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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会场现场。

■ 5 月 21 日，中色（广西）平桂飞碟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李良一行，在集团公司

党委副书记吴礼杰的陪同下到稀贵厂参观交流。

(青辰)

■ 5月 17日，江西中烟南昌卷烟厂党委书记、副厂

长李铁军，纪委书记谢春桃一行在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工

会主席张建强的陪同下，先后参观了公司展示中心、冶炼

厂电解二车间党员活动室、职工创新工作室,稀贵厂宋幸

福创新工作室等地，相互交流学习党建工作。

(青辰 鲁方昆)

■ 5月 23日， 物业公司职工张桂英受邀参加在北

京万寿宾馆召开的第四次中央企业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魏琴)

简 明 新 闻

5 月 23 日，公司管训班在职教中心举办专题党课。 集团

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总经理翟保金出席会议并作总结讲

话。 公司相关部室负责人及管训班全体学员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放映了管训班视频集锦，通过“军训、教学、考

试、文体活动”四个篇章，展示了学员们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

随后，三名管训班学员分别结合三个月学习和感悟讲了党课。

另有三名学员畅谈了学习感受与收获。

翟保金在总结发言中肯定了大家的学习成果， 对他们的

学习热情及取得的成果表示感动、振奋和欣慰。 随后，他解读

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

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精神。翟保金说，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

时代需要新作为。 管训班学员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干部头脑，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提高对开设管训班的认识，珍惜学习机会，加强专业知

识和管理知识学习，进一步开阔视野，提升格局，培养团队协

作精神，增强复杂环境下工作的能力，充分利用公司多专业并

存的平台优势，实现自身能力和人生价值，努力创造属于新时

代的光辉业绩。翟保金指出，管训班管理实践阶段要一如既往

严格管理，严肃考风考纪，以考促学，充分体现学用结合、学以

致用的办学理念。 (孙翔 涂娜娜 秦霄 廖静)

公司管训班

专题党课开讲

张克利在中国有色集团 2018 年宣传

思想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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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 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行长陈金焱一行来

公司访问。 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翟保金，总会计

师谭耀宇与他们进行了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翟保金对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一直以来支

持公司发展表示感谢，并介绍了生产经营等情况。他说，公司在

中国有色集团的正确领导下，“瘦身健体”、 治僵脱困等系列工

作取得了实效。公司以市场化对标为抓手，聚焦主业谋发展，打

好降本增效攻坚战，突出主业、做强实体经济。目前宏观经济稳

中向好，公司将抓住中国有色集团“挺进中南部非洲”等战略机

遇，以思想对标为引领，赶超发展，并希望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

分行能在各方面加大力度助力公司发展。

陈金焱表示，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和大冶有色有着长期

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银企双方都相互支持、

相互学习。 今后，双方应继续加强交流，积极发挥各自的经验成

果，全面拓展业务合作领域，在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共同繁荣。

陈金焱一行还在谭耀宇等人的陪同下到公司展示中心进

行参观。 （孙翔)

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

高管来公司访问

5 月 25 日， 中国有色集团召开 2018

年宣传思想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会议。 旨

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

实中央企业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各项工作

部署， 全面总结中国有色集团近年来宣传

思想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成效， 分析问

题、交流经验、表彰先进、部署任务，不断开

创宣传思想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新局面。

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局网络处处长张铁甲应

邀出席会议。

中国有色集团总经理、党委书记张克利

作了题为《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奋发有为，

开创集团公司宣传思想和企业文化建设工

作的新局面》的工作报告。 报告指出，近年

来，中国有色集团始终坚持高举旗帜，加强

政治理论的学习引领，增强广大党员的“四

个意识”，强化党建工作的责任担当，坚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坚持宣传引导和工作创

新，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改革发展

党建工作的舆论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企业

文化的引领激励作用持续增强， 宣传工作

的途径方式有效拓展。

报告深刻分析了当前中国有色集团面

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了中国有色集团

2018 年宣传思想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这条主线，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企业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部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着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深入人心。 着力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主

导权、主动权，着力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着力推动精神文明

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为实现高质量发展，

打造世界一流矿业集团提供坚强的思想保

证和文化力量。

报告部署了下一步宣传思想和企业文

化建设工作的五项重点任务： 一是牢牢把

握主线， 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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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把准政治方向，把握意识形态工作

主导权、主动权；三是强化理论武装，做好

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 营造改革发展

党建工作舆论氛围；四是提升文化自信，激

发群众性创新创业热情， 大力推进价值引

导和企业文化建设、融合；五是加强党的领

导，展现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新作为。

中国有色集团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

董长清主持会议并在总结讲话中就贯彻落

实会议精神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要提高政

治站位， 结合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论述， 认真贯彻

落实本次会议精神；二要加强组织领导，做

到守土负责、 守土有责； 三要狠抓工作落

实，力争取得实效、形成合力。

会议对 2017 年度宣传通讯工作先进

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获得宣传通

讯工作先进单位称号的大冶有色、 中色天

津、桂林矿地院、中色股份作了交流发言。

中国有色集团在家党政领导班子成

员、总部全体干部职工；京内出资企业主要

负责人和分管宣传思想工作的班子成员，

宣传思想、企业文化部门负责人，在册通讯

员； 进行大会交流发言的出资企业主管宣

传思想工作的领导班子成员， 媒体记者在

主会场参加会议；京外（境外）出资企业领

导班子， 宣传思想、 企业文化部门全体同

志， 各单位在册通讯员通过视频在各分会

场参加会议。 (中国有色集团办公厅王刚)

