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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关注

本报 1 月 22 日讯(通讯员
王莉莉 记者 张永斌 ) 2 1

日，兴业集团 2013 年度工作总结
表彰大会在日照会展中心召开。
集团领导丁杰、王建国、李春贤、
赵文强、刘永汉、申作华、吴中
富、丁兆良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
就座。集团总裁王建国主持会
议，集团各部门、各分公司的
1000 余名职工代表参加了会议。

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获表彰

下午 2 点，大会在雄壮的国
歌声中开幕。集团总裁王建国首
先宣读了集团任命职务的通知，
刚刚被提拔任命为兴业房产公
司副总经理的王清海代表集团
新任命职务的同志作了表态发
言；接着，集团党委书记、工会主
席李春贤宣读了《兴业集团关于
表彰 2013 年度先进单位、先进个
人的决定》。

宣读完毕后，集团领导为获
奖的 17 个先进单位、12 名工作
标兵以及 6 9 名先进工作者颁

奖。董事长丁杰为李春贤、赵文
强同志颁发“特别敬业奖”，为刘
永汉、丁兆良、周彦峰同志颁发

“特别贡献奖”。颁奖仪式结束
后，各事业部负责人及获奖的先
进代表作了发言。

去年上缴地方两税 2 . 32 亿元

丁杰在会上作了《兴业集团
2013 年度工作报告》。报告首先
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兴业集团
2013 年的工作情况。2013 年，全

集团共实现各项产值收入 137

亿元，上缴地方两税 2 . 32 亿元，
排全市民营企业前列，再创历史
新高。报告还科学部署了 2014 年
的工作任务，2014 年，将是兴业
集团深化管理和全面发展的一
年，在这一年里，全集团要严格
按“大企业”战略发展的要求，全
力完成转型和整合，要继续去伪
存真、去粗存细、轻装上阵、统一
思想、全面提升，并牢牢把握和
谐发展这条主线，发扬创新开
拓、拼搏进取的兴业精神，全力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全员整体
素质，全力优化产业结构调整，
全力加强精细化管理，全力推进
企业文化建设和品牌建设，不断
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确保
2015 年实现产值收入过 200 亿
元，利税过 10 亿元的经营目标
奠定坚实的基础。

十年磨砺兴大业，马到成功
续辉煌。报告还进一步明确了集
团公司未来三年的经营目标、发
展战略和指导思想，让每一位参
会人员都深受鼓舞。

本报 1 月 22 日讯 (通讯
员 王瑜 记者 张永斌 )

马跃日照海天阔，春满兴
业日月新。21 日晚，“与梦同
行”日照兴业集团 2014 年春
节文艺晚会在日照市会展中
心华丽上演。姚贝娜、成方
圆、徐海星、拥江帆等明星与

兴业集团职工演员联袂演
出。兴业集团领导班子和来
自兴业各条战线上的职工及
家属代表 1 6 0 0 余人欢聚一
堂，载歌载舞，共享胜利的喜
悦，欢庆新春佳节的到来。日
照市各大新闻媒体、业务合
作伙伴的领导和嘉宾应邀观

赏了晚会。
中国因为有了梦想而伟

大，兴业因为有了梦想而美
好。今年晚会主题“与梦同
行”，表达了兴业人在新的一
年里继续与日照发展同步，
构建有实力、有活力、有爱
心、有文化的现代化企业集
团的美好愿望；旨在激励全
体兴业人携手并肩，踏步向
前，追寻伟大的中国梦、建设
美好的兴业梦，继往开来，与
梦同行。

晚会伊始，兴业集团董
事长丁杰先生上台致辞，他
总结了 2 0 1 3 年兴业集团取
得的成就，描述了 2014 年兴
业的发展蓝图，他说：“十年
磨砺兴大业，马到成功续辉
煌。我谨代表兴业集团领导
团队，向多年来一直关心支
持兴业发展的各级领导、合
作伙伴和广大朋友，致以最
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
谢！向奋战在各条战线、各个
岗位上的全体兴业员工，以
及我们兴业的每一个家庭都

表示最诚挚的问候！祝大家
马到成功，马上发财，身体健
康，万事如意！”丁杰热情洋
溢的讲话博得现场最热烈的
掌声和欢呼。

“生活就是舞台，在每
一 处 盛 开 ，你 我 为 梦 添 色
彩，无人可替代。”由裴玉、
徐晓明等六名青年职工演
唱的《生活就是舞台》，充满
梦想的激情，充满奋进的力
量，也为晚会划上了一个圆
满的句号。

