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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企业座谈会在杭召开
高兴夫副省长主持会议并讲话袁博元集团董事长寿才良等二十位建筑业企业负责人参加
色低碳、
企业管理、
开拓市场、
数字化
引领、
品质提升、
人才队伍建设、
安全

为了解建筑企业面临的突出问
题和困难，听取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建议，
助力企业“开门红”，推进

生产等十方面工作，努力在高质量

我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浙江省建
筑业高质量发展企业座谈会于 2 月

发展中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
高兴夫副省长要求，政府和企

9 日下午在省行政中心 2 号院召

业要合力推动建筑业打造更多更好

开。高兴夫副省长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政府副秘书长梁群，浙江省建设

的支撑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和引领
数字化改革的标志性成果。省级有

厅厅长项永丹以及省发展改革委、

关部门和各市、县（市、区）要加强协

省财政厅、省建设厅、省税务局、省
经信厅、省科技厅、省交通厅、省水

同，切实加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
服务保障。一要健全工作机制，成立

利厅、
省市场监管局、人行杭州中心

工作专班；二要发挥协会作用，在发

支行、省建筑业行业协会等主要负
责人出席。省建设投资集团党委书

现问题、提出建议、跟踪解决上多做
工作；三要转变观念思路，加强政策

记、
董事长沈德法，中南建设集团董

创新突破；四要加强政策支持，精准

事局主席吴建荣，博元集团董事长
寿才良等二十位建筑业企业主要负

出台政策，实打实解决一批问题；五
要规范市场秩序，完善细化行业规

责人参加会议并以会议交流和书面

则，建立统一开放市场；六要打造示

交流的形式对我省建筑业高质量发
展发表意见建议。

范样板，培育一批示范企业，打造一
批示范工程，推广一批好的经验技

高兴夫副省长认真听取企业代
表发言，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作
了回应和感谢，并要求省级有关单
位进行认真梳理、系统分类，逐一分
解交办，
专题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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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夫副省长指出，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全

率持续上升，龙头骨干企业示范效
果明显。但面对国内外诸多风险挑

省建筑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建筑

战，实现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任务仍

实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业产值实现稳步增长，建筑业增加
值和税收保持稳定，全员劳动生产

然非常艰巨。
高兴夫副省长强调，推进建筑

念，
坚持稳中求进的主基调，更加重
视转型发展、
科技创新、
优化结构、
绿

2 月 10 日下午，嘉兴市住
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沈伟一

施工阶段。
在映运蝶府项目施工现

行到博元集团总承包施工的海

场，沈伟副局长详细了解了复

宁映运蝶府项目检查指导复工

工复产进度、安全生产及疫情

复产工作。海宁市住建局副局

防控情况。春节期间，
博元集团

长郭飞，海宁市建筑业管理服

各项目部积极贯彻落实市委市

务中心主任吴寅佳，海宁工联

政府“留嘉过年”精神，一方面

房产董事长兼总经理、上盖物

鼓励外来务工人员留岗就地过

业负责人朱燕刚等陪同检查。

年，一方面积极落实返乡复工

博元集团总裁唐炜、总工钱峰

情况摸排，复工复产工作有序

等现场接待。

推进。

海宁映运蝶府项目，由海

沈伟副局长对我公司高标

宁市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

准 、严要 求 、高 质 量 推 进 项 目

司投资建设，由博元集团总承

管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最

包施工。该项目位于为海宁市

后，他要求项目部要严格落实

海昌路东侧、海州路北侧，总建

筑面积 43268 平方米，于 2021

术；七要提高服务水平，想方设法帮
助企业解决困难。
省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项永
丹在会上介绍了我省建筑业高质量
渊董事办冤

