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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上午，公司 2019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隆重召开。

笪鸿鹄董事长主持会议，董事会

秘书顾少军作关于《章程修正案》

的说明，股东大会听取、审议并投

票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随后，股东大会按照新修改

的章程进行了董事会、监事会换

届选举。笪鸿鹄董事长宣读了关

于新一届董事、监事成员提名的

议案并提交表决。经全体与会股

东投票，笪鸿鹄、陈永明、张宝成、

顾少军、王忠林、朱晓强、李福和

全部全票获得通过，组成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候选非职工代表监

事王义宏、丁国稳全票获得通过，

与职工代表监事崔建萍组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

下午，第六届董事会召开第

一次会议。董事会选举笪鸿鹄为

公司董事长；选举陈永明、张宝

成为公司副董事长；董事会同

意：经笪鸿鹄提名，聘用陈永明

兼任公司总裁；经陈永明提名，

聘用张宝成（兼）、顾少军、王忠

林、朱晓强、钱红、刘稳山、李瑞

荣、袁国民、王德兵、张忠波为公

司副总裁，钱红为公司总工程师

（兼），朱晓强为公司总会计师

（兼），陈坚为公司总经济师；聘

任顾少军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第六届监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选举王义宏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笪鸿鹄董事长在会上作重要讲

话。他希望新一届董事会成员精诚

团结，共同带领公司前进，在投资方

向上防止盲目扩张、盲目多元，在公

司主业上坚守工匠精神，钉子精神，

在管理上注重成本管控、效率提高，

不辜负全体股东的期望，为集团公

司跨越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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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种工作，叫做“远离

家乡，孤军奋战”；有这样一群男

人，远离亲人、远离都市，日以继

夜地工作着。环顾他们四周，尘

土、钢筋、混凝土、挖机、吊车，电

焊……却也以白云、星星为伴，战

斗在城市最需要的地方。他们就

是工地上的男人。

工地上的男人皮肤苍老而黝

黑，常年奔赴于各施工现场，风

吹、雨打、日晒，本也白皙的皮肤

渐渐粗糙且黯淡，通常他们比同

龄人看上去会显老很多。

工 地 上 的 男 人 发 型 很 独

特，常年戴安全帽，男人的头发

会被帽子边缘压得紧贴脑袋一

圈，而头顶的头发又相对蓬松，

一级的发型师不一定会剪出这

样的发型。

工地上的男人耳很聪，挖机、

吊车、桩机，机器轰鸣的工地现

场，有个好听力，才能与他人沟

通，才能更有效地指挥施工。

工地上的男人很少有机会穿

干净的衣服，每天穿梭于钢筋混凝

土间，淤泥、混凝土、钢筋锈，白净

的衣服一天下来就变成花衣服了。

工地上的男人有几双好鞋，他

们的鞋子不一定漂亮且时尚，但一

定要结实且好打理，穿着这样的鞋

行走于施工现场不怕被扎到碰到，

而且每次从现场回来沾满尘土，泥

浆的鞋好清洗。

工地上的男人一年到头很少

回家，偶尔爱人会从千里之外的老

家过来工地，男人白天依然穿梭在

各工点，晚上值夜班。短暂几日停

留，两口子相聚的地方就是工地每

顿餐饭的食堂。

工地上的男人喜欢抽烟，送走

看望他的爱人，男人会默默地找个

安静的地方，点上一支烟，放飞太

多的牵挂和思念。

工地上的男人有一张照片，夜

深人静的时候，他会轻轻地抚摸着

照片，想象着儿子在电话那头给他

背唐诗时可爱的脸蛋，想象着女儿

帮妈妈做家务时的情景。

工地上的男人很可爱，施工现

场女同志较少，如有新来的女同

事，男人们都会仔细打量，问长问

短，争着让女孩喊他们“张大哥”、

“王大哥”，一副邻家大哥的形象。

工地上的男人有讲不完的故

事，说不完的话题。看到座座由他

们亲手筑起的高楼，条条笔挺的

路，感慨工程艰巨之余，一切都是

值得的。当某一天有机会走近这样

一群建筑人的生活，融入到他们中

间，体味他们的内心，才知道每一

座高楼都有一种精神，每一个屋下

都有一段故事，每一段路都有一种

奉献和付出，建筑的背后都有一群

这样的男人。因为他们，城市变得

更美，因为他们，祖国更加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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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有哪本书像这本一样，让我着迷，读了一遍