“与梦同行”兴业集团
2014 年春节联欢晚会历时 2

个多小时，节目形式有歌舞、
杂技、相声、器乐、戏曲等，内
容丰富，精彩纷呈；特别是成
方圆、姚贝娜、徐海星和拥江
帆等明星的加盟，让整台晚
会无比璀璨，充分展示了兴
业集团的企业实力，讴歌了
兴业人艰苦奋斗、团结协作、
拼搏进取的创业精神和兴业
报国的高尚情怀，也为港城
人民献上了一场精彩、难忘、
欢乐、美好的文化盛宴。

兴业集团 2013 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胜利召开

实实施施““大大企企业业””战战略略，，增增强强核核心心竞竞争争力力

“与梦同行”兴业集团 2014 年春节文艺晚会盛装上演

追追寻寻伟伟大大中中国国梦梦 建建设设美美好好兴兴业业梦梦

晚会的高潮在第十三届青年歌手
电视大奖赛流行组金奖、《中国好声音》
最受欢迎的实力派歌手姚贝娜的歌声
中唱响，代表作《红颜劫》缠绵悠长，深
情动人，让全场观众陶醉其中，在观众
们热烈的欢呼声中，她又演唱了《也许
明天》、《追寻》、《我要的很简单》3 首歌
曲，引爆全场激情。

第一届《中国好声音》人气女歌手
徐海星倾情献唱《Baby》、《叫醒》、《情深
深雨濛濛》《小小的我》，徐海星的歌声
细腻，时而火辣时而甜美，引起全场一
阵阵欢呼。她说她清晨醒来第一件事
就跑到日照海边，感受大海的气息。

第 15 届青歌赛民族唱法八强歌手
拥江帆表演《甘巴拉》、《天路》，天籁之
音惊艳全场，征服了现场观众，博得现
场一阵阵掌声

中国著名的歌手、国家一级演员成
方圆老师压轴出场，耳熟能详的《一路
风情》、《思念》、《童年》将全场带入大合
唱。 通讯员 王瑜 记者 张永斌

现场点击

晚会在动感的现代舞《炫舞青春》
中华丽开幕；相声名家王万顺、孙建国
献演相声《欢声笑语》，两人语言幽默，
表演令人捧腹，台下笑声、掌声汇成一
片，瞬间把演播大厅变成了欢乐的海
洋；情景舞蹈《把耳朵叫醒》带领大家感
念时光飞逝，一起聆听美妙的旋律；来
自集团各条战线的职工代表带来歌曲
串烧，活力四射，展现了兴业人的风采；
现代舞《兴业节奏》充满激情，跳出了兴
业房产人拼搏向上的进取精神，跳出了
兴业房产快速发展的“速度、高度、气
度”。

兴业集团是个大舞台，让公司全体
干部员工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尽展自己
的才华，苏臻一曲《锦绣前程》唱出了兴
业人的豪迈与激情；兴业京剧会所倾情
打造的京剧联唱《沙家浜》、《红灯记》、

《铡美案》、《智取威虎山》等唱腔优美，
让全场如痴如醉。

兴业集团近几年的发展可谓勇攀
高峰，杂技《勇攀高峰》惊险刺激，攀出
了兴业人的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场下观
众惊呼不已，拍手叫绝；在兴业造城的
足迹里，天泰建筑公司功不可没，建筑
人特意排练了群舞《新学校 新家园》，
展现建筑人的坚定步伐和大爱情怀，寄
托兴业人“大家兴、小家园”的温暖期
盼；歌伴舞《风吹麦浪》将大家仿佛带入
春天的麦田里，清新又温馨。

新民乐《乐炫东方》掀起民乐旋风，
令人目不暇接；情景舞蹈《和谐大家园》
形式欢快喜庆，展现了兴业社区邻里和
睦的和谐场景。

通讯员 王瑜 记者 张永斌

兴业人跳出

“速度、高度、气度”

唱将引爆
全场激情

姚贝娜引爆全场激情。

徐海星歌声细腻。

现场观众乐在其中。 通讯员 许京瑞 记者 张永斌 摄

兴业人的风采。

兴业集团董事长丁杰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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