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7 日，黄石市总工会调研员柯忠启一行，在公司

工会相关负责人的陪同下，为公司一线职工送清凉。

当天下午， 柯忠启一行来到冶炼厂转炉生产现场，为

正在高温下坚守岗位的职工们送上皮蛋等防暑降温物品，

并送上慰问金。 柯忠启对一线职工的敬业精神表示敬意，

他希望大家注意休息，劳逸结合，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保证

安全生产，努力完成生产经营任务。

(张国平 许艳)

市总工会为公司一线职工“送清凉”

7 月 16 日至 18 日，集团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

理翟保金先后到铜山口矿、

铜绿山矿、金格公司、机电修

造公司调研指导工作。 公司

领导吴礼杰、 谭耀宇、 张建

强、田群力、龙仲胜、黄金刚

参加调研。

7 月 16 日， 翟保金一行

首先来到铜山口矿选矿车间

4000 吨球磨改造现场进行检

查，随后，分别与该矿班子、

各车间班子等人员召开座谈

会， 从不同角度听取了该矿

在市场化对标、 生产经营等

方面的工作汇报。 翟保金指

出， 该矿要把市场化对标目

标设定得更高， 重点要从管

理机制等核心要素上进行对

标。 同时，他还要求该矿加强

干部建设，抓好党建、转变作

风、提升效能，各级干部要深

入一线，改变工作方式，要把

运行高效的良好作风从上至

下传递到基层。 在顶层设计

上，他要求该矿要有系统性、

全面性， 制定系列切实可行

的方案， 针对重点问题重点

攻关。 翟保金还对 4000 吨球

磨改造、柴油采购、封闭管理

等问题提出了工作要求。

7 月 17 日， 翟保金在铜

绿山矿听取了该矿、 生产车

间关于市场化对标、 下半年

工作安排、 居民区用电移交

等方面工作汇报。 翟保金针

对如何干好下半年工作，全

面完成矿山全年各项任务提

出要求： 矿各级领导班子要

坚持深入一线调研， 时刻了

解一线需求，把握重点问题，

从实际出发解决根本问题；

面对市场化对标压力， 要继

续贯彻对标精神实质， 调动

职工责任心和创新创效积极

性， 从而达到企业效益提升

和职工收入增长“双提升”；

要在优化组织架构的同时，

搞好工作质量， 充分发挥出

上下一盘棋的整体合力；要

重视技术人才梯

队的建设， 优化

激励制度， 打造

良 好 的 用 人 环

境， 增强矿山的

发展活力。

7 月 18 日上

午， 翟保金听取

了金格公司自整

合成立以来抓党

建及落实党风廉

政责任制、 对标

工作主要成绩和

机关部室重点工

作 的 情 况 汇 报

后，提出要求：金

格公司领导班子

成员要继续团结

一心， 强化业务

学习， 毫不松懈

地 抓 好 对 标 工

作， 三大板块之

间要更多地互相交流学习，

并通过横向交流来加大复合

型人才的培养； 金格公司机

关部室要不断提高管理能力

和水平， 切实在对标工作中

发挥好统筹领导作用； 三大

业务板块要抓好生产经营工

作，在产品质量、配合服务、

生产保障等方面进一步抓好

落实， 努力完成金格公司全

年生产经营目标。

下午， 翟保金到机电修

造公司主持召开以“市场化

对标、 亏损企业治理调研督

导”为主题的调研会，了解该

公司上半年生产经营、 市场

开拓、市场化对标工作、亏损

企业治理、债权清收、审计整

改、 重点工作完成等方面情

况。 公司领导及集团公司相

关部室负责人针对该公司汇

报情况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

议。 翟保金要求该公司加强

技术人员队伍建设， 提升业

务能力， 建立激励机制调动

职工积极性， 靠技术去赢得

市场。

(刘佳家 方园 黄海波 王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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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有色集团召开

干部大会，国务院国资委企干

二局局长姜维亮出席大会并

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宣布

了对中国有色集团领导班子

进行调整的决定，任命王彤宙

同志为中国有色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总经理，张克利同

志不再担任中国有色集团总

经理、党委书记职务。

会上， 姜维亮局长对张

克利同志任职期间所做出的

积极贡献和带领中国有色集

团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给

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他在讲话中介绍了王彤宙董

事长的履职经历和建立中国

有色集团董事会的有关情

况。 姜维亮局长指出，国资委

党委研究认为， 王彤宙同志

事业心和责任感强， 善于学

习、 思路清晰， 抓工作力度

大，敢抓敢管，敢闯敢拼，作

风务实，为人坦诚，能够胜任

中国有色集团董事长、 党委

书记、总经理。 结合这次中国

有色集团主要领导调整，将

建立中国有色集团规范的董

事会。

姜维亮局长代表国务院

国资委党委对中国有色集团

新领导班子提出了六点要求：

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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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搞好