又一遍。文学随笔类的书总是能让读者与作者的心

贴很近，她说：“字里行间既是倾诉，又是纪实，但总

归，还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这句话在书里藏得很

巧妙，倒印在包书折页的里侧，在书题的另一边，我

猜想这大约就是书名《喃喃》的来由吧。

人与人之间有着许多相似的情感，比如孤独，平

日里，为了躲避孤独，所以与人结伴，将自己置身于

忙碌中，却又在某个安静的时刻被四面涌来的孤独

感吓得一惊，赶忙躲进喧嚣的人群里。

不曾想到这感觉只增未减，而谈笑靖在这一方

面却做得很好。她说：“我一定是所有孤单的孩子中

最孤单的，我从未欣喜于任何形式的认同，我更反感

一切立场的朋党。”她孤单，却边乐于边习惯于一个

人想象自己的虚妄世界。所以她说这些喃喃，是她的

妄语，是她一个人的鬼话

我们同样拥有孤独，却没能像她一样有自知之明，没能像她

一样直面自己的内心，没能像她一样积极面对生活。我们总是过

于自信地认为，自己真是独立的，不需要相互依存，向往着绝对

的自由意志。了解到世界的广大与多元，才能感受到自我的局限

与狭隘。与其躲避，不如试着感受下最自由的孤独，允许自己不

懂他人，也允许他人不懂得自己，不试图凌驾他人的意志，也不

轻易置身于他人建立的体系。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奋力证明着自己，却从不曾真正地去

了解过自己。好的生活莫过于善待自己，“不如学罗布人的孤单

吧，只要不期待别人来懂你，也不自以为懂得了谁，就永远不会

寂寞，孤单其实可以很快乐。” !012345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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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2日，公司 2019年度