中国有色集团召开宣传思想

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会议

5 月 20 日，第二十八次全国助残日，公司残联在职

教中心举行迎接第二十八次全国助残日暨残疾人爱心健

康体检科和就医优惠卡发放仪式。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副

总经理、残联常务副主席王勇出席活动并致辞。公司残联

理事会理事长主持活动。

王勇致辞时说，长期以来，公司深入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及省委省政府指示精神，落实残疾人生活补贴，保障

残疾人基本生活需求；借助福利企业和分散安置政策，扩

大残疾人就业；开展精准助残，重点对困难残疾人家庭进

行帮扶和救助；加强各种学习培训，提高残疾人文化和职

业技能；推进志愿者助残帮扶结对活动，帮助残疾人共享

企业和社会发展成果。 公司残疾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得

到明显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王勇要求，公司各级组织、各单位、各部室要高度重

视和支持残疾人工作，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帮助解决残

疾人工作、生活中的困难，重点做好特困残疾人家庭的帮

扶工作。公司残联要一如既往做好残疾人工作，满腔热情

为残疾人服务，精心组织好精准助残和帮扶活动，增加残

疾人的获得感，把公司对残疾人的关怀落到实处。助残志

愿者队伍要拓展助残服务范围，创新助残服务方式，加强

残疾人心理疏导和生活帮助。 公司全体职工要大力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参与关爱残疾人活动，共同营

造扶残助残、团结友爱的良好氛围。

公司党委宣传部负责人受公司残联委托，宣读了《关

于发放残疾人爱心健康体检卡和就医优惠卡的决定》。王

勇为残疾人代表发放了价值 500 元的爱心健康卡和就医

优惠卡。

公司残疾人代表上台发言。 参加活动人员还观看了

湖北省残疾人艺术团赴台湾演出视频。

公司残联主席团成员、残疾人及家属代表、残联志愿

服务者参加了上述活动。

（李俊红)

公司开展第二十八次全国助残日活动

5 月 24 日，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资金结算部资深副经

理李殿承一行来公司访问。 集团公司党委常委、总会计

师谭耀宇与来访客人亲切交谈。

谭耀宇对李殿承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中国建设银

行对公司发展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公司近年来

与中国建设银行业务合作情况。 谭耀宇说，公司与中国建

设银行合作由来已久， 双方始终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中

国建设银行为公司发展提供了全方位优质、便捷、高效、优

惠的金融服务，希望双方能够继续深化金融合作，创新合

作模式，实现互利共赢。

李殿承对大冶有色与中国建设银行合作关系发展和取

得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表示中国建设银行愿根据大

冶有色的金融需求，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开发更多的金融产

品，为大冶有色提供高性价比的金融服务，将双方的合作推

向更高水平，将各自的优势转化为实在的发展成果。

双方就下阶段银企合作中现金管理、 资金结算等具体

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交换了意见。

（李俊红)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客人来访

黄石市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调研座谈会在公司召开

5 月 23 日，由黄石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钟丽萍，市政

协副主席方晓阳，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罗应中，市

委办公室副主任王贤亮等人组成的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调研组在公司召开调研座谈会。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工会主

席张建强，以及新冶钢、东贝公司、美尔雅、三环锻压、十五冶

等单位工会相关负责人分别作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情况汇报。

会上， 张建强作新时期公司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情况汇报

时说，近年来，公司以机制促发展，建立健全组织保障体系；平

台促成才，拓宽产业工人培养渠道；以培训促升级，提高产业

工人技术水平；以竞赛促提升，助推产业工人快速成长；以激

励促学习，调动产业工人学习热情。 此外，公司还制定实施了

思想政治上引领、经济待遇上保障、鼓励参加各类技能竞赛、

实现项目制奖励等一系列举措， 有效激发公司产业工人队伍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在生产过程解决技术难题，为企

业提质增效提供宝贵的智力支持。 张建强还分析推进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钟丽萍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

清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 强化新时代产业

工人队伍改革的舆论宣传教育； 创新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体制

机制，构建科学的评价机制，提高产业工人待遇和社会地位；

加强对产业工人培养，打通产业工人的成长通道，提升产业工

人队伍综合素质，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

军，为推动黄石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支撑。

会前，钟丽萍一行在张建强的陪同下，到冶炼厂电解二车

间职工创新工作室调研， 了解产业工人技术性创新活动开展

情况。 （李俊红 黄琦）

为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5 月 24 日，在第

十九个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期间， 公司纪委

组织新提拔干部、关键岗位管理人员共 90 余人走

进湖北省鄂东监狱接受警示教育。

活动通过参观监舍、观看反腐倡廉展览、聆听

服刑人员现身说法等形式为公司新提拔干部接种

“廉洁疫苗”，使他们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和震撼，

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自觉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

防线。

警示教育活动结束后，集团公司党委常委、纪

委书记田群力还对新提拔干部进行了廉洁谈话，

提醒和督促他们要坚定理想信念、 始终把规矩和

纪律挺在前面、牢记党员是自己的第一身份，强化

责任担当，在新的岗位上严格自律，为公司推进市

场化对标、加快赶超发展而忠诚、干净、担当地履

职尽责。

（王克礼)

公司对新提拔干部和关键

岗位人员接种“廉洁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