发展主要举措。

长水街道党工委书记尧办事处主任朱新华带队
赴博元集团总部开展新春走访

相关疫情防控工作，统筹抓好
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工作，为

年 3 月开工建设，计划于 2023

嘉兴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贡献

目前，项目正处于地下室

渊工程部冤

年 6 月建成。

业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企业主体
作用。建筑业企业要立足自身发展

力量。

2 月 7 日农历大年初七下午，长水街
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朱新华，街 道
办事处副主任朱佩良，经服中心主任盛春
燕一行到博元集团总部开展新春走访。董
事长寿才良、总裁唐炜、副总裁沈俊杰在
博元集团总部 27 楼会议室热情接待。

寿才良董事长对朱新华书记一行的到

朱新华 书 记 代 表 街 道 党 工委 向 寿 才
良董事长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祝福。在详细
了解博元集团新一年的重点工作后，朱书

记表示，2022 年，街道将一如继往关心、支
持企业发展，为企业排忧解难；同时也 会

积极呼吁上级有关部门 出台 扶持 建筑业
发展的政 策，为企业发 展营 造良 好的环

来表示感谢，并汇报了博元集团过去一年

境。

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的关心和支持下，各

展信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一流的工

项管理工作有序开展，业务得到了进一步

作推进街道经济高质量发展。

身管理，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努力多

全体博元人将勠 力同心，实干拼搏，稳中求

做项目、多创税收，为长水街道、经开区的

进，勇毅前行。一起向未来，奋进新征程！

的发展情况：2021 年，博元集团在长水街道

的拓展。2022 年，博元集团要进一步加强自

高质量发展贡献博元力量。

最后，朱书记鼓励博元集团要坚定发

开局即奔跑，冲刺开门红。新的一年，

渊行政人事部冤

2022 年 2 月 28 日

博元集团荣获 2021 年度长水街道野高质量发展优秀企业冶
董事长寿才良获野高质量发展优秀企业家冶荣誉
为总结工作，表彰先进，进一步动员和激

在工程创优方面，海南琼海博鳌·亚洲湾

励街道上下高质量完成 2022 年各项目标任

项目吕宋岛组团工程获
“海南省建筑施工优质

务，
2 月 10 日上午，长水街道全面实施“四个

结构工程奖”
；
乌镇达园青年广场 C 区二期、
海

经开区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陈骏出席会

产标准化管理优良工地”
；平湖经济技术开发

年”
活动暨 2022 年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嘉兴

盐县档案中心项目获“浙江省建筑施工安全生

议并作讲话，长水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

区中心幼儿园扩建工程、海盐曲秀风荷苑安置

任朱新华作主题报告。大会表彰了 2021 年度

房小区工程等 8 个项目获“2021 年度嘉兴市

街道优秀企业和个人，博元集团荣获 2021 年

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
荣誉……

董事长寿才良获“高质量发展优秀企业家”荣

建筑业先进企业、
抗击新冠疫情先进浙商企业、

度长水街道
“高质量发展优秀企业”
。博元集团

在综合荣誉方面，
公司先后被评为浙江省

誉。总裁唐炜参加会议并上台接受表彰。

海南省优秀民营企业、
“建党百年·蝶变禾城”
嘉

过去一年，博元集团在各级领导的关心

兴市和谐劳动关系品牌企业；公司荣登“2021

浙江民营企业就业 100 强”
榜单第 61 位……

支持下，
在董事长寿才良的带领下，在全体员
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
好的成绩。
在业务承接方面，公司先后承接了海宁
杭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海宁交投映运蝶府、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新的一年，博元集

华润置地 & 嘉城集团嘉兴未来社区、时代中

国许村龙渡湖项目、海南文昌和泓未来城市、
佳源四季花园、金地天元鸣望邸、长裕大厦、

华润置地 & 嘉城集团嘉兴静安府、嘉兴润府

等施工总承包工程，2021 年全年新承接业务

53.5 亿元。

团要以虎虎生威的雄风、生龙活虎的干劲，在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
绩、实现新突破！

(行政人事部)

博元集团荣获海宁交投集团野百日攻坚行动功勋团队冶
2 月 9 日，海宁交投集团 2021
年度总结表彰暨 2022 年度工作动

目于 2021 年 3 月开工建设，计划
于 2023 年 6 月建成。

室召开。海宁交投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朱建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海

