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企业报新闻奖评选揭晓

本报讯（记者 王克礼）

3 月 26 日，湖北省企业报记

协 2017 年新闻奖评选结果

在武汉揭晓，《大冶有色报》

选送的 5 篇新闻作品获奖。

一年一度的湖北省企业

报新闻奖， 是由湖北省企业

报记者协会主办的全省企业

报年度优秀新闻作品的最高

奖， 旨在检阅全省企业报新

闻工作者年度业绩， 促进新

闻从业人员研究新闻业务，

提高新闻报道质量， 更好地

为企业改革发展提供思想保

证和智力支持。

本次新闻奖评选，《大冶

有色报》 通讯员陆军撰写的

《守规矩才是大智慧》获言论

一等奖； 记者王克礼撰写的

《李莉， 全国人大代表的一

天》获通讯二等奖；记者李鸿

撰写的《罗祖望：再不对标就

会被淘汰》获消息二等奖；通

讯员肖爱梅撰写的《一室烟

火》获副刊二等奖；通讯员梅

晓艳撰写的《吴远忠夺标记》

获消息三等奖。

《大冶有色报》多篇作品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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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习

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彰显了共产党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和担当。 冶炼厂全体干部职

工要在大冶有色的新时代中勇当新使命，以新作为开启冶

化产业赶超发展新征程。

在学思践悟党的十九大精神上要有新作为。 初心如

磐，使命在肩。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通过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党

支部“主题党日”“党员三日”等载体，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

功夫。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与公司坚决打赢

"

六大

攻坚战

"

相结合，推进改革创新要求落实到位；与市场化对

标工作相结合，推进做强做优冶炼主业；与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相结合，推进提质增效举措落实；与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相结合，推进党建工作开创新局面；与“找差距、献良策”

活动相结合，推进服务发展的职能落实到位。 通过学思践

悟，切实把全厂党员干部职工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

大精神上来。

在打赢“六大攻坚战”上要有新作为。 谁谓荼苦，其甘

如荠。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一流铜业、国际品牌”企业愿景的

出发点，市场化对标是做强做优冶炼产业的着力点，让职工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落脚

点。我们要以全员、全流程、全要素市场化对标为抓手，在思

想教育、精益管理、生产组织、提质增效等方面多管齐下，做

强做优冶炼主业，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各级班子的

责任和担当统一到“六大攻坚战”目标任务上来。

在补短板挖潜力上要有新作为。 犯其至难，图其至远。

完成好“对标管理补短板、精益管理挖潜力”目标任务，是我

们为企业增效，为职工增收的前提保障。 要强化效益对标，

抓住“产量质量、安全环保、成本利润”等核心要素，着力补

齐生产经营短板，不断提升盈利能力。 要强化精益管理，深

化内部改革，推进瘦身健体，坚持精准作为，最大限度的挖

掘体制机制、技术和管理潜力，激发活力，提升运营效率和

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切实把管理技术技能“三支队伍”的

改善和创新统一到补短板挖潜力措施要求上来。

在全面从严治党上要有新作为。 抓铁有痕， 踏石留

印。 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要有新作为，重点是要提高基层

党组织战斗力。 要树立一切工作到支部、到一线的鲜明导

向，深入推进“四级先锋”和清洁文明生产示范区竞赛活

动，突出党建项目化管理，坚持服务生产经营不偏离。巩固

“一个支部一个品牌”成果，加强“一个小组一个特色”的建

设，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先进性作用。 党员是最优秀的人力

资源，要以“四个合格”为标准，强化担当的政治意识、责任

意识，切实把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先锋作用发挥统一到

做强做优冶化产业上来。

在服务职工群众上要有新作为。 春风化雨， 润物无

声。 我们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让职工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 坚持“三联三服务”制度，帮助基层解决

实际问题。 优化组织架构和人力资源配置，完善绩效考核

方式，树立“职工收入靠创造”的思想，在实现企业效益增

长的同时实现职工收入同步增长。落实厂职代会上承诺的

6

件实事，完善爱心基金、扶贫帮困等制度，开展职工兴趣

协会文体活动，引导职工爱我有色、我爱有色，增强职工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切实把全体职工的智慧和力量统一到我

厂赶超发展征程上来。

新时代，必定是奋斗者的时代。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只要每一个大冶有色人肩负新使命，开启新征程，焕发新

作为，就一定能够打赢“六大攻坚战”，交出赶超发展的完

美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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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厂党委书记 张功金

