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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梅凌雪尽袁黄耳报春来遥 值此新春佳
节到来之际袁我谨代表集团董事会向莅临大
会的各位嘉宾尧 各界朋友表示最热烈的欢
迎袁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浴 向长年奋斗在各
个岗位的金厦员工袁 向获得先进荣誉的集
体尧个人袁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浴

2017 年是一个特别值得铭记的年头遥
一年来袁 面对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 野新常
态冶袁面对结构性供给侧改革袁我们坚定发展
目标不动摇袁 制定了集团新的五年战略规
划袁通过深化改革尧强化管理尧有效应对袁集
团年度整体战略目标基本完成遥

2017 年是一个特别值得总结的年头遥
一年来袁我们坚持多元发展与重点发展相结
合袁迎难而上尧奋发有为袁集团各板块业务发
展呈现诸多亮点遥集团制定了新的五年战略
规划并推广了全员考核袁义乌砼产值利润均
超奋斗目标袁 江晨砼新场地建设即将完工袁
金华和兰溪完成行业平台搭建袁银湖城与中
梁合作完成二期清盘袁溪西帝景二期顺利交
付袁阳光绿洲地块开发已经启动遥

2017 年是一个特别值得分享的年头遥
一年来袁我们坚持企业发展与个人发展相结
合袁涌现了一批扎根金厦尧锐意拼搏的先进
集体尧先进个人遥集团延续了野浙江省著名商
标冶袁新获得金东区野和谐企业冶荣誉遥江晨砼
柴长春获得了省技能比武大赛个人优胜奖袁
衢州砼张邦平在国家级刊物叶建筑学研究前
沿曳上发布叶浅谈建筑工程中钢筋混凝土施

工技术的运用曳一文袁金厦物业叶卫星冲进
火场英勇救人获得野金华好人冶尧野见义勇为冶
等荣誉并被央视等媒体报道遥

正是新年春好色袁百舸争流我为先遥 当
时间的高铁驶入 2018年袁 我们金厦再次站
在了改革发展的关键节点袁这一年改革会全
面深化尧发展要更加多元尧转型将不断加快遥
我们要紧紧围绕野五年战略规划冶提出的目
标袁以深化改革为主动力袁突出转型升级袁建
材板块要不断扩大既有的市场规模袁不断延
伸拓展产业链袁持续稳固金厦商品砼浙中西
第一的市场地位曰商业板块要突出金厦帝壹
城的区位优势尧文化优势和服务优势袁强力
推进商业业绩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袁不断扩大
帝壹城的品牌影响力和综合盈利能力曰房产
板块要加快去库存袁 尽快完成项目清盘袁同
时积极寻找新土地袁开发合作新项目袁促进
金厦房产持续稳定发展遥集团层面要大力改
革薪酬体系尧绩效考核尧股权激励尧制度管理
等各项机制袁众志成城应对挑战袁凝心聚力
破解难题袁奋发有为加快创新遥

野一分部署袁九分落实冶遥 2018年是金厦
的突破发展之年袁 我们要牢固树立危机感尧
紧迫感尧责任感和荣誉感袁秉承实干兴企的
金厦精神袁撸起袖子加油干遥 我们要大刀阔
斧进行改革创新袁要坚定不移地推动股权激
励袁要严抓考核落实袁要在发展中求突破袁在
突破中促成长袁要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广大
客户尧股东尧员工及社会创造卓越的价值袁着

力将金厦打造成受社会尊敬的浙江省著名尧
全国知名的集团企业遥

今年是农历狗年袁我在这里送大家一副
春联院

上联院凯歌辞旧岁袁丰年飞瑞雪曰
下联院骏狗迎新春袁盛世展宏图遥
横批院勿忘初心
并祝金厦集团兴旺发达尧基业长青浴 祝

关心和支持金厦事业发展的各位领导尧朋友
及金厦同仁们生活幸福尧吉祥如意浴

正是新年春好色
集团董事长 蒋顺江

新年致辞



贺先进·迎新春 本版编辑院黄 璐
投稿邮箱院1581564741@qq.com版 1期

核心 价 值 观 ：客 户 至 上 诚 信 为 本 持 续创 新 行 业 领先 广 铸 金 厦 社会 责 任：提 升品 牌形 象 ，打 造 百 年 金 厦 ，致 力 社 会 公 益 ，助 推 经 济 发 展 。

