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消防队与下陆公安消防队

举行“联勤联训”演练

会议要求各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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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和全国“两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企业负责人视频会议精神和各项部署，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

全面完成 2018年各项工作任务，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向世界一流矿业集团稳步迈进。

7 月 24 日， 镇江惠龙长

江港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贾

滨一行来公司访问。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陈志友及相关部室

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会上，陈志友介绍了公司

港口物流运输相关情况，并表

示公司希望与镇江惠龙长江

港务有限公司进一步深入交

流，寻求合作方式。 贾滨介绍

了该公司基本情况，双方就港

口相关业务交换了意见。

据了解，镇江惠龙长江港

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资

企业， 主要经营港口货物中

转、仓储、装卸及港口范围内

运输服务、资产货物和技术进

出口贸易。 （孙翔）

镇江惠龙长江港务公司高管来访

7 月 26 日至 27 日， 中国有色集团

2018 年年中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中国有

色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 总经理王彤

宙，外部董事马力、张元荣、夏策明和领

导班子成员在大会主席台就座。 会议由

中国有色集团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许

树森主持。

王彤宙董事长作了题为《众志成城，

埋头实干， 确保全面完成集团公司 2018

年各项工作任务》 的工作报告。 报告指

出， 中国有色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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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资委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以提高质量效益、 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中

心，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发展基础进一步

稳固，提质增效成果显著，盈利能力不断

增强。 今年上半年，上缴税费、实现利润

均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报告客观分析了下半年宏观经济形

势、行业发展趋势、市场变化态势和中国

有色集团存在的主要问题， 要求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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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和全国“两会”精神，全面贯

彻落实中央企业负责人视频会议精神和

各项部署，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全面完

成 2018 年各项工作任务，推动企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 向世界一流矿业集团稳步

迈进。

报告部署了四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一要坚决完成 2018 年全年各项目标任

务。 二要坚决推动中国有色集团实现高

质量发展。三要坚决守住底线管控风险。

四要坚决提升党建工作质量， 确保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

心入行， 保质保量地完成党中央和国资

委部署的重点任务。

许树森副书记在总结讲话中概括了

本次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 并就认真贯

彻落实年中工作会议精神， 迅速传达学

习王彤宙董事长讲话和要求， 全力以赴

抓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提出了五点要求：

一是统一思想，全力抓好思想落实；二是

明确责任，全力抓好组织落实；三是细化

分工， 全力抓好措施落实； 四是强化实

干，全力抓好行动落实；五是检验成效，

全力抓好考核落实。

会议期间， 中国有色集团出资企业

大冶有色、铜冶炼公司、中色卢安夏、中

色非矿、香港控股、刚果公司、沈阳矿业

和平桂飞碟等 8 家企业依次作了大会交

流发言。 会议还就王彤宙董事长所作的

工作报告进行了分组讨论。

国务院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二

局五处处长孟晓彤同志，总部部门正、副职

级人员，京内出资企业领导班子全体成员；

京外（境外）出资企业领导班子党政主要负

责人；二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和行业

媒体记者共 200余人参加会议。

会后，王彤宙董事长分别主持召开

了境外出资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和先进

职工代表座谈会， 就境外企业改革发

展、 提质增效及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

匠精神，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

作用等相关工作进行了座谈并提出了

具体要求。 (王刚)

7 月 20 日，黄石市经信委

主任张焕明先后到冶炼厂熔炼

车间、 电解车间一线岗位看望

职工，并送上防暑降温物资。集

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

理翟保金参加慰问活动。

张焕明在生产现场与职

工们亲切交谈，为他们送上精

心准备的慰问品，对职工们的

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叮嘱大家

在高温季节一定要注意休息，

做好自我调节， 劳逸结合，采

取一些必要的防暑举措，在保

证自身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完

成工作任务。张焕明要求该厂

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根据

天气情况，科学合理安排作息

时间，为职工们营造良好的工

作环境，确保一线职工高温天

气下的安全和健康， 做到工

作、防暑“两不误”。

（郑沛田）

市经信委领导为冶炼厂

一线职工“送清凉”

