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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是绍兴企业的“常青树”

绍兴市委统战部长叶卫红点赞中成
阴本报记者

1 月 2 日，绍兴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叶
卫红一行莅临中成集团调研。中成控股董事
长王永泉、总裁李建明热情接待。
在座谈会上，中成控股集团董事长王永
泉首先对叶卫红一行在新年上班第一天莅临
中成指导表示感谢，并汇报了中成 2019 年
企业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取得的经营业绩成
果，并重点介绍中成在多元发展、市场开
拓、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情况。王永泉指出，
高质量发展的企业体现在“一高一低”两方
面，“高”指的是企业纳税，“低”指企业
负债率。纳税高、负债率低的企业才是理想
的高质量发展企业，王永泉同时建议市委市
政府要在全市正确树立高质量发展的企业典
型。
叶卫红表示，中成作为地方龙头企业，
多年来一直扎根实业，聚焦实业。中成在董
事长王永泉的带领下一路稳扎稳打，已成为
绍兴企业的长青树。叶卫红希望中成能够一
如既往地潜心谋发展，为绍兴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绍兴市副市长邵全卯调研中成
阴本报记者

11 月 28 日下午，绍兴市副市长邵全卯
一行莅临中成集团开展调研活动，市政府副
秘书长施新民，市提升办相关领导以及越城
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参加调研。中成控股董事
长王永泉、总裁李建明、副总裁兼中成热电
总经理陈国龙等领导亲切接待。
邵全卯详细了解中成旗下恒业成有机硅
和中成热电两家公司的运行现状、经营打算
以及改造提升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他表示，
希望中成提高站位、立足长远，主动把握未
来滨海新区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及早调整优
化企业发展规划。邵全卯要求市、区提升办
进一步强化企业对接，科学合理制定“一企
一方案”，确保把当前的生产影响降到最小，
把长远发展规划做到最优。针对中成热电反
映跨区域改造提升带来的区域热力供需变化
问题，邵全卯要求市提升办进一步做好深入
调研，提出优化解决建议。
董事长王永泉向专程来到中成开展调研
的邵全卯一行表示欢迎，并衷心感谢绍兴
市、越城区政府对企业发展的关心。王永泉
表示，中成将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确立发
展战略、明确发展目标，把握未来滨海新区
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做精做深主业，加强管
理创新，坚持高质量发展，增强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为绍兴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推进工业转型升级作出努力。

加强经营管理

2020 年 1 月 8 日

全面提升竞争力

内蒙古恒业成举行2019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阴通讯员

王 飞

1 月 6 日，内蒙古恒业成举行了 2019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会议全面总结了
2019 年度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国内外 形
势，部署 2020 年工作，同时对 2019 年度
企业优秀团体和 个人进 行了 表彰。中成
控股董事长王永泉、常务副总裁蒋伟达，
浙江恒业成总经 理吴忆 南、内 蒙古恒 业
成领导班子成员、各职能部门负责人、
部分 员工代 表共 500 余人 参 加 会 议， 会
议由内蒙古恒业 成党委 书记 寿成伟 主持
会议。
会 上， 内蒙古 恒业 成总经 理 谭志 成
对 公 司 的 2019 年 工 作 进 行 了 总 结 和 回
顾。同时也对公 司存在 的不 足进行 了剖
析 ， 并 确 定 了 2020 年 的 工 作 思 路 为 ：
“加强经营管理 全面提升 竞争力。” 浙
江恒业成总经理 吴忆南 部署 春节前 后重

不忘初心

点工作，集 团公 司常务 副总 裁蒋伟 达报
告了集团整体经营情况，并传达了 1 月 2
日集团年度 工作 会议上 中成 控股总 裁李
建明 关于 《聚焦主 业 专 注运 营 创 新
提升 打 造信用 实现 高 质 量 发展》 的
年度工作报告精神。
会上，中成控股董事长王永泉作重要
讲话。王永泉强调，全体领导干部要提升
知人善用的 用人 能力，要 提升 凡是想 在
前、不一意孤行、言必信、行必果的决策
能力，提升 多面 手，用筹 帷幄 的处事 能
力，以及提升多管齐下的激励能力。
党委书 记寿 成伟指 出， 全体 干 部 要
深入学习、领会并传达此次会议精神，
真抓实干，把 会议 确定的 各项目 标任 务
落 到 实 处。 2020 年 新 的 目 标 已 经 开 始 ，
全体员工必 须要 认真做 好每 项工作，扎
实推动各项管理，推动企业长足进步。