克服工期紧、任务重等诸多困难，
严格目标管理，精心组织施工，保

宁交投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

质量、保安全、保进度，顺利完成各

员部署会议在海宁交通大楼会议

在施工过程中，我公司项目部

亚明作 2022 年工作部署。博元集
团总裁唐炜受邀参加会议，并上台

项目标任务，得到了建设单位的广
泛好评。

接受表彰。
会上，博元集团荣获海宁交投
集团“2021 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百日
攻坚’
行动功勋团队”奖。
海宁映运蝶府项目，由海宁市轨道

合景泰富集团上海公司
嘉兴项目三期总承包工程

在后续的建设中，公司项目部
将一如既往团结协作、争先创优、
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该项
目位于为海宁市海昌路东侧、海州路北

侧，项目总建筑面积 43268 平方米，项

攻坚克难、全力以赴给建设单位交上一
份满意的答卷！
渊海宁映运蝶府项目部冤

董事长寿才良带队赴华润置地 & 嘉城集团嘉兴润府项目部检查指导
2 月 5 日大年初五，博元集团
董事长寿才良带队赴华润置地 &

问了工程最新进展情况，以及留嘉
一线工人春节期间的工作和生活

嘉城集团嘉兴润府项目部检查指

安排；他要求项目部要全面抓好工

导工程进度和安全生产工作，公司
副总裁陆晓东等陪同检查。

程进度和安全生产工作，要强化红
线意识、底线思维，筑牢生产安全

华润置地 & 嘉城集团嘉兴润

屏障。

府项目，位于嘉兴市长水路北侧，
商务大道东侧，总建筑面积约 23.7

新年新气象，
奋斗正当时。为全
力推进嘉兴润府项目建设工作，春

成。项目目前正处于基础施工阶
段。

划，
制定详细的节后专项施工方案，
准备好充足的人员、
物资、
机械设备

万平方米，共计 17 幢商办建筑组

虽是新春佳节之际，嘉兴润府项目
施工现场机声隆隆，工人们正有序地进

合景泰富集团上海公司嘉兴项目三期总承包工程，
位于嘉兴高铁新城核心地块，区位优势非常显著。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257265.8 平方米，其中地下室面积约 11.4

万平方米，包括 1 栋超高层办公楼（局部楼层为酒店），

建筑总高度为 145.26 米；1 栋办公楼，建筑总高 度为

99.60 米；1 栋高层公寓，建筑总高度为 95.10 米。项目绝

对工期 983 日历天。

渊商务部冤

节前，公司和项目部就提前统筹规

行施工作业，
呈现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
在施工现场，寿才良董事长详细询

等，
确保工程进度、
安全、
质量、
疫情防控
等工作顺利开展。 渊嘉兴润府项目部冤

金地天元鸣望邸住宅项目
被评为野2021 年度最佳管理团队冶

博元集团党支部组织召开学习中共嘉兴市第九届党代会精神暨组织生活会
2 月 28 日下午，博元集团党
支部组织在嘉兴的党员集中学习

足之问题，深刻剖析问题产生的原

中共嘉兴市第九届党代会精神暨

全体参会党员摆事实、提意见，询

党支部组织生活会。
一尧 学习嘉兴市第九届党代

问题，给建议。新任支部副书记徐

会精神

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

会上，博元集团党支部书记
洪志跃领学 《嘉兴日报》2 月 27

碰撞思想、
深化认识、
凝聚共识。党

因。提出整改措施，并在会上请求

燕也在发言中认真查摆、深刻剖

员们通过讨论交流对支部过去一

日刊发的 《中国共产党嘉兴市第

九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2 月 28

年的工作总体上予以充分的肯定。
洪志跃表示对于会议提出的

日刊发的评论员文章《迅速掀起贯彻落
实党代会精神的学习热潮宣传高潮实

作紧密结合起来，
更加坚定自觉地践行
初心使命，
立足岗位、
履职尽责，努力为

支部工作上的问题或不足，支部将尽早

干浪潮》、
《论深入贯彻落实市第九次党

实现博元集团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求：一是旗帜鲜明讲政治：要带头加强

力行力改。同时向党员们提出三点要

代会精神》等学习资料，向全体党员同
志传达会议精神。

二尧召开党支部组织生活会
会议联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洪志跃强调，全体党员同志要把学