7 月 19 日，集团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翟保金

到冶炼厂调研指导冶化产业

链对标工作。集团公司总会计

师谭耀宇、 纪委书记田群力、

副总经理余利明，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陈志友参加调研。

此次调研分为车间调研

座谈和厂领导调研座谈。翟保

金听取了该厂和车间上半年

市场化对标工作开展情况。随

后，公司相关部室针对冶化产

业链对标工作推进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翟保金肯定了该厂上半

年市场化对标工作完成情况，

要求各单位正确认识当前形

势， 认识到对标工作的困难，

转变思想，树立信心，沉着应

对，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公司

总部部室要加强服务意识，转

变工作作风，对问题产生的原

因， 与基层单位一起探讨，提

供专业技术服务和指导；冶炼

厂冶化产业链对标工作，要以

基建项目、 技改项目为抓手，

开展工作；要发挥专业技术人

员专业作用，制定激励技术人

员办法，提高专业技术人员技

术上水平。 （鲁方昆）

又讯 7�月 19�日， 集团公

司党委副书记吴礼杰到丰山

铜矿调研指导基

层党建工作。集团

公司党委常委、副

总经理李书举以

及公司相关部室

人员参加党建调

研活动。

吴礼杰细致

督查了该矿基层

党支部工作后强

调，党支部要多开

展形式多样的党

建特色活动，一个

支部没有活动就

没有活力，党组织

要多关心党员，多

倾听党员意见，结

合工作实际逐步

完善党建指标；机

关部室党员要带

着问题下基层，帮

助解决实际难题，

当好服务生产经

营的参谋，督导战

线工作，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 积极创建标杆，推

广好经验做法。吴礼杰还就退

管党建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

见与建议。 截至目前，公司挂

点丰山铜矿领导服务指导基

层党建工作实现全覆盖。

（刘鑫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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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大力发展主业，剥离非盈利产

业，发挥采、选、冶版块成熟技术优势，坚

持市场对标抓降本增效， 提升主业盈利

水平和市场竞争力……”7 月 21 日 ,公司

开展两级机关部室“抓党建、转作风、强

担当、提效能”学习实践活动（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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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中国有色集团发展战略、发展路径、发

展目标、 发展举措内容开展大学习大讨

论。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翟保金对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高度

重视，在前不久召开的党委 (扩大 )会上，

对活动开展进行布置， 强调要严格按照

中国有色集团党委关于“大学习大讨论”

活动的目标要求， 深化此次活动重要性

的认识，结合自身定位，围绕活动主题，

提出意见建议， 使大学习成为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载体， 通过大讨论凝聚推动集团公司高

质量发展的广泛共识。 公司领导参加了

分管战线的“大学习大讨论”活动。

在公司党委精心组织实施、 有力有

序推进下，当天的“大学习大讨论”活动

呈现三大特点 :一是范围广泛，参与人数

众多。公司积极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共青

团员、 职工代表等不同层次人员共 1079

人参加学习讨论， 实现公司总部部室和

各直属单位机关科室全覆盖。 二是内容

丰富，重点突出。大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党建的重

要论述，重点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养

世界一流企业、聚焦主业、战略思维和战

略定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做强做优做

大国有企业、加强国有企业党建”6 方面

的重要论断；在大学习的基础上，大家结

合本战线工作实际，围绕充实完善“抓资

源、国际化、走高端”发展战略内涵、突出

主业聚焦专业、巩固和提升“走出去”优

势等三个主题积极讨论，踊跃发言，各抒

己见。 三是形式多样，注重实效。 在大学

习环节，既有轮流领学，又有个人自学；

既有纸质文件学习，又有 ppt 展示，充分

调动了大家学习积极性主动性。 大讨论

环节， 各战线人员采取集中或分组讨论

的形式，运用“5W1H”分析法深刻剖析问

题， 采取思维导图等工具进行讨论成果

展示，来自不同单位、不同专业、不同层

次员工智慧碰撞， 掀起了一场场头脑风

暴，提出了针对性强、务实可行的对策措

施和意见建议。

参加活动人员表示通过学习、思考、

讨论、交流，加深了对中国有色集团发展

战略、宏伟规划等内容的理解，同时也认

识到各战线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增

强了做强做优做大、 打造世界一流矿业

集团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

（李俊红）

公司开展“大学习大讨论” 活动

▲

大会现场。

中国有色集团召开

2018年年中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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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5