国有企业的信心和决心；二要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把

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

党委发挥领导作用的组织化、

制度化、具体化，切实加强企

业党的建设；三要高标准建设

规范董事会，抓好机构建设和

制度建设，不断提高科学决策

水平；四要扎实推进深化企业

改革的各项工作，以改革发展

为方向，推动世界一流企业建

设；五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

合，切实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

设； 六要防微杜渐压实责任，

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王彤宙同志表示， 组织

安排到中国有色集团工作，

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他

将在中国有色集团历任领导

和全体干部群众共同开创的

辉煌事业的基础上， 和新班

子一起着力推进和落实五方

面的工作： 一是坚定不移坚

持党的领导； 二是全面深化

改革发展； 三是全面加强党

的建设； 四是加强班子建设

和队伍建设； 五是着力推动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 他号召中国有色集团全

体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决贯

彻落实国务院国资委的各项

决策部署， 牢固树立新发展

理念，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

领导班子队伍建设， 全面从

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发展，

强化科技创新， 努力实现企

业高质量发展， 共同谱写中

国有色集团改革发展的新篇

章。

张克利同志在发言中深

情回顾了在中国有色集团十

多年来的工作历程， 并对中

国有色集团领导班子、 各出

资企业领导班子、 总部各部

门负责同志以及广大干部职

工长期以来的支持和配合表

示感谢。 他表示将继续关注

和支持以彤宙同志为班长的

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工作，祝

愿中国有色集团的明天更加

美好。

中国有色集团在家领导

班子，在京出资企业负责人、

总部职能部门副职以上干部

参加了当天的大会。 (王刚)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

对中国有色集团领导班子进行调整

7 月 19 日，入伏第三天，黄石地区气温高达 37 摄氏

度，一线岗位职工的身体状况和工作环境紧紧牵动着公

司领导的心。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翟保金

等公司领导分为 6 个慰问小组，分别到冶炼厂、铜绿山

矿、铜山口矿等厂矿和辅助生产单位，给职工送上慰问

金及西瓜、饮料、茶叶等防暑降温物资，表达对一线职工

的关怀和问候，让职工感受到阵阵清凉。

“大家辛苦了。 ”翟保金和集团公司工会主席张建强

首先来到冶炼厂熔炼车间主控室，给职工送上了慰问金

和防暑降温物资，并询问起职工工作、生活情况。 当翟保

金听到车间实行四班两倒制， 职工每班工作 12 小时，班

中实行轮流作业时， 他嘱咐道：“最近天气比较炎热，大

家晚上要休息好，白天上班要注意安全，做好防暑降温

措施，保持身体健康。” 澳炉堰口、电炉炉前、电炉炉后是

熔炼车间作业环境最炎热的岗位，岗位防暑降温措施落

实得怎么样了？ 翟保金来到这三个岗位，看到车间通过

安装溜槽水套盖板、喷雾降温风扇、溜槽液压清理机等

设备，降低了岗位作业现场温度，减轻了职工的劳动强

度，他对通过设备升级改造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思路表

示赞同。 翟保金听取了熔炼车间采取提高氧气浓度、提

高冰铜品位、调节炉渣渣性等措施，开展澳炉降低能耗

技术攻关的情况汇报，他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 翟保金

说，创新是企业的核心动力，职工是创新的主体。 我们要

通过持续开展合理化建议、技术攻关、“五小”活动等形

式，鼓励职工大胆创新、勇于创新，调动和发挥职工聪明

才智，为生产经营、安全环保、设备管理等疑难问题献计

献策。 翟保金还慰问了转炉车间职工。

在金格物流铁运分公司 12 道排班室门口，翟保金一

行给铁运分公司职工送完清凉后，了解到该分公司养路

班有几名职工正在户外给铁轨铺设道砟。 翟保金听后十

分关心，连忙拎着凉茶走过去看望大家。 太阳火辣辣的，

一丝风也没有，整个大地就像个蒸笼，几名职工正拿着

铁锹、钉耙在烈日下挥汗如雨。 翟保金看到大家衣服被

汗水汗得透湿，心里十分感动，向冒着酷暑辛勤工作的

职工表示慰问和感谢。 翟保金向相关单位负责人询问防

暑降温工作开展情况，当听到金格物流铁运分公司采取

调整夏季施工作业时间、发放西瓜、饮料、冰棒等降温物

资、配备防暑急救小药箱、岗位安装空调等措施进行防

暑降温时，他给予高度赞赏。 翟保金说，党的十九大报告

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我们要坚持以

人为本，把职工的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切实采取有效措

施，加强职工高温作业劳动保护，做好防暑降温各项工

作，确保职工身体健康，实现安全生产。

在机电修造公司冶化项目部厂房里，行车在高空来回

穿梭，将待加工的材料吊运到各机台，职工们有的操作钻

床加工钻孔，有的对照图片在钢板上划线，有的拿着焊钳

焊接结构件，呈现出一片繁忙的工作场景。 翟保金询问了

该项目部生产经营、市场开拓、市场化对标等方面情况，对

该项目部近期积极开拓外部市场，获得了北京恩菲公司结

构件订单给予肯定，并指出要强化产品质量意识，把服务

工作做实做细， 靠过硬的质量和良好的服务取得优势、引

领市场、支撑发展。 翟保金在和职工亲切交谈时了解到，该

项目部焊工技师易雄辉在抢修澳炉余热锅炉管道时，凭借

着高超的技术，大胆尝试，总结出一套“带压管道焊接法”，

既保证了焊接质量，又缩短了检修时间，为冶化生产创造

了条件。 翟保金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曾

多次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技能人才的典型引领作用，大力弘