以新作为开启冶化产业赶超发展新征程

本报讯（记者 孙翔） 3

月 28 日，黄石市副市长叶战

平到公司调研指导工作。 集

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

经理翟保金参加调研。

座谈会上，翟保金就公司

近年来经营改革发展情况以

及今后经营发展思路等情况

进行了介绍。 他说，公司将按

照市委市政府“工业强市赶超

发展”的战略部署，以企业增

效、职工增收为目标，坚决打

好“六大攻坚战”，为黄石地区

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叶战平表示， 大冶有色

是黄石市的支柱企业。 黄石

市各职能部门要对大冶有色

提出的具体问题和要求，认

真研究，全力推进，为大冶有

色加快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黄石市副市长叶战平到公司调研

本报讯（记者 孙翔） 3 月 25 日，公司在铜绿山矿

召开专业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 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总经理翟保金出席会议并讲话。 集团公司党委副

书记吴礼杰主持会议。

翟保金说，成立专业技术委员会的目的是把力量集

中起来，优化整合人力资源；把专家水平提得更高，给青

年技术人员提供好的学习和锻炼的平台；把公司专业团

队的水平提升起来，把作用发挥出来；把技术委员会的

人员朝着复合型人才打造，为公司生产发展提供专业支

撑。 翟保金对专业技术委员会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

是要摆正位置，提高认识。 二是专业技术委员会内部要

设计好运管机制和工作机制。 三是各单位要把保障和服

务机制做好，为专业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 四

是各单位根据自身情况可以成立本单位的专业委员会。

翟保金指出，全公司要牢固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

念，为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提升创造好的平台，让专业技

术委员会和全公司专业技术人员为公司改革发展、 提质

增效作出更多贡献。

会上， 长沙迪迈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

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教授王李管作了主题为“信

息化矿山建设技术”讲座。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勇结合成立专业委员会的目的

意义、运行方式以及工作要求，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正

确认识成立专业技术委员会的重要意义。 二是要着力抓

好专业技术委员会的自身建设。 三是要有效发挥专业技

术委员会的积极作用。

集团公司总会计师谭耀宇介绍技术委员会实施方

案。

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和青年委员作了代表发言。

公司专业技术委员会正式成立

强化科学决策 夯实技术支撑 完善培养平台

赞比亚当地时间 2018 年

3 月 21 日， 中国有色集团副

总经理陶星虎前往赞比亚总

统府拜会赞比亚总统埃德

加·伦古阁下。

会见中，陶星虎副总经理

首先代表张克利总经理向伦

古总统表达了问候， 并就中

国有色集团在赞比亚投资建

设及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

作区（简称：经贸合作区）招

商引资等情况作了汇报。 陶

星虎副总经理表示， 中国有

色集团投资 8 亿美元建设的

谦比希铜矿东南矿体项目计

划于 2018 年建成投产，该项

目采用世界上先进的生产技

术和工艺， 其井下自动化采

矿技术是赞比亚采矿业中最

先进的技术。 铜渣冶炼项目

计划于 2018 年 4 月开工建

设， 凯夫制药国际公司已落

户经贸合作区，2018 年还将

有铜深加工、 电缆生产和电

池生产等大型公司进驻，计

划再吸引多家优秀企业入驻

经贸合作区。 陶星虎副总经

理表示， 中国有色集团将在

伦古总统和中赞两国政府的

支持下， 不断拓展友好合作

空间， 努力成为衔接“中国

梦”和“非洲梦”的重要桥梁

和纽带，为打造中赞“命运共

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

听取汇报后， 伦古总统

十分高兴，他指出，中国有色

集团是赞比亚最大的中资企

业， 也是中赞友好合作的标

志性企业。 赞比亚政府将提

供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全力支持中国有色集团在赞

投资发展， 希望中国有色集

团继续加大在赞投资力度，

为赞比亚经济社会发展、技

术进步和人民的福祉做出更

多的贡献。

随后， 陶星虎副总经理

还就伦古总统特别关心的赞

比亚年轻人职业教育问题作

了汇报。 他表示，中国有色集

团在中赞两国政府和相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 努力为赞

比亚年轻人提供高水平的职

业技术教育途径， 提高当地

年轻人的职业技能。 目前，国

家开放大学赞比亚学习中心

总部落户经贸合作区， 并设

立了经贸合作区、 中色非洲

矿业有限公司和中色卢安夏

铜业有限公司三个教学点，

中国有色集团作为中国职业

教育“走出去”在赞比亚的首

个试点单位，正在全力以赴，

推动赞比亚产业工人的职业

教育素养和职业技术水平提

升。

伦古总统指出， 在赞比

亚开展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

育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长远计

划， 赞比亚政府将给予大力

支持。 赞比亚教育部的奖学

金委员会将本着公平透明的

原则，仔细甄选、择优录取，

切实让赞比亚的学子们学有

所成、学能所用，希望中国有

色集团加大推进力度， 共同

为赞比亚打造一支业务精

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

素质专业化技术人才队伍。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杨优

明、 经贸合作区有关同志参

加会见。 (王刚 张诗豪)

中国有色集团副总经理陶星虎