日， 公司安全管理部消防队员与下陆消防大队联合

开展灭火救援实战演练。 演练开始后，两支消防队迅速出动

4

辆

消防车及

20

余名消防人员赶往火场， 公司消防队员迅速采用战

术扑救，下陆消防大队队员进行掩护，经过半小时的相互配合，协

同作战，火势被彻底扑灭，演练顺利完成。

（刘治华 程震）

7 月 20 日， 湖北省企业联合会、湖

北省企业家协会召开 2018 湖北企业 100

强发布会暨 2018 年理事会，连续第 10 年

向社会发布湖北企业百强名单， 黄石晟

祥铜业有限公司位居 2018 湖北企业 100

强第 70 位，2018 湖北制造业企业 100 强

第 26 位。

历时两年多的经营发展， 晟祥公司

产品产量实现连续递增， 盈利能力持续

增强， 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经受住了考

验、 站稳了脚跟。 2017 年度完成产销量

近 13 万吨， 实现销售收入 69.5 亿元 。

2018 年， 该公司进一步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 认真落实集团公司对标管理

活动要求， 加快对进口设备和技术工艺

的消化吸收，“三班两运转” 的生产模式

更趋稳定，月均产量由初期的 3000 多吨

提升至当前 15000 吨左右水平，SCR7000

生产线的连续稳定特性得到充分发挥。

同时，不断加快市场开拓步伐，上半年完

成产品销售量近 7 万吨， 比上年同期增

长 15.6%， 销售收入增长近 20%。 下半

年，晟祥公司将坚定信心、攻坚克难、趁

势而为，进一步加快开发占领市场，通过

规模化生产来实现效益最大化， 奋力完

成全年任务目标， 为集团公司实现高质

量发展作贡献。

（刘勇）

晟祥铜业荣获“湖北百强企业” 称号

7月 24日至 26日，国家发改委环资司

副巡视员赵鹏高一行先后到铜绿山矿、丰山

铜矿、铜山口矿检查指导安全环保工作。 黄

石市、大冶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检查。

赵鹏高在铜绿山矿了解了尾矿库安

全隐患综合整治、环境保护工作等方面情

况。 赵鹏高指出，“3·12”溃坝险情发生后，

该矿尾矿库治理难度大，企业要认真履行

主体责任，超前谋划、科学施策，严格按照

国家要求和规定程序进行治理，保质保量

完成闭库工程建设，确保生态环境得到有

效保护。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金刚介绍了

有关情况

赵鹏高在丰山铜矿尾矿库 18 级子坝

堤上，实地查看尾矿库建设情况，详细询

问了解尾矿库浸润线、位移、库区水位在

线监测运行、库区干滩长度及年降雨量等

情况。 在听取该矿相关负责人关于尾矿库

环保建设、防污治理、废水回收利用等工

作汇报后，赵鹏高要求，要高度重视尾矿

库环境安全工作， 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落实工作责任，严格防控措施，并就加强

环保监测监控与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提出

了指导意见。

赵鹏高在铜山口矿周家园尾矿库闭库

现场，对排水明渠、2号坝、6号坝等覆土现

场进行查看， 了解闭库工程建设的整体情

况。 赵鹏高对该矿闭库工程建设成果表示

赞扬，同时表示，闭库外斜坡要注意大雨可

能引起的拉沟， 建议该矿采取进一步措施

对周边进行加固。在新库现场，赵鹏高仔细

询问库区管理、新库库容、服务年限、投资

建设、搬迁工作等情况，强调尾矿库要加强

安全与环保管理， 按照最新国家要求标准

合理建设和使用尾矿库， 确保生产安全平

稳进行。 （黄绿 刘鑫涛 刘佳家）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领导到公司矿山检查指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