铸新致远

阴通讯员

王

飞

金猪辞岁春光好，瑞鼠纳福气象新。1
月 6 日下午，内蒙古恒业成举办了 《不忘
初心 铸新致远》 2020 年迎新春联欢会。
公司领导及员工欢聚一堂，共迎新春。来
自 10 多个部室、车间的 90 余名员工参加
了演出，歌舞、小品、魔术等 15 个节目交
替穿插，精彩呈现。公司员工及员工家属
共 500 余人共同参与了此次联欢会，共同
度过了一个难忘而欢乐的下午。
晚会在寓意吉祥的开场舞 《鼓舞》 中
拉开序幕，舞蹈舞出了新春的祝福与快乐。
欢乐的气氛霎时充满了整个晚会现场，快
乐在每个人之间传递。整场晚会高潮迭起，
显得格外轻松愉悦，热情洋溢。歌曲 《等
待》、 《工厂 DISCO》 等一首首好听的歌
曲让员工目不暇接。小品 《我和祖国的故

事》、相声 《非诚勿扰》，诙谐的语言完美
的演绎，幽默风趣、传达了员工的心声，
也赢得了观众的阵阵笑声。歌曲 《呼伦贝
尔大草原》 唱出了草原的辽阔与豪迈。卡
博特恒业成带来的舞蹈串烧激情似火，赢
得员工的阵阵掌声。当然，一场完美的联
欢会怎么可以少的了观众互动环节，抽奖
活动再一次的点爆全场，员工抽奖可谓是
揪着全场的心。每一轮幸运儿的产生也让
联欢会迎来了尾声，最后在 《我和我的祖
国》 的舞蹈中联欢会正式落幕。
全体演员积极参与，用心准备，用情
演出，充分展现出了个人的才华。他们用
各种才艺给我们带来欢声笑语，让全体员
工及家属提前过了一个快乐的新年。在新
的一年里，全体员工将以满腔的热情，全
力以赴完成恒业成的各项指标任务，用智
慧和汗水在充满希望的 2020 年再谱新篇。

越城区委宣传部长茹福军盛赞中成文化
陈子昊

12 月 17 日，越城区区委常委、宣传部
长茹福军一行来到中成集团调研企业文化建
设工作，马山街道党工委书记裘夏杰陪同调
研。中成控股集团董事长王永泉、常务副总
裁蒋伟达等热情接待了茹福军一行。
在集团展厅，茹福军边参观边听取了中
成集团在历史沿革、产业发展、经营业绩、
党群工作、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介绍，并重点
了解中成在多元发展、市场开拓、科技创新
等方面的情况。在实地走访后，茹福军对中
成从 1976 年创业初始，经过四十余年的艰苦
奋斗，到现在迎来大发展局面非常感慨。
茹福军一行又依次参观了党建活动中
心、企业培训中心、企业文化俱乐部等区域。
他高度肯定了中成在企业文化方面的建设成
就，并对中成“家文化”理念的传播和建设，
给予员工幸福感、安全感与获得感方面的成
就给与了高度赞扬。
在座谈会上，中成控股集团董事长王永
泉首先对茹福军一行莅临中成参观指导表示
热烈欢迎，并详细介绍了中成多元化发展格
局及年初以来企业生产经营、人才队伍等方
面情况。茹福军对中成近年来坚持稳健经营
取得良好效益表示肯定，同时高度称赞中成
在党群建设和企业文化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他勉励中成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关爱员工、
留住人才，进一步增强企业凝聚力，提升企
业竞争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成团委慰问大禹陵项目一线员工
1 月 9 日，中成集团团委负责人王寅带领部分
团委干部代表来到大禹陵项目部看望慰问奋战在项
目一线青年员工和农民工兄弟。
大禹陵景区 （公祭典礼） 提升项目二期 EPC
总承包项目是市重点工程，项目工期紧，质量要求
高，施工任务十分艰巨。为按时完成施工任务，高
质量、短工期的结束战斗，中成广大一线青年员工
和农民工兄弟安家于项目部，心甘情愿为工作奉献
自己。王寅代表集团团委向项目部全体员工及家属
致以新年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同时送上面包、牛
奶、日用品等慰问品。王寅表示，希望大家不辜负
公司的信任和重托，齐心协力以顽强的拼搏精神，
做好后续的工程建设。
据悉，大禹陵景区 （公祭典礼） 提升项目位于
绍兴大禹陵景区内，北临大禹江，南靠会稽山麓，
是整个大禹陵景区 （公祭典礼） 提升项目二期的先
行启动区块，主要包括大禹纪念馆、大禹研究院、
植物园改造等建设内容。项目整体设计以“传承文
化、切合时代、倡导生态、以人为本”为设计理
念，其中大禹纪念馆和大禹研究院布局充分考虑与
景区整体风貌的协调以及大禹文化精神的提炼，梳
理山水，依山就势，既尊重自然又强调其纪念性与
礼仪性。

