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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华中铜业有限公司（央企）位于黄石市下陆区铜鑫路特

1

号，为中

铝集团控股的铜精深加工现代化企业，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多项产品

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因二期项目需要，需增加生产操作、维护维修等岗位人

员若干名。

一、条件

1

、男性，年龄在

18

周岁至

35

周岁之间（

1983

年至

1999

年期间出生）；

2

、具备高中（含技校）及以上文化程度；

3

、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

4

、与其他用人单位没有劳动关系（含事实劳动关系）。

二、薪酬社保待遇

1

、一经录用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并提供职工宿舍和免费工作餐。

2

、公司的薪酬水平在铜加工行业和本地区企业具有竞争力。实行

8

小时工

作制，工作一周享受双休，享受国家法定节假日及各项福利。学徒期间工资

约

2000-2500

元

/

月，定级后工资约

3300-3500

元

/

月。

3

、公司在部分机台实行市场化用工改革，提供不定时工作制岗位，此类岗

位月工资可达

4000-5000

元左右。

三、中铝华中铜业有限公司员工招聘需求表

序号 岗位 招聘人数 正常薪酬待遇 市场化改革薪酬待遇

1

电工

��20 3000

元

～3500

元

\

2

钳工

20 3000

元

～3500

元

\

3

行车工

15 2600

元

～3000

元

\

4

普工

150 2700

元

～3500

元

4000

元

～5000

元

四、报名联系方式

应聘人员携带毕业证、身份证、户口本等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和一寸免冠登记

近照三张。

报名联系人：毛顺章 联系电话：

0714-5398934

中铝华中铜业有限公司招聘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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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江环科铋业分公司职工梅军捡到一

条金项链交还失主的事儿， 在该公司传为佳话，

收获了大家的一片赞声。

7 月 29 日中午，天气酷热难耐。 梅军在完成

厂区工作后，热得大汗淋淋，于是去澡堂冲澡，以

此缓解酷暑带来的炎热。 因为是星期天又是正中

午，澡堂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在洗澡过程中，无意

中发现旁边喷洒架上有个物件。 出于好奇，他走

近一看， 原来是一条男士黄金项链， 大约 40 多

克，估计价值 1 万多元。

梅军洗完澡后，把金项链收拾保管好，并将

情况告知了班长。 第二天星期一一上班，梅军跟

班长一起来到该公司办公室寻找失主信息。 在找

到失主后，办公室人员把失主叫来，梅军将捡到

的金项链交还给失主余震。 余震一再感谢梅军，

说：“谢谢，谢谢！ ”梅军摇摇手说：“不用谢！ 谁丢

了东西都会很着急，这是我应该做的。 ”

梅军家庭生活困难， 离异后一个人赡养老

人、抚养小孩，老人年老多病，小孩又正上大学需

要钱，生活负担比较重。 但面对黄金的诱惑，他没

有动心，没有因为自己家庭困难而将金项链据为

己有，而是坚守自己做人的原则，主动报告班长，

交还失主，展现了一名企业普通员工的良好社会

公德和高尚人格魅力。

（许丹）

拾金不昧获赞声

把信仰亮出来

最初知晓赵宽铭书记，是在翻阅《公司志》的

时候，后来有幸看了《铜都忠魂———赵宽铭》这本

书，对赵宽铭书记有了更全更深的了解。 赵宽铭

书记跌宕起伏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让人深

受启发、备受鼓舞。 最近看了一篇关于共产党人

的“三层楼”的文章：第一层楼是物质 ，第二层楼

是精神，第三层楼是灵魂。 赵宽铭书记就是一口

气爬到第三层楼的杰出代表， 他一生践行初心，

追寻信仰，让自己的灵魂熠熠生光 ，让自己的人

生无上光荣。

然而时代在变，人也在变。 身处信息大爆炸

的时代， 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接触到新的观念、

事物，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比较、竞赛 、追逐 ，我们

时时刻刻面临各种冲刷和考验，加之社会上时常

出现不公平的事件和不正确的价值导向，有极少

数的共产党人选择藏起信仰，沉醉于“中庸之道”

的自我满足之中。 他们时常驻扎在第一层楼，偶

尔抬头看一眼第二层楼 ， 对第三层楼却漠不关

心。 或许是暂时遗忘了信仰，或许是心有余而力

不足。

但，这不应该是我们应有的状态。 正如赵宽

铭书记所说 ， 我们回忆公司创业初期的艰难困

苦，不是为了让大家去过苦日子 ，而是为了铭记

艰苦奋斗的精神。 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强调共产

党人的信仰和灵魂，不是为了让大家抛弃物质生

活，而是为了时刻谨记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我们

共产党人，不能为了物质生活，把信仰抛到脑后，

不能因为生活困苦，而忘记了自己的初心。 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我

们共产党人更应该为了广大人民的幸福，为了国

家强盛， 理直气壮地去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坚

定不移地谋求更高质量的发展之路 ， 站在新时

代，展现新作为。 正因如此，我们更要学习赵宽铭

书记对信仰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为发展和壮大

大冶有色不懈拼搏奋斗的精神 ，汲取智慧 ，改造

自己。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共产党人要始终保持

一颗公心。 不管是追求物质还是精神，要始终站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一边， 不能为了一己之私，