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

是履职尽责谋发展：要贯彻新发展理

习贯彻落实市第九届党代会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政治任务，

际，联系博元集团党支部工作，进行深
刻自我检查、党性分析，找准找实突出

念，在经营生产中，发挥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三是

学习好、宣传好、实干好。他要求：对党

问题，
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党建工作多样化：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

政治建设，加深思想理论学习，首先要
做到在思想上真正入党，强化党性；二

代会精神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解
读和大力宣传，确保把党代会的新精

会议通报了 2021 年度民主评议结
果，洪志跃作了支部书记述职报告，从

作风，
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的凝聚力和

神、新要求和新部署传达到位、贯彻到

“打牢思想根基，
重视理论指导、紧扣经

战斗力；
四是支部和党员要为嘉兴率先

党建活动，促进党员们认识自我、改进

位、
落实到位，全面掀起学习热潮、宣传
高潮；要全力做到学深悟透，深刻领会，

济中心，
服务生产经营、强化组织工作，
凝聚榜样力量、时时处处做表率、患得

的标志性成果，
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党员同志要提升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

患失随风去”
四个方面查摆支部工作存

现代化，
加快建设共同富裕典范城市和

要切实做到学以致用，把贯彻市党代会
精神与博元集团生产经营管理系列工

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
特别是作为支部
书记存在的工作上的作为不够、创新不

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努力担当好红

形成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船旁的建设者。

渊党支部冤

近日，从博元集团总承包施工的金地天元鸣望邸
项目部传来喜讯，在金地集团东南区域嘉兴金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年终表彰大会上，博元集团总承包施
工的金地天元鸣望邸住宅项目被评为“2021 年度金地
天元鸣望邸最佳管理团队”。
金地天元鸣望邸项目，位于桐乡市梧桐街道二环

北路南与乌镇大道西侧，项目总建筑面积 149161.3 平
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02745.4 平方米，地下室建

筑面积 46415.9 平方米，合同总工期 790 日历天。

自 2021 年 9 月 14 日项目开工以来，面对工期紧、
工作量大的现实挑战，
项目执行经理张少华通过细致筹
划和下沉管理，带领项目部全体员工团结协作，克服诸
多困难，按时完成项目首开和二开预售形象进度，质量
安全文明管控到位，
受到业主单位的好评。
此次获奖是对项目部工作的认可，也是对博元
集团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坚持品质履约，成就客
户服务理念的肯定。展望未来，我们致力与金地集团
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渊金地天元鸣望邸项目部冤

2022 年 2 月 28 日

博元集团 2021 年竣工工程展示（一）
2021 年袁博元集团坚持标准化管理走高质量发展道路袁在董事长寿才良的带领下袁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袁不断完善和优化质量安全管理体系袁保质量尧保安
全尧保进度袁推动公司各项生产管理工作科学化尧标准化尧规范化运行遥 2021 年袁博元集团累计完成了海盐档案中心尧平湖开发区中心幼儿园扩建工程尧嘉善棚户区改造
一期尧二期尧南堰新景尧桐乡华府悦章尧蓝箭商业航天中心项目一期尧金地悦峰里尧圣托儿童医院尧海南博鳌亚洲湾吕宋岛组团项目等 30 个项目的竣工验收袁项目总建
筑面积 1171480 平方米袁合格率达到 100%遥