内蒙古恒业成举办 2020 年迎新春联欢会

让员工拥有幸福感、安全感与获得感

阴通讯员

奋斗着的青春最美丽

艺术特长保持竞争优势

永和中学 2020 届艺术联考再度报喜
阴通讯员

张姝超

永和校园，桃李芬芳；捷报频传，喜添人心。
近日，2020 届音乐、美术联考成绩揭晓。永和艺
术教学梅开二度，优秀的永和学子再次取得骄人的
成绩，2020 届艺术特长继续保持优势，再度报喜，
向社会家长送上了满意的答卷。
美术再创新高。全校 140 余名美术生参加考
试，90 分以上 10 名同学 （全省前 481）。陆诗亚、
茹梦瑶、周欣怡同学取得 92 分的高分 （全省前
117 名），六名学生取得 91 分 （全省前 230 名），
单科 95 分以上 10 余人，单科 90 分以上 50 余人。
14 名同学考入全省前 1000 名，大部分同学取得理
想成绩，为考入名牌大学跨出重要一步。
音乐再度勃发。2020 届全省音乐联考共 3100
多名考生，16 名学生赴考，通过率 100%。总分 80
分以上 3 人，71 分以上 12 人。声乐单科有 5 人 80
分以上，视唱练耳单科最高分孟凡 90 分，器乐最
高分为李晨霏 83 （钢琴）。
永 和 中 学 继 2019 年 艺 术 教 学 的 累 累 硕 果 ，
2020 再度报喜。期待永和学子们在各美术院校的
校考中继续绽放光彩，再传捷报!

滨江国际大酒店圆满完成
越商大学堂 2019 届新锐班参访中成集团 市人代会接待任务

学习老一辈企业家“艰苦奋斗

聚焦实业

阴本报记者

程，描绘了作为民营企业家创业的艰辛。并
从中成的艰苦创业、多元化发展、转型升
级、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介绍了中成集团如
何从单一以建筑施工为主成长为建筑多元
化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其稳健经营、诚实
与正直、不断自我提高的精神让每位学员
引起共鸣。
王永 泉告诫 全体 学员 要 用发 展 的 眼
光、长远的眼光去做企业。同时勉励全体学
员，做企业、做事业首先要学会做人，然后
再学会做事。特别是年轻一代，要老老实实
做人、实实在在做事、诚心诚意搞经营。其
次，企业骨子里要有奋斗精神，幸福是奋斗
出来的，艰苦奋斗会让我们有清晰的发展
路子。第三，企业时刻要有危机意识，企业
的投资扩张不能盲目。第四，要有责任和使
命担当，要为员工谋福利，为家人立标杆，
为社会多做贡献。