金厦集团 年员工春节联欢晚会剪影

三
个
特
别
奖

蒋董为特别贡献奖获得者徐浩颁奖 蒋总为御江帝景物业保安叶卫星颁发野最美金厦人冶荣誉蒋总为集团审计监察部邱新菊颁发野年度金厦正能量冶奖

集团总裁蒋晨虹公布 2018年各板块责任与目标遥

商业团队表态宣誓院正年轻袁耀帝壹浴 金厦商业向
董事会尧全集团郑重承诺袁保证百分百完成年度目标袁
打造浙中购物中心领导者袁凝心聚力尧共铸帝壹尧展望
未来尧永不止息浴

房产团队表态宣誓院我们向董事会尧向集团郑重承
诺袁尽快完成清盘袁快速回笼资金袁外树品牌尧内强管
理袁将金厦打造成金华老百姓信赖的品牌遥建材团队表态宣誓院我们向董事会尧向集团郑重承诺袁保证按计划

全面完成集团下达的年度目标袁为冲刺五年战略目标打下扎实基础遥

目标责任书签订 互动抽奖

先进颁奖盛典

文艺汇演

审计监察部的邵霞燕尧汤建颖袁法务部的
张星及金华砼的钱昊旻带来诗歌朗诵叶金
厦赋曳

名珏装饰蒋岸伟尧包潇鹏带来歌曲叶悟空曳 由帝壹城道恩健身带来的爵士舞
叶word up曳

集团采购部周跃明女儿周奕琳的芭蕾
舞叶舞姬曳

江晨砼刘玲媛的女儿许可带来拉丁舞

叶最美空姐曳
帝壹城剑之道的剑术表演叶帝壹剑士曳

在文艺节目开始之前袁蒋总在微
信群中给大家发了 200个红包遥

游戏比赛

猜歌名大赛 高阶摞杯子

惊喜大奖
新 加 坡 尧
印度尼西
亚要民丹岛双
人双飞 4 晚 6
日游

特等奖
厦门高
铁双人
往返三日游

集团董事长蒋顺江先生作新年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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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29日袁金华市散装水泥发展与应用协会
第二届会员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顺利召开遥会上袁集团董事
长蒋顺江当选协会理事长并讲话遥会议还宣读了 2017年度
散装水泥发展与应用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名单袁 并授牌颁
奖遥 其中袁金华市诚骏建材有限公司尧义乌市金厦商品混凝
土有限公司尧 永康市永捷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获得野2017
年度先进单位冶袁金华市金厦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总经理盛
志坚获得野2017年度先进个人冶遥 渊集团总裁办 黄璐冤

董事长蒋顺江
当选市散协理事长

本报讯 1月 19日袁在金华市预拌混凝土尧砂浆质量
专项检查情况通报会上袁 义乌市金厦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试验室尧 金华市诚骏建材有限公司试验室荣获金华市预拌
混凝土企业野标准化试验室冶称号遥 渊集团总裁办 黄璐冤

义乌砼、诚骏砼获
市标准化试验室荣誉

本报讯 1月 25日下午袁野德润大地 美丽金东冶2017年
度最美人物表彰大会在中国婺剧院拉开帷幕遥金东区委书记
程天云等领导出席会议遥 御江帝景物业保安叶卫星获得
野2017年度金华好人冶遥大会颁奖词是野车祸现场袁四次冲进随
时可能爆炸的汽车救出伤者袁临危时他们的选择袁让人们看
到了一座城市的良知与温度浴 冶 渊集团总裁办 黄璐冤

