和永虹股份共
同研发的有效幅宽
1米碳纤维微波石
墨化生产线取得重
大突破袁 整线主要
技术填补国内空
白袁 已成功完成了
该生产线的各项研
发试制工作遥

11月 30日袁会
稽山绍兴酒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的
野年产 10万千升黄
酒后熟包装物流自
动化技术改造项
目冶 在湖塘厂区建
成并正式投产运
行遥

11 月 6 日袁精
功通航携GA8飞机
亮相第十二届中国
国际航空航天博览
会袁并中标国家体育
总局 10 架 GA8 飞
机订单遥

9月袁精功渊绍
兴冤 复合材料有限
公司获得第七届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
渊浙江赛区冤暨第五
届浙江省野火炬杯冶
创新创业大赛新材
料行业总决赛成长
企业组二等奖遥

9月 5日袁精功
杭州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在杭州钱江新
城正式开业袁公司力
求通过金融服务和
产业投资袁以产业基
金尧股权投资尧金融
租赁等金融工具优
化集团资产质量袁推
动实现产业稳健升
级与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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