只顾自扫门前雪 ，不管他人瓦上霜 ，更不能为了

一己之私，损人利己，损害大家的利益。 赵宽铭书

记正是始终秉持一颗公心，忘我革命，忘我工作。

无论身处任何境地 ，无论面临任何困难 ，他始终

心系大家，与大家紧紧抱成一团，同甘共苦，风雨

同舟。 正是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公心，才能锻造出“铜都忠魂”。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共产党

人要始终艰苦奋斗。 不论外部条件怎样，始终要

在内心筑起艰苦奋斗的精神之墙，这是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优良传统和智慧结晶，也是党一直坚持

的制胜法宝，理应成为我们党员毕生追求的高贵

品质。 赵宽铭书记一生都在艰苦奋斗，年少时代

艰难生存，战争年代艰苦抗战 ，建设时期艰辛创

业，他始终执着追求，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浇灌汗

水，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共产党人要

终身学习和思考。 只有不断学习、思考、总结，才

能永葆活力和先进性 ，才能紧跟时代步伐 ，掌握

最先进的方法，走在时代前列。 要不断学习党一

以贯之的思想 、党的奋斗历史等知识 ，不断自我

熏陶，锤炼党性。 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

众学习，寻找最纯粹的智慧。 赵宽铭书记一直坚

持学习， 经常与广大职工群众一起交心谈心，了

解基层困难，思考工作方法，不断改进工作。 即便

是退休后， 他都保持着经常读书看报的习惯，心

系公司发展。

赵宽铭书记的身上还有好多可学可见的智

慧，只待我们去发现。 沐浴新时代的春风，体会新

时代的包罗万象和无限遐想，感受无穷无尽的知

识和机遇，我们更应该不断学习，初心不改，坚定

前行。 让我们亮出信仰，身披光荣，勇敢追梦，一

起为大冶有色的明天不懈奋斗。

○ 铜山口矿 付金

8 月 9 日，冶炼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

室向厂提交请奖报告，拟表彰 8 月 1 日退

休的熔炼车间堰口岗位职工潘金和，号召

广大职工学习潘金和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的精神。

熔炼车间澳炉三班堰口岗位职工潘

金和今年 8 月 1 日正式退休，7 月 31 日，

他在堰口岗位上了最后一个班。 8 月 1 日

上午，他买了一箱凉茶，到了车间，微笑着

逐间办公室与领导和同事们道别：“平安

到站，感谢关心。 ”车间劳资员感动地说：

“老潘还有四十多个存休没有用！ ”班组职

工们搂着他的肩膀开着玩笑， 不舍地说：

“老潘你这一退休，咱们的工装谁洗啊！ ”

潘金和是一名普通的堰口工，在最艰

苦的堰口岗位一干就是 9 年。 今年以来，

由于班组生产任务重， 岗位人员紧张，他

在即将退休的时间里，继续坚守在工作岗

位上，做到每月全勤，并主动放弃 40 余个

休假机会，直到最后一班岗。班组同事说：

“老潘，你马上退休了，而且岗位辛苦，你

提前回家休息我们也不会说什么。 ” 潘金

和说：“现在高温期生产最忙，岗位人员又

紧张， 我在退休之前能顶一天是一天，帮

大家减减负担。 ”有人说：“老潘，你有这么

多存休，找单位换点补偿啊！ ”潘金和说：

“为企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无怨无悔。 ”

就这样， 潘金和坚持上班到 7 月 31

日，期间没有请一天的假，没有抱怨，没有

谈什么条件， 用实际行动站好最后一班

岗。 不仅如此，9 年间， 他主动当起班组

“后勤部长”， 为班组职工义务洗衣服，让

他们每次上班都能穿上干净、整洁的工作

服。 车间党总支负责人说：“潘金和话不

多，实干。 ”该厂主要负责人评价说：“这样

的‘老黄牛’值得表彰。

”