01 海盐档案中心工程

05 花园路渊中环南路-禹德路冤改造提升工程

花园路（中环南路——
—禹德路）改造提升工程，由嘉兴市长裕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总长约 3.6 公里，规划红线宽度 24 米，定位为区块中心城市南北向城市次干路。项目于
2020 年 6 月开工，
2021 年 6 月 23 日竣工。
海盐档案中心工程，由海盐县档案局投资建设，位于海盐县武原街道海西路，总建筑面

积 24600 平方米。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开工建设，2021 年 1 月 28 日竣工。项目被评为
“2021 年度浙江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优良工地”
、
“2021 年嘉兴市优质结构工

06 亚欧路渊万兴路-槜李路冤地下管廊一期域标段工程

程”、
“2021 年度嘉兴市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
；海盐档案中心 QC 小组被评为浙江
省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02 平湖开发区中心幼儿园扩建工程

亚欧路（万兴路-槜李路）地下管廊一期域标段工程，由嘉兴鼎鸿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
管廊主体结构 517.7 米，包括管线分支口 3 处、人员出入口 1 处、吊装口兼逃生口

2 处、
排风口 2 处、
进风口 1 处。项目于 2019 年 6 月开工建设，
2021 年 8 月 27 目竣工。
平湖开发区中心幼儿园扩建工程，由平湖经济开发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位

于平湖市永兴路北侧、新兴二路西侧，扩建后总建筑面积为 27307.3 平方米。项目于 2019 年

07 禾兴北路渊320 国道-中环北路冤道路改造提升工程

5 月开工建设，2021 年 3 月竣工。项目被评为“2021 年嘉兴市优质结构工程”、
“2021 年度嘉
兴市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

03 嘉兴先进制造业产业基地国际创新园二期玉标段工程

禾兴北路（320 国道—中环北路）道路改造提升工程，由嘉兴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项目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开工，2021 年 1 月 1 日竣工。项目被评为“2021 年度
嘉兴先进制造业产业基地国际创新园二期工程玉标段项目，由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
位于嘉兴经济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德产业园，
总建筑面积约 44567

平方米，
建筑高度 14 米，
由四幢标准厂房组成。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开工建设，
2021 年 6
月 23 日竣工。项目被评为
“2021 年度嘉兴市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
。

嘉兴市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

08 桐乡华府悦章

04 嘉兴蓝箭商业航天中心一期项目

蓝箭商业航天中心一期项目，
由嘉兴港区嘉箭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项目总建筑

面积约 11421 平方米，建筑高度约 17.1 米，
东西长度 127 米，
南北长度 60 米，
南北分两跨，
每跨宽度约 30 米。 项目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开工建设，
2021 年 8 月 9 日竣工。

桐乡华府悦章，由桐乡安居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位于桐乡市梧桐街道

庆丰北路东侧、秋韵路北侧，框架结构，包括地下 1 层，地上 18耀26 层，总建筑面积为 63059
平方米。项目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开工，
2021 年 6 月 15 日竣工。

2022 年 2 月 28 日

行走的力量院勇往直前 永不懈怠
行走是人生的常态，行走丰盈了生命。
行走在项目上的董事长有，但不常见；将

同时，带出一支年轻的优秀项目管理团队! ”
2021 年，寿董事长个人传记《有一种力

行走在施工现场作为常态的董事长，
却鲜有。

量叫行走》发行，这是一本关于寿董事长数

二十一年弹指一挥间，寿才良董事长一
直坚持在工地上“行走”。博元集团从嘉兴港

十年如一日，行走在创业路上，从不懈怠、百
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励志书。在《有一种力量

区起步，由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发展

叫行走》一书中，寿董事长也以自身管理项

到落户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建筑面积
113000 平方米百米双子总部大厦，2021 年

目的经历，向大家诠释“检查工地”这样一种
行走的精神。他说，很多年前他担任某市政

完成建筑业产值 50 多亿元。他不仅依靠
“行

道路的项目经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每
天早上五点多起床到每一个标段去看进度、
看质量、查安全。大家吃早饭时，
他已经把整