物业保安叶卫星
获 2017年度金华好人

本报讯 1月 27日下午 3时袁金厦帝壹城三周年庆野V
你莫属冶 活动拉开帷幕遥首先袁集团总裁蒋晨虹代表金厦帝
壹城全体员工袁对各级领导尧广大消费者尧各级供应商及社
会各界人士长期以来对金厦帝壹城的大力支持与厚爱表示
衷心感谢袁也对帝壹城过去三年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遥
她表示金厦帝壹城将继续加强与供应商的合作袁不断拓展尧
创新服务袁引领时尚消费新体验袁打造城市商业地标和品牌
商业标杆袁开创金华乃至浙中商业主题化的新时代浴
在庆典现场袁集团副董事长周小芬尧金厦商业总经理盛文

娟尧千物洋堂精品超市胡有伟等人分别致辞遥 随后一起切开象
征美好祝福的长达 18米的生日蛋糕遥除了巨型生日蛋糕袁现场
还有 75公斤重型蓝鳍金枪鱼尧 巴厘岛进口蓝色可乐以及帝壹
城内各餐饮品牌招牌美食邀请广大市民免费品尝遥 金厦帝
壹城作为浙中首创滨水景观商业体袁 一直致力打造品质型
互动型购物中心袁 朝着成为社区生活的新鲜引擎而不断创
新升级遥自开业以来袁帝壹城一直在积极进行着创新探索与
尝试袁打造合理的商业布局遥 在业态的规划中袁在品牌的选
择上袁力求精品袁以此为金华带来全新品质生活方式遥 通过
三年努力袁帝壹城在金华树立了优良的购物中心形象袁也收
获了良好口碑遥
此次帝壹城三周年庆将会持续一个月遥期间袁新注册帝

壹城 VIP电子会员即可免费领取网红梅子味进口蓝色可乐
一瓶袁更有 VIP积分兑换超值好礼袁帝尊卡 96折购卡满赠
等优惠活动遥 渊金厦商业 钱明晟冤

金厦帝壹城
三周年庆“V你莫属”

在发展中求提升 在改革中求突破

集团召开 2017年工作总结暨 2018年工作计划部署会
本报讯 为总结 2017 年度工作成

果袁明确 2018年度工作方向袁2 月 4 日袁
集团组织召开 2017年年终总结暨 2018
年工作计划部署会遥会议听取了集团年
度优秀管理者代表及年度特殊贡献奖
获得者所作的管理经验分享遥会议审议
了集团及下属各板块负责人所作的年
度工作报告遥 会议讨论并部署了集团
2018年的年度战略目标及各板块的重点
工作计划遥

集团董事长蒋顺江尧 副董事长周小
芬袁副董事长尧党委书记张朝树等董事会
领导及顾问出席会议袁并听取了集团高层
的年度工作报告遥 集团总裁蒋晨虹尧常务
副总裁胡毓袁副总裁盛志坚尧徐晓军袁总裁
助理傅融尧徐浩袁集团部门副经理以上尧子
公司总经理助理以上人员袁 共计 50余人
参加了会议遥

会议回顾了 2017年集团及下属各板
块的经营管理工作的完成情况遥 2017年
整个商业发展势头趋好袁金厦商业的营业
收入尧净利润再创历史新高袁与去年同期
比分别增长 123%尧200%遥 房产销售业绩
喜人袁银湖城二期开盘即售罄袁溪西帝景
二期顺利交房袁阳光绿洲地块开发正式启
动遥 建材业务稳定发展遥 销售方面袁义乌
砼公司年度销售量尧净利润与去年同期比
分别上涨 58%尧82.6%遥江晨砼公司年度销
售量尧 净利润与去年同期比分别上涨
21.1%尧157.7%遥 蓝天砼公司年度销售量尧
净利润与去年同期比分别上涨 22.4%尧
28.5%遥技术人才方面袁江晨砼试验室主任
柴常春代表金华参加省比武大赛取得个
人优胜奖遥 衢州砼试验室主任张邦平在
国家级期刊要要要叶建筑学研究前沿曳 期刊
上发表了叶浅谈建筑工程中钢筋混凝土施
工技术的运用曳一文遥 集团坚持向管理要
效益袁2017年制订了五年战略规划并推
广全员考核袁 全年降低贷款总额 1.5亿
元袁合理节省各项税费 500多万元袁监察
并处理各类违规违纪案例 5个袁先后获得