工作会议在集团 27层会议室

召开，公司高管、总部及各区域

公司、工程公司管理人员参加

会议。笪鸿鹄董事长作重要讲

话，陈永明总裁作公司 2019年

度工作部署，张宝成副董事长

主持会议。

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公司

2018年度回顾视频———《“建”证

2018》。一串串数据和一组组业

绩，振奋了在场的每一位苏中人。

陈永明总裁强调了公司

2019年的目标任务：完成施工

产值 680亿，综合考评在江苏省

保持前 3位；争创国家级优质工

程奖鲁班或国优奖至少 1项、创

省级优质工程 30项；创省级工

法 10项、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10项、绿色施工示范工程 5项、

申报国家专利 15项；新承接装

配式建筑不低于 300万平米；形

成装配式建筑课题成果不少于

2项；集采合同额超 50亿元；遏

制安全事故，确保公司安全标准

化考核合格。他通过“一组目

标，两大主题，三条主线，十五

项重点工作”对公司全年工作进

行了全面部署。2019年，公司要

在市场开拓、成本管控、新型建

造方式、现场形象上做到“补短

板”，在管理考核方式、管理效率

提升、集采服务质效、人才梯队

建设、团队作风建设、标准融入

落实上做到“优运营”，在安全生

产、诉讼失信、行政处罚、财务税

务、劳务用工上做到“控风险”，

奋力进取、开拓创新，有序开展

各项工作。

笪鸿鹄董事长作重要讲话，

他从经济增长方式在改变，但宏

观经济整体趋势不会变；建筑业

发展方式在变化，但其支柱地位

和发展动力没有变；行业竞争在

加剧，但竞争态势没有变三个维

度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变与不变

进行了深入分析，启示大家要顺

势而为，积极把握和尽快适应企

业发展过程中的新机遇、新挑

战，保持战略定力和头脑清醒，

坚定发展信心，以不变应万变，

展现积极作为。

建筑业是一个古老而稳健

的传统行业，同时也是一个充满

变化和希望的现代产业。针对集

团未来的发展，笪董事长用四句

话为大家明确了公司的道路与

方向：

对今天的苏中而言，重在产

业升级，转型不是行业的转型，

而是管理理念和思维方式的转

变，是管理的转型、作风的转型。

建筑业依然是我们的根本主业，

必须牢牢坚持建筑主业不动摇。

稳中求进是我们工作的总

基调。对苏中建设而言，现场力

就是核心竞争力。质量在现场、

安全在现场、经营也在现场。必

须切实回归到企业的能力建设，

做好自己、做强自己，把现场干

好、把质量做好、把安全管好，让

我们的产品有足够的竞争优势，

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未来主业做得好不好，主要

看三点：一是有没有做到别人降

不下来的成本；二是有没有做到

别人无法达到的效率；三是在产

业链、供应链的整合上有没有高

人一筹的能力。如果我们能在项

目成本、效率、环保、质安、资金

等方面都有足够的竞争力，经济

的上行和下行一点也不重要。

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打败

对手，而是为了赢得明天。我们

要在绩效考核、人才培养任用

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充分调

动各层级人员的积极性。通过

改革来解决机制问题，通过管

理解决效率问题，通过创新解

决竞争力问题。

方向大致正确，关键在于执

行的效率。笪董事长希望大家以

“求真务实”之心，真诚地对待自

己的工作：在责任担当上求真务

实，每个管理者都要从我做起，

切实履行起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做到“对事负责”；在作风建设上

求真务实，要优化服务质量，提

高效率，改进会风，务求实效；在

考核评价上求真务实，考核要突

出重点，以业绩说话，以实践说

话；在成本管控上求真务实，一

个项目一本账，盈亏都要务实。

最后，笪董事长勉励每一个

管理者都能在本职岗位上严格

要求自己，向“我”看齐，善于沟

通，培养新人。2019年是一个“向

内求动力、向外获得共生”的时

代，希望每个人都能跟上时代的

步伐，做好当下，共创未来！

各区域公司、工程公司负责

人向陈永明总裁递交了 2019年

安全生产、技术质量和廉洁自律

责任状，为公司新一年的发展积

蓄动力。

2019年是公司成立 70周

年，会议同时邀请海安市史志办

史志专家周宏文老师作《苏中建

设志》编写业务培训，动员各单

位积极投身到《苏中建设志》编

写工作中来，向公司 70周年华

诞献礼。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新的征程即将开启，全

体苏中人将凝心聚力，开拓进

取，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激情

和奋发有为的状态，推动公司

2019年各项工作更上新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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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传人，匠心筑梦，

苏中青年，进取担当！

青春苏中者，则苏中青年之责任也。

苏中未来之责任，在我苏中青年！

青年立则苏中立，青年强则苏中强！

我为苏中青年，

当秉苏中青年之精神，

登高望远，勤恒坚忍；

正心诚意，知真笃行！

我为苏中青年，

须承苏中青年之责任，

践行战略，传承文化；

付出真我，誓为栋梁！

牢记营造美好生活空间与环境的使命，

共赴建设主业突出、相关多元化企业的

愿景，

同享中国优秀产业控股型民营企业集

团的荣光，

熔炼团队，诚实守信，

勇于创新，无私分享。

熔炼一种品格，当自立，当自强———

赢得拼搏的馈赠，收获奋斗的幸福，

在青春洋溢的战场上，

时刻吹响起前进的号角！

养成一种习惯，去读书，去学习———

革除懒惰的陈习，摒弃无知的旧染，

让钢筋水泥的丛林间，翩翩飞舞着知识的精灵！

做一个苏中新青年———

在苍茫北国，在悠悠西域，

在浩浩南海，在繁华东方，

心如赤子，正气凛然，顶天立地，胸怀天下！

做一个苏中新青年———

无畏霜雪，无畏风雷

无畏困厄，无畏失败

勇毅敢当，奉献苏中，青春无悔，奋发图强！

青山不老，长河如斯，

不变的岁月年轮里，

回响着一代又一代苏中青年中流击水的声音，

那是唱给青春苏中的动人歌声！

青春梦作马，砥砺何止息，

精诚作金玉，敢为天下先！

莫管前路风雨，哪怕道阻且长，

我始终相信———

我相信，每一次奋斗都充满意义，

通往成功的路上也许总有密布的荆棘，

而我愿做那披荆斩棘的勇士，

哪怕失败，也要一往无前！

我相信，每一次拼搏都值得赞赏，

迎春绽放的花蕾总要经历风霜的洗礼，

而我无惧无畏绽放前的煎熬，

即使跌倒，也会向阳高歌！

我相信，苏中的舞台始终待我而来，

在这个充满机遇的新时代，

努力培养一个更好的自己，

每一次的聚光灯下，都要做那最耀眼的

一颗辰星！

我相信，精彩的人生握在自己手中

修身、齐家、兴企、益天下

胸怀浩宇，心系家国，

起来！苏中青年！以青春的名义！

我相信，这是最好的时代，

因为这样的时代，

我愿把梦想播种在企业的沃土；

我更相信，这是最好的苏中，

因为这样的苏中，

我愿把青春奉献给建筑的明天！

路漫漫其修远兮，去求索，去奋斗！

为了苏中的荣光！

为了行业的进步！

为了国家的富强！

盖今日苏中之责任———

建筑之责任———

国家之责任———

不在他人，在我苏中青年！

青年立则苏中立，青年强则中国强！

美哉，我苏中青年，初心不改，

壮哉，我苏中青年，进取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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