（文 陆军 图 鲁方昆）

站好最后一班岗

近年来， 以虚假信息诈骗为代表

的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来势凶猛 ，

防不胜防。许多人上当受骗，尤其老年

人成为这种新型犯罪的重要目标 ，因

为许多老年人独居空巢， 子女长期不

在身边， 感到心里空虚， 迫切需要交

流，很容易被骗子的花言巧语所蛊惑。

为了提高公司职工家属及退休职工的

防骗能力， 笔者特整理了一些防范电

信诈骗小知识，以飨读者。

上当受骗不外乎两个原因， 一是

自身的防范意识和辨识能力不强 ，难

以识别日益花样翻新的骗术； 二是信

仰迷信、爱幕虚荣、贪小便宜等。 要知

道， 天上不会掉馅饼， 如果有便宜可

占，骗子为什么要让给你呢？骗子自己

先得了去，怎么会送给一个陌生的你。

所以，最重要的是不能贪小便宜，再一

个是不能轻易相信电话、 电信网络上

向你推送的诈骗信息， 这些诈骗信息

会冒充、 包装成各种各样的有用信息

或恐吓信息等。 如中奖骗局、冒充

QQ

好友、虚构公检法机关诈骗、虚构涉案

恐吓诈骗、虚构车祸或手术诈骗、钓鱼

网站诈骗等。

在遭遇骗局时，要做到以下三点

:

一是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 、 账户姓

名

;

二是尽快拨打

110

或者到最近的

公安机关报案

;

三是及时准确将骗子

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 由公

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

防骗要做到“六不”：不轻信、不汇

款、不透漏、不扫码、不点击链接、不接

听转接电话。

同时，做到“三问”

:

遇到情况，主

动问本地警察，主动问银行，主动问亲

朋好友和身边的人。 骗子为了不让人

做到“三问”，有时会长时间与你通话，

给你 “洗脑 ”，不让受骗对象有与亲朋

好友通话询问的机会， 或者恐吓以阻

止询问。

平时要养成七个好习惯

:

1.

保护好个人身份证和银行卡信

息，保管好不用的复印件、“睡眠 ”卡 、

交易流水信息。

2.

网上银行操作时 ，最好手工输

入银行官方网址，防止登录钓鱼网站。

3.

输入密码时，用手遮挡。

4.

密码要设置得相对复杂 、独

立，避免过于简单 避免与其他密码相

同，定期更换。

5.

开通账户动账通知短信 ，一旦

发现账户资金有异常变动， 立刻冻结

或挂失。

6.

不随意链接不明公共

wifi

进

行网上银行、支付账户操作。

7.

单独设立小额独立银行账户，

用于日常网上购物、消费。

（张国平整理）

2018

年

3

月

17

日上午

10

时

49

分，庄严

的北京人民大会堂里 ，

12

名陆海空三军仪仗

兵在雄壮的军乐中一路正步 ，穿过会场 ，护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行进至主席台前。 主席

台上，刚刚当选为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的

习近平在全世界的聚焦中， 左手抚按宪法，右

手举拳，面向近

3000

名代表宣读誓词： “我宣

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

履行法定职责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恪尽职

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

斗！ ”

国家主席对宪法宣誓，是我国领导人对宪

法的尊崇，对人民的承诺，铿锵之言，彰显着人

民领袖于国于民的赤诚之心 、深爱之怀 ，担当

之勇、豪迈之姿，同时也展现出人民领袖对国

家和人民的担当。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

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法律

权威、法律效力。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一切

法律之中， 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

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 ，而是刻在我们每一个

人的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真正的宪法 ，它每天

都在获得新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者消亡

的时候，他们可以复活那些法律 ，或者代替那

些法律，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 宪法从我

们一出生就赋予我们国籍 、公民权利 ；在我们

成长的过程中 ， 赋予我们平等接受教育的权

利；当我们长大成人 ，又赋予我们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赋予我们就业和休假的权利 ；当我们

有了自己的财产，宪法又赋予我们不可侵犯的

神圣财产权……总之，我们成长的一路上与宪

法的保护息息相关。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人

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因此，完全可以说，宪法是

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每一位

公民的守护神，尊崇它 、捍卫它就等于是尊重

和捍卫自己的生命。

宪法的生命在于尊重和实施。 实践证明，

宪法如果得到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党和国家

事业就能顺利发展 ；反之 ，宪法受到漠视甚至

破坏，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遇挫折。 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全面依法治国面临

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围绕法治建设和立法

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鲜明

地提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 作为社会的

个体，我们本来是渺小的 ，但是宪法赋予我们

社会的尊严，特别是当宪法统率下的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深入人心，法治信仰真正在民间落地

生根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无一例外变得强大起

来 ， 从此拥有了战胜恐惧和一切非正义的力

量。

我们正处在一个梦想闪熠的年代，国家的

强大，保障了宪法的庄严不可侵犯 ，让宪法成

为民族福利的保障，也让每一个人都从国家的

发展中收获自己应得的成果 。 作为企业的一

员，我们必须认识到 ，尊崇宪法就是全社会最

大的福祉；弘扬宪法精神，必须从自身做起，带

头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 、维护宪法 、

运用宪法，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 、自觉遵守

者、坚定捍卫者。

尊重宪法 做宪法的坚定捍卫者

○ 内保中心 黄玉琳

读书感悟

潘金和（右一）退休前与职工在岗位上忙碌着，

共同清打堰口溜槽结焦，帮助职工减轻劳动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