金东区和谐企业尧金华市区纳税超千万单
位袁成功延续野省著名商标冶袁集团董事长
蒋顺江成功当选为野金华市优秀企业家冶遥

会上袁集团总裁蒋晨虹部署了集团和
各板块 2018年度的重点工作计划遥 蒋总
指出袁商业板块要着力理顺机制尧加强团
队建设尧做大做强品牌遥蒋总要求袁房产板
块一方面要加快去库存袁尽快完成现有土
地及存量房的销售和资金回笼遥一方面要
积极对接相关部门袁解决好既有项目的历
史遗留问题遥 蒋总强调袁建材板块作为主
业袁 在 2018年要把加大应收账款回笼力
度袁作为重点工作曰要全面完成砼公司清
洁化改造袁解决困扰建材发展的搬迁土地
和环保问题遥

蒋总表示袁2018 是集团的突破发展
年遥集团要紧紧围绕五年战略目标袁以野改
革尧巩固尧提升尧突破冶为四大方针袁要深化
激励机制改革袁推动各项管理改革袁以提
升精细化管理水平遥要全方面实现经营管
理突破遥 具体包括股权激励要推行尧人才
储备要突破尧建材新项目要增加尧房产土
地要储备尧商业业绩要突破等方面遥会上袁
与会人员分建材尧房产商业两组开展了小
组讨论袁就如何践行集团工作部署尧如何

完成五年战略目标尧 如何提升经营效益尧
如何留住优秀员工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
讨论和交流袁并由各组组长上台作了发言
表态遥

会上袁集团董事长蒋顺江发表了重要
讲话遥蒋董首先代表董事会向与会人员及
全体金厦员工的辛勤付出表示了由衷的
感谢遥 蒋董指出袁2018年的重点工作就是
要改革袁而且是彻底的尧全方面的尧深入的
改革遥蒋董要求袁考核力度要大点袁绩效比
例要高点袁做得好的就要重奖袁让对企业
有感情尧有忠诚度尧有良好业绩表现的关
键岗位人员袁获得企业的股份激励袁分享
企业发展的成果遥 蒋董强调袁集团上下要
统一认识袁形成共同的愿景遥 这个愿景就
是野为客户尧股东尧员工及社会创造卓越的
价值袁 使金厦成为一家受社会尊敬的企
业冶遥

2018年是突破发展之年遥 集团将持
续提升管理水平袁 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创
新袁严抓考核狠抓落实袁全力保障 18年度
目标的完成遥 相信经过一番改革整顿后袁
金厦将会以崭新的面貌袁 崛起于八婺大
地袁迈向五年战略目标遥

渊集团总裁办 柳宁冤

本报讯 为表彰和回馈广大员工
2017年的辛苦付出袁 营造欢乐祥和的节
日气氛袁提升全员凝心聚力的团队精神袁2
月 4日晚上袁集团在江北颐和君悦大酒店
举行了 2017年先进表彰大会暨 2018年
员工春节联欢晚会遥 此次会议是以先进
表彰+文艺汇演+晚宴抽奖的形式呈现袁
陪伴广大员工度过了一个愉快且难忘的
夜晚遥 集团董事长蒋顺江袁副董事长周小
芬袁副董事长张朝树袁集团总裁蒋晨虹袁
副总裁盛志坚尧徐晓军袁总裁助理徐浩尧
傅融等领导出席晚会现场遥