走”创造了这样一个茁壮成长的企业，更赋
予了企业奋发向上的灵魂。
这些年来，巡视工地俨然已经成为寿董

个项目跑了一圈，哪个标段做得好，哪个标段
问题多，存在什么质量缺陷，他都清清楚楚。
每天从南到北，从北回到南，来回 6 公里。他

事长必不可少的工作，只要是博元的工地，无
论大小，
总能看到寿董事长行走着的身影。
好业务、好项目不是等出来的，而是干

喜欢下工地，
只有在检查时，才能看到真正的

出来的！寿董事长每周都会带领公司项目管
理团队、项目执行经理到项目部检查工地，

管理状况，才能真实了解哪一个班组是认真
负责的，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寿董事长养成了

并主持召开项目管理沟通会议。工程部根据

检查工地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每次检查的情况、检查提出的问题，制定相
应的检查整改销项清单，及时落实整改。寿

展望未来，
寿董事长说：
“作为公司的带头
人，
我还要继续行走。不停地检查工地，
没有检
主持召开项目管理工作会议

董事长说：
“ 检查一次、两次、三次是绝对不

查就没有发言权！行走就是我的一种精神，
咬

够的，今天检查了有问题，明天检查还有新
的问题，我们要检查到底！”

定目标鼓足干劲，
迎难而上，
决不后退！人的一
生总是有空有忙，在我们碰到重要工作，特别

管理的关键就是带人、带团队，正所谓：

忙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有奋斗精神。只要我们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寿董事长说：
“在
团队中，我就是‘火车头’，是否懂得带人，直

有这种勇于担当、不怕困难、为了实现目标不
断奋斗的精神，
我们一定会有收获! ”

接关系到整个团队的奔跑速度，直接关系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只要心中有梦，前

团队的战斗力。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
管理好团队，让团队拧成一股绳，为共同的

路永远都有风景。
行走是信仰——
—坚守心灵的方向 ，行

目标而努力。只有让整个团队形成合力，才

走是使命——
—求索上下的担当；行走是标

能取得巨大的进步，互相包容，互相合作，才
是最好的团队。我的目的是在管理好项目的

尺——
—丈量践行的诺言，行走是气势——
—
承载登顶的力量！
(寿柠筱)

寒冬天冒雨检查工地

高温天检查工地

学习奥运精神 砥砺奋进力量
体育兴则国运兴。2022 年 2 月 4 日晚
上 20:04，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斯本站 U 型池决赛后因肩伤退赛，结束本
赛季争夺。

运史上第一个“双奥之城”
（举办过夏季奥林
匹克 运 动 会 和冬 季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会 的 城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金牌。2
月 15 日，获得 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女

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北京成为奥

市）。

2022 年 2 月 8 日，谷爱凌夺得 2022 年

子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银牌。2 月 18

四五”全面深化之年。博元集团将牢牢把握
野更快冶的施工速度
有博元的地方就有对速度的追求，有博

级资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进一步提升
公司在建筑市场的竞争优势，增强公司未来
发展的后劲。我们以“建设一流工程、实施一

日，获得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
场地技巧金牌。2022 年 2 月 8 日，在北京冬

以博元集团总承包施工的晶晖嘉宴中
心为例，该项目总建筑面积 50550 平方米，

奥 运精神的解 读；而 更 多 时 候 ，奥 运 精 神
体现在“凌晨四点的冰场”上，藏 在“20 年

凌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第三枚金牌。这
是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的冬奥会历史首

于 2018 年 2 月 8 日举行奠基仪式，2018 年
3 月 15 日正式打桩施工，2019 年 1 月 19 日

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谷爱

地下 2 层，地上宴会大厅 3 层，局部 10 层，

金、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雪上项目首金，
也是中国女子雪上项目在冬奥会上获得的
首枚金牌。