拜会赞比亚总统埃德加·伦古阁下

翟保金在公司 2018年组织宣传工作会暨二季度党建例会上强调

本报讯（记者 李鸿） 3 月 27 日，公司在职教中心召开

组织、宣传工作会暨二季度党建例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

落实省委、市委和中国有色集团党委工作部署，分析当前

工作形势，安排党建工作。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

经理翟保金出席会议并讲话，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吴礼杰

主持会议。

会上，公司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负责人对 2018 年战线

工作和二季度重点工作，公司纪委监察部、工会、团委负责

人对二季度重点工作进行安排。 2018 年，公司组织战线工

作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企业领导人员队伍，统筹提升基层党建

工作质量，加强组织部门自身建设，为公司全力以赴打好

“六大攻坚战”、加快赶超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公司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统领公司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主线；提高全员思想政治素质和对标

自觉性作为公司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必须自觉肩负的任务；

学习型组织建设、流程改善、队伍建设作为推进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必须常抓不懈的抓手；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文明

创建、企业文化建设、媒体宣传作为战线必须扎实做好的

基础工作。

翟保金讲话时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由此坚持

和加强党的领导，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落实好“把方

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职责，尤为重要。 翟保金围绕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奋斗观”，结合公司改革发展实际，强

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创新务实的精神，抓好

党建各项工作，努力提升党建工作质量，使党建工作有效

融入到企业改革发展、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充分发挥党

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引领、促进和服务企业

改革发展。 翟保金就贯彻上级有关工作要求和公司党代会

精神，认真做好全年党建工作提出六点要求：一是增强政

治担当意识，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要求；二是增强服务大局

意识，切实推进六大攻坚任务；三是增强纪律规矩意识，从

严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四是增强党管人才意识，切实提高

人才工作水平；五是增强持续改善意识，深入推进企业文

化建设；六是增强模范带头意识，不断加强部门自身建设。

集团公司工会主席张建强、纪委书记田群力分别宣读

《关于表彰公司 2017 年度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先进单位和优

秀通讯员的决定》《关于表彰公司 2017 年度优秀志愿者的

决定》，公司领导为获得湖北省文明单位、2017 年度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先进单位颁奖。张建强、田群力还对分管工作提

出具体工作要求。

吴礼杰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并对党建质

量体系贯标、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党员先进性考核、党委

活动经费和党费使用、 加强宣传工作等方面工作提出了具

体要求。

公司各直属单位党组织负责人，总部党委下属党组织

书记，各单位组织、宣传部门主要负责人，党委组织部、党委

宣传部有关人员，以及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参加会议。

▲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翟保金给先进单位颁奖。 王克礼 摄

以创新务实的精神提升党建工作质量

本报讯（记者 孙翔） 3

月 23 日，中国十五冶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副董

事长覃荆文， 总经理喻振贤

一行来公司交流访问。 集团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

理翟保金， 党委副书记吴礼

杰， 总会计师谭耀宇及相关

部室负责人参加座谈。

翟保金说， 公司与十五

冶有着深厚的友谊， 这些年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十五冶的

帮助和支持。 公司重点工程

澳斯麦特熔炼炉、30 万吨铜

加工清洁生产示范项目是十

五冶承建的， 两家公司保持

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希望双

方今后相互支持、携手共进，

实现更好发展。

覃荆文也对今后两家公

司合作表达了期望， 希望双

方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关

系，拓宽合作领域，在深化传

统业务合作的基础上， 积极

拓展新的合作模式。 十五冶

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 为公

司做好相关支持服务工作，

为双方发展贡献力量。

喻振贤一行还在吴礼杰

的陪同下到公司展示中心、

冶炼厂、 铜绿山矿等进行了

调研。

十五冶公司高管来公司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