晚上 5点整袁 与会人员首先通过PPT
叶金厦人的 2017曳 一起回顾了集团 2017
年发生的大事件尧 所作的重点工作及获
得的荣誉遥 随后袁为表彰各子公司尧各职
工在 2017年的付出和努力袁举行了 2017
年度先进表彰大会遥 集团领导依次为优
秀宣传员尧服务标兵尧优秀营销员尧优秀
学员尧优秀新人奖尧优秀员工尧优秀驾驶
员尧优秀主管尧优秀部门尧安全生产奖尧规
范化管理奖尧先进集体尧优秀管理者尧特
别贡献奖等 89名员工和 17个优秀部门
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渊具体获奖名单见
本报一版冤遥 当晚集团还颁发了两个特别
的奖项遥 集团总裁蒋晨虹为冲入火海英

勇救人的御江帝景物业保安叶卫星尧与违
规违纪行为做斗争坚决维护企业利益的
集团审计监察部邱新菊分别颁发了野最美
金厦人冶和 野年度金厦正能量冶荣誉证书袁
感谢他们带来的温暖和正义遥 颁奖结束袁
大会还举行了目标责任书签订仪式遥 金厦
商业负责人尧集团常务副总裁胡毓尧集团
副总裁盛志坚分别与集团总裁蒋晨虹签
订 2018年的目标责任书袁 并分别带领自
己的团队宣誓表态袁 积极努力完成 2018
年的目标遥 最后袁由集团董事长蒋顺江作
新年致辞遥

上半场袁严肃的颁奖典礼和目标签订
仪式结束袁下半场的游戏尧娱乐节目和抽
奖活动正式开始遥 首先袁由总裁蒋晨虹在
微信群中为大家发 200个红包袁一个又靠
运气又靠实力的抢红包游戏袁 瞬间点燃
了现场的气氛袁 在场每个人都紧紧地盯
着手机屏幕袁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了袁深
怕眨眼的瞬间红包没了遥 还通过四轮电
子屏幕滚动抽奖袁 为到场的员工们送礼
物遥 大到出国游袁小到电影票袁新加坡尧印
度尼西亚要民丹岛双人双飞 4晚 6日游尧
长虹液晶电视尧美的扫地机尧电压力锅尧电
熨斗尧蓝牙音响尧吸尘器尧充电宝尧电影票
等 56份精美礼品遥就算没抽到奖品袁大家

还可以通过高阶摞杯子尧你比划袁我来猜尧
猜歌名大赛三个游戏来获得由金厦帝壹
城尧 千物洋堂和阳光绿洲赞助的精美礼
品遥 大家都很踊跃地参加了游戏袁现场是
一片欢声笑语遥 猜歌名大赛也让我们发
现了公司里藏龙卧虎许多的 野金厦好声
音冶遥同时袁晚会还准备了许多的节目遥帝
壹城道恩健身带来的爵士舞 叶word
up曳袁帝壹城的剑之道的剑术表演叶帝壹剑
士曳袁 名珏装饰蒋岸伟尧 包潇鹏带来歌曲
叶悟空曳袁集团采购部周跃明女儿周奕琳带
来的芭蕾舞叶舞姬曳袁江晨砼销售部刘玲媛
的女儿许可带来的拉丁舞叶最美空姐曳袁金
厦邵霞燕尧汤建颖尧张星及金华砼的钱昊
旻带来的诗歌朗诵 叶金厦赋曳遥 以上节目
精彩纷呈袁将金厦员工丰富的才艺和良好
的形象展示得淋漓尽致遥

2017 年先进表彰大会暨 2018 年迎
新文艺汇演员工答谢晚宴的圆满礼成袁要
感谢公司的领导和全体金厦同仁的积极
配合袁也感谢各位同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
演出遥 2018年袁新起点新征程袁新向往新
高度袁金厦集团将励精图治尧开拓创新袁锐
意进取尧奋勇向前袁让我们所有金厦人迈
着坚定的步伐袁伴着蓬勃的朝气袁走进满
载期盼的 2018年遥 渊集团总裁办 黄璐冤

集团 2017年先进表彰大会暨
2018年员工春节联欢晚会隆重召开

信心十足踏征程 继往开来启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