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公司各单位要加强职工技术团队

建设，大力开展“导师带徒”“岗位练兵”等活动，全面发挥技

术、技能人才传帮带作用，搭建青年技术人员成长平台；要

创新考核奖励机制，实行定期检查考核，对于徒弟成绩突出

的，师傅享受师带徒津贴，同时要对优秀师徒进行表彰，及

时总结优秀师徒经验，积极宣传推广，促使有技术有经验的

老师傅愿意带徒弟，愿意传授技术经验，青年职工愿意拜师

学艺，愿意成为行家里手。

与此同时，公司领导吴礼杰、昌家令、谭耀宇、李书

举、田群力、余利明、龙仲胜、黄金刚也到各单位生产现

场给职工“送清凉”，并叮嘱相关单位负责人一定要做好

防暑降温工作，避免发生中暑现象，确保职工身体健康、

安全度暑。 (综合报道)

▲

翟保金到冶炼厂转炉车间生产现场给一线职工“送清凉”。 陶三保 摄

公司领导高温“送清凉”慰问一线职工

王彤宙任中国有色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 7 月 6 日， 集团公司工会主席张建强带领工

会人员到机电修造公司开展“三联三服务”活动，帮助

解决部分基层班组存在的职工工作服清洗不便、自带

盒饭不能保存等问题，受到职工好评。

(张国平 黄琦)

■ 7 月 10 日，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金刚到铜山

口矿指导生产经营工作。 该矿领导班子成员对当前生

产经营工作情况、所面临的困难及下半年将采取的措

施进行汇报。 公司相关部室从各自角度对该矿提出的

问题进行解答，并对该矿后续如何组织好生产提出了

具体意见和建议。 黄金刚对该矿和公司相关部室提出

工作要求。

(刘佳家)

■ 7 月 16 日， 复星矿业资源集团公司总经理滕

磊一行到公司访问，公司资本运营部、规划发展部、生

产管理部等部室负责人与客人座谈。 双方就企业基本

情况、行业竞争力、企业未来发展战略等情况作了深

入交流。 (张国平)

简 明 新 闻

7 月 18 日，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翟保

金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 会议听取了公司干部挂职锻

炼工作情况报告，并讨论干部挂职锻炼工作。 重点传达

了《中国有色集团党委关于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的

通知》精神，并对公司“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进行布置。

中国有色集团党委开展的“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主

题为：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企国资改革发展、党建的重

要指示精神，围绕中国有色集团公司发展战略、发展路

径、发展目标、发展举措开展大学习大讨论，进一步深化

发展战略、优化发展路径、明晰发展举措。

活动要求在大学习的基础上， 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大

讨论，理清发展思路，提出针对性强、务实可行的对策措

施和意见建议。 重点讨论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如何进一

步深化优化中国有色集团“抓资源、国际化、走高端”发

展战略的内涵， 充分发挥集团公司发展战略的引领作

用；二是围绕突出主业、聚焦专业，如何在做强做优做

大、打造世界一流矿业集团中发挥集团公司、本企业、本

部门的积极作用；三是集团公司、本企业、本部门应分别

采取哪些举措，巩固和提升集团公司“走出去”的优势。

翟保金要求公司各单位、 总部各部室把此次活动作

为当前重要工作进行布置，深化认识，高度重视，注重效

果。 翟保金强调，要严格按照“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的目

标要求，认真组织，积极动员公司广大党员干部、共青团

员、职工代表等不同层次人员参与学习、讨论，把握好活

动内容、时间节点、活动效果等要求，全面完成任务。

集团公司领导吴礼杰、昌家令、李书举、张建强、田群

力、余利明，有限公司领导黄金刚及公司党委委员，本埠

各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经营班子主要负责人， 总部

各部室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张国平)

公司党委布置“大学习大讨论”活动

7 月 12 日，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党委书记、

董事长谢志刚一行来公司交流党建工作。 集团公司党委

常委、纪委书记田群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金刚，党委

组织部、公司工会及相关单位部室负责人参加活动。

座谈会上， 田群力介绍了公司党建工作情况。 近年

来，在中国有色集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公司党委牢记

全面从严治党使命，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

和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坚持党对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服务生产经营中

心，坚持党委对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作用，坚持建强

基层党组织不放松， 为公司做强做优做大提供坚强的政

治和组织保证。

谢志刚对公司党建工作取得的成果表示赞赏， 对公

司抓党建、强队伍、谋发展，融入中心服务生产经营的做

法十分赞许，表示很受启发，收获丰厚。 希望今后进一步

加强双方党建工作交流， 分享经验， 不断促进双方党建

工作创新发展。

黄金刚及党委组织部、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等在会

上作了交流发言。

谢志刚一行还到设研公司、冶炼厂、稀贵厂等单位党

员活动室、创新工作室参观交流。 (孙翔 鲁方昆)

桂林矿地院高管来公司交流党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