典，共历时 407 天，创造了博元集团乃至嘉
兴建筑业施工建设的一个新的奇迹。

天赋不是谷爱凌的全部，在她的故事

从“一天一个样”到”三天大变样“，从

里，努力从未缺席。3 岁，这个年龄，大多数
的孩子还偎依在妈妈的怀里哭闹吧。谷爱凌

“如期完工”到“提前交付”……在“更快”奥
运精神的指引下，
博元集团不断优化施工流

谷爱凌们的奥运精神要要
要对极致的追求

谷爱凌，2003 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

已经在开始在小坡上练习滑雪了。到了 8

岁，正式加入美国的南北联得的盟滑雪队，
成为全队唯一的女孩。9 岁开始参加美国青

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新西兰公开赛的
冠军；8 月 28 日，获得 2019 年新西兰冬季

军在内的 50 枚金牌。作为运动员，谷爱凌也
关注如何超越别人，如何让排名更靠前，但

军。2020 年 1 月，获得 2020 年洛桑冬季青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滑雪 U 型池、自由式滑

她更关注能否做好一个个高难度动作。对她

懈追求。被称为建筑界“奥斯卡”的“鲁班

来说，竭尽所能挑战自己甚至人类的极限，
正是运动员对于极致的追求。

奖”
，一直都是全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最高

运动会暨澳洲杯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赛冠

雪大跳台冠军，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

巧亚军；2 月，获得 2019-20 赛季世界杯加
拿大卡尔加里站 U 型场地冠军，坡面障碍

设的新速度。

少年锦标赛，14 岁时已经囊括 9 个全美冠

一百多年来，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

标，千方百计做大做强市场，全领域“提速提
质提效”，
踔厉奋发、追求卓越，努力实现“公
司满意，业主满意，社会满意”的目标！
野更团结冶的工作精神

经过 21 年的发展，博元集团在寿才良

董事长的带领下已经形成了“诚信、服务、品
质、拼搏、共赢”的企业文化。展望未来，博元

程，
克服困难，
加班加点，
不断刷新着工程建

亚州旧金山市，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就
读于斯坦福大学。
2019 年 8 月 16 日，获得 2019-20 赛季

流管理、打造一流队伍、创造一流业绩”为目

实现封顶，
到 2019 年 4 月 27 日举办开业庆

如 一日、上万 次的 蹬冰”里 、写在“无数 次
的 摔倒再站起 来”的 成 长 里 ，这些 故 事 背
后是运动健儿对于冠军的渴望，更是对于
极致的追求。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海南自贸港建设重大
机遇，乘势而上、开拓进取。我们要把晋升特

元的工程就有施工速度的刷新。

在 70、80 一代人眼中，中国女排的不
畏艰难代表了奥运精神；在 90 一代人看
来，
“ 同一 个世 界，同一个梦 想”是 他们 对

野更强冶的发展动力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十

结”的工作精神，诠释着博元集团对极致的
追求！

集团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创新驱动，大力弘扬
“同心·搏远”的企业精神，攻坚克难，紧抓生
产，以一流的精神风貌、一流的工作标准、一

野更高冶的工程质量

流的能力素质，将奥运精神落实到工程建设

质量是工程的生命，也关系到人们的生

的具体实践和行动中去，为企业做大、做优、
做强不懈努力！

命安全，
“更高”的工程质量是博元集团的不

荣誉的代名词。博元集团总承包施工的晶晖
广场工程喜获 2016——
—2017 年度第一批中

2 月份，冬奥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成为

世界瞩目的焦点。奥运的精神就是“更快、
更高、更强、更 团结 ”，我 们 也 要 学 习奥 运
精神，以“更 快”的业务 信息 ，
“ 更高”的 工

技巧冠军；4 月 16 日，荣膺国际雪联 2019-

强”的精神家喻户晓，激励了世界各国无数
人，
“ 更团结”则反映了时代新特点，也反映

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该工程是嘉兴南湖大
道上最具品质和影响力的第一座百米双子