企业家是绍兴宝贵的财富，是推动绍
兴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绍兴持续
健康发展的未来和希望。越商大学堂，作为
绍兴企业家的“黄埔军校”，在助推绍兴企
业家代际传承、发展壮大，为新时代谱写绍
兴发展新篇章持续注入了新鲜血液。
11 月 8 日，越商大学堂组织 2019 届新
锐班五十余名同学参访中成控股及旗下企
业。越城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应尧刚、绍兴
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处长王黄河等领导
参加活动。中成控股董事长王永泉、常务副
总裁蒋伟达、总裁助理韩其明，中成热电总
工程师秦辉、党支部副书记李秋炯等相关
领导亲切接待。
在提问交流环节，中成控股董事长王
永泉与学员代表进行了亲切交流。王永泉
通过讲述自己转业、创业、经商等心路历

做精主业”的精神

阴通讯员

孙文超

1 月 2 日 -5 日，滕州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隆重召开。滕州滨江国际大酒店作为
承接酒店之一，为全力做好会议的服务接待工作，
全体动员、周密部署，确保大会“安全第一，保障
有力，服务周到，万无一失”。
今年已是滕州滨江国际大酒店第七次接待市人
代会，虽然经验丰富，但每年的会前准备都始终秉
持着“事无巨细”的思想，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组长
的接待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各项服
务细节。落实去年会议接待工作复盘内容，创新细
化接待方案，从设施设备保障、员工服务、食品安
全、应急处置等诸多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此次接待，得到了市领导、大会秘书处及与会
代表的高度认可，会议期间共收到多表扬信、感谢
信。1 月 5 日，伴随着滕州市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
的胜利闭幕，滕州滨江国际大酒店又一次圆满完成
了会议的接待工作。

健康过年从
“吃”开始！
注意安全饮食
现在生活物资丰
富，年前都会准备大量
的蔬菜、肉类、水果，
在加工前一定要注意新
鲜度；冰箱里存放的食
物取出后要加热后食
用，加工过程中器皿、
菜板、抹布不要混在一
起；存放剩余的食物，
不要置于铝制的盛物或
锅内，避免因铝化合物
中毒。
注意节制饮食
春节期间亲朋好友
串门、拜年，愉快的氛
围加上主人家的热情，
往往一吃就不可收拾，
不规律和过度暴食暴饮
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
甚至是消化系统的疾
病，小到消化不良、胃
反酸，大到急性胰腺炎
危及生命。面对美食，
一定要控制自己饮食，
做到按时三餐进食，每
餐进食八分饱即可，不
要遇到美食就停不下
来！
注意饮食清淡
春节饮食最不缺的
就是“大鱼大肉”，过
度充分的肉类摄入会提
供大量蛋白质，会加重
胆囊、胰腺等消化器官
的负担，容易诱发胆囊
炎、胰腺炎；而且过多
的油脂摄入会使肥胖、
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
的发病率升高。因此，
建议春节菜肴的制作比
平时清淡些，避免油脂
的过度摄入，减少脂肪
的堆积。
注意多吃蔬菜
节日的餐桌菜肴丰
盛，然而吃多了鱼肉荤
腥，人们就会感觉疲劳
倦怠、胃肠胀气，这时
应该多吃些新鲜蔬菜，
便可解除身体危机。新
鲜蔬菜是一种碱性食
物，不仅含有丰富的纤
维素，还可缓解油腻，
维持肠胃正常蠕动，预
防便秘，维持人体新陈
代谢的需要。
注意多吃水果
节日饮食杂乱，各
种食物混着吃更容易引
起上火、便秘，多吃些
水果，既能清热解毒、
润肠通胃，还能调节改
善人体的代谢机能，预
防各种疾病，增进身体
健康。需要注意的是，
水果与蔬菜的消化时间
和过程都不同，应该分
开食用，否则水果中的
大量酵素，会使蔬菜的
纤维素腐坏，无法被肠
胃吸收。
注意主食不可忘
春节期间，各种美
味让人欲罢不能，基本
不吃主食。但是实际
上，粮食是碳水化合物
的主要来源，它参与脂
肪、蛋白质的代谢过
程，使其完全氧化，减
少有毒代谢物的生成，
同时为人体提供膳食纤
维。
注意饮酒适量
过量的酒精会造成
大脑、肝脏、神经系统
和消化系统的损伤，节
假日也必须注意饮酒适
量，避免醉酒、酗酒后
伤人、伤己，破坏春节
和谐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