程质量，
“ 更强”的企业团队，
“ 更团结”的
工作精神，攻坚克难，紧抓生产，实现新年

出人类共同的心愿。

大楼。

新目标！

年 3 月，首次征战世锦赛并在女子 U 型场

如今，
奥林匹克运动的内涵已经远远超
出体育竞技的范畴，
成为全人类的文化盛会

更高标准推进、更高标准施工、更高标
准管理，
在质量方面，
博元集团心无旁骛，通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博元集团虽不是真正上场竞赛，但

和文明遗产。博元集团的每一个工程，也正

过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达到“更

同样在自己的领域里，向奥林匹克精神看

在以“更快”的施工速度，
“ 更高”的工程质
量，
“更强”
的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作用，
“更团

高”质量工程的目标，努力为推动建筑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助力。

齐，努力构筑一个美好的未来！
渊编辑部综合整理冤

2020 赛季“最佳时刻”殊荣；11 月，荣登
“2020 福布斯中国 30 岁以下精英榜”。2021
地、坡面障碍技巧、大跳台三项比赛中斩获
2 金 1 铜；3 月 22 日，自由式滑雪世界杯阿
地址院浙江嘉兴马塘路 500 号晶晖广场

电话院0573原82233111

传真院0573原82233200

编印单位院博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单位院浙江嘉报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企业管理
现代企业管理
十大法则
鲶鱼法则
挪威人爱吃沙丁鱼，尤
其是活鱼，挪威人在海上捕
得沙丁鱼后，如果能让他活

好

着抵港，卖价就会比死鱼高
好几倍。但是，由于沙丁鱼
生性懒惰，不爱运动，返航
的路途又很长，因此捕捞到
的沙丁鱼往往一到码头就
死了，即使有些活的，也是
奄奄一息。
只有一 位渔 民的 沙 丁
鱼总是活的，而且很生猛，

房

所以他赚的钱也比别人的
多。该渔民严守成功秘密，
直到他死后，人们才打开他
的鱼槽，发现只不过是多了
一条鲶鱼。原来鲶鱼以鱼为
主要食物, 装入鱼槽后，由
于环境陌生，就会四处游
动，而沙丁鱼发现这一异已
分子后，也会紧张起来，加

子

速游动，如此一来，沙丁鱼
便活着回到港口。
这就是所谓的“鲶鱼效
应”。运用这一效应，通过个
体的“中途介入”，对群体起
到竞争作用，它符合人才管
理的运行机制。
目前，一些机关单位实
行的公开招考和竞争上岗，
就是很好的典型。这种方法
能够使人产生危机感从而
更好地工作。同样的，大部
分失败的公司，事先都有一
些征兆显示已经出了问题，
然而即使有少数管理者已

博
元

略微察觉这些现象，也不太
留意。如：员工工作松散，缺
乏压力，工作形式主义，一
些真正具有能力和潜力的
人员则得不到充分发挥才
能的机会，他们或者离开公
司，或者被无谓地浪费掉，
企业慢慢地失去生机。
感悟院野鲶鱼效应冶是企
业领导层激发员工活力的
有效措施之一遥 一是企业要
不断补充新鲜血液袁把那些
真正有能力尧富有朝气的年
轻生力军引入员工队伍中
甚至管理层袁给那些固步自
封尧因循守旧的懒惰员工和
管理层带来竞争压力袁才能

造

唤起野沙丁鱼冶们的生存意
识和竞争求胜之心遥 二是要
不断地引进新技术尧 新工
艺尧新设备尧新管理观念袁这
样才能使企业在市场大潮
中搏击风浪袁增强生存能力
和适应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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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袁万
物复苏袁 池塘的鱼
苗尽情地放飞自由
的起点袁 凌空起舞
的雏鹫在挑战飞翔
的高度袁 绿色的草
丛在露珠滋润下傲
然生长袁 大地一片
生机勃勃的景象遥
博元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祝院
寿才良 钱 峰
洪志跃 邹中福
唐敏敏 叶志国
王艺娴 吴 锋
褚晨超 刘珍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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