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3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下发《国企改革“双

百行动”工作方案》，决定选取百余户中央企业子企业和百余户地

方国有骨干企业，在 2018—2020 年期间实施国企改革“双百行

动”，公司入围“双百行动”企业名单。

据悉，“双百企业”遴选标准有三条：一是有较强的改革必要

性和紧迫性；二是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三是有较强的改革

意愿和主动性。 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将从完善改革方

案、建立工作机制、组织培训交流、全程督促指导、加强政策支持、

总结宣传推广等六方面推动入围“双百行动”企业深化改革。

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要求， 入选企业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全面落实国有企业改革“1+N”政策

要求，深入推进综合性改革，在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取

得突破，打造一批治理结构科学完善、经营机制灵活高效、党的领

导坚强有力、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的国企改革尖兵，

充分发挥示范突破带动作用， 凝聚起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

强大力量，形成从“1+N”顶层设计到“十项改革试点”再到“双百行

动”梯次展开、纵深推进、全面落地的国企改革新局面。（李俊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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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4 日、15 日， 集团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 总经理翟保金率队先后到井巷公

司、冶炼厂调研，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实现高质量

发展。

14 日， 翟保金听取了井巷公司 1 至 7

月份的生产经营情况、重点工程进度、企业

面临的困难和急需解决的问题等方面的汇

报， 肯定了井巷公司新领导班子自组建以

来所带来的新变化， 并就井巷公司的战略

发展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解放思想，发挥

传统优势。 要站在战略的高度上，用未来的

眼光谋划好企业的发展定位。 二是要深化

改革，实现企业脱胎换骨。 按照再造一个井

巷公司的魄力， 重新对组织架构进行顶层

设计，以务实的作风，全面形成新的管理团

队。三是要加快锻造施工队伍。要按照新的

组织架构设计，突破目前的管理模式，尽快

组建一、两支作风过硬、能打胜仗的项目管

理团队，最终形成自己的市场核心竞争力。

集团公司相关部室针对井巷公司提出的问

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15 日，翟保金在冶炼厂召开专题会议，

布置推进公司清洁生产升级工程相关事

宜。 公司领导王勇、陈志友、黄金刚参加会

议。

翟保金强调了当前进一步深入开展

“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的重要性，传达了中

国有色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王彤

宙在大冶有色调研时的讲话精神， 要求公

司各单位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实现高质量发展。

会上，宣布成立公司“清洁生产升级工程”

冶炼厂火法系统生产优化工作组、 冶炼系

统升级及发展工作组、环保升级组、钴资源

及电解（电积）系统开发工作组，明确了相

关成员，对四个工作组的工作方向、思路进

行了具体解读和安排。

翟保金对公司“清洁生产升级工程”四

个工作组的后期工作提出要求： 一是工作

组中脱产集中办公的同志要集中精力，全

力抓好公司清洁生产升级工程各项工作的

落实，不脱产同志也要高度关注项目进展，

积极参与项目； 二是工作组要加强内部管

理，形成例会制度，组内成员要相互虚心学

习请教，积极讨论研究工作思路和措施，共

同推进公司清洁生产升级相关工作。

（郭小勇 陆军 谢龙）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企业技术进步 实现高质量发展

翟保金到公司基层单位调研时强调

近期，按照公司党委“抓党建、转作风、强担当、提效能”学习

实践活动要求，公司党委宣传部对公司媒体进行问题诊断，并征

求基层的意见和建议。 其中，有基层通讯员反映：“‘有色新闻’电

视节目在我们矿山和外埠单位无法收看。 ”为解决这一难题，公

司党委宣传部决定利用“金彩有色”微信公众号新媒体平台传播

方便、快捷的优势，对公司电视新闻进行展播和推介。 随后，根据

微信公众号对视频的格式、分辨率、容量大小等方面的要求，公司

有色有线电视台对“有色新闻”视频进行压缩转换，并以每周三期

频率上传到“金彩有色”微信公众号。

“有色新闻”视频栏目上线后，公司职工家属不受时间地域

的限制，只要登录“金彩有色”微信公众号，用手指轻轻一点就可

以观看公司电视新闻，了解公司最新的发展动态。 （李俊红）

“手机可以看公司电视新闻啦！”

连日来，公司各单位、部室采取个人自

学、集体学习、专题研讨等方式，迅速掀起

学习中国有色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

理王彤宙到大冶有色调研的重要讲话精神

热潮。

王彤宙董事长到公司调研结束后，公

司迅速召开了“大学习大讨论” 活动推进

会， 对学习贯彻王彤宙的讲话精神进行部

署，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翟保

金对学懂弄通做实王彤宙的讲话精神提出

具体要求。 王彤宙在讲话中提到的“聚焦实

业、突出主业、专注专业”“国企改革要遵循

‘三个有利于’ 标准”“树立战略思维和战略

定力”“防控风险”等方面内容，在广大职工

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广大职工群众认为，

王彤宙董事长讲话高瞻远瞩， 思想深刻，意

义深远，充分体现了王彤宙董事长对公司

发展寄予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对公司

广大职工群众的厚爱勉励和有力鞭策。王

彤宙董事长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思想

性、针对性、指导性，为公司未来实现高质

量发展，打造中国现代化的铜业企业指明

了方向。 职工们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领会王彤宙董事长的重要讲话精神，将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进一步做强做

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工作要求上来，切实担

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努力推

动公司改革创新、提质增效各项工作开展，

为集团公司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

流矿业集团贡献更多力量。

（李俊红）

公司掀起学习王彤宙董事长讲话精神热潮

8月 15日，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伍绍辉一行

来公司洽谈合作事宜。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勇，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陈志友及相关单位、部室负责人与他们进行了座谈。

会上，王勇对中国恩菲公司一直以来对大冶有色发展给予

的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王勇介绍了中国有色集团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总经理王彤宙到公司调研提出的深化改革、提质增效

等要求。 希望中国恩菲公司对新港工业园的新项目计划多提建

议和意见，为公司抓住未来发展的历史机遇提供支持和帮助。

伍绍辉表示，大冶有色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人才队伍、技

术水平和管理经验。 中国恩菲公司与大冶有色经过长期合作建

立了良好友谊，愿借此机会，相互配合，为新项目发展拿出最优

方案。

随后，伍绍辉一行还到新港工业园进行调研。 （孙翔）

中国恩菲公司高管

来公司洽谈合作事宜

8月 11日，公司工会召开第一届七次全委（扩大）会，学习传

达中国有色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王彤宙到公司调研时

的讲话精神，对公司工会上半年工作进行总结，安排下半年工作。

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工会主席张建强主持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

张建强就下半年工会工作要求围绕“五项工程”来打造，引

导公司各级工会组织切实做好服务企业、服务职工的各项工作，

引导广大职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国有色集团和公司的整体

部署中来，深入贯彻落实王彤宙在公司调研时的讲话精神。 继续

开展好五项工作：一是抓好职工思想工作，助力生产经营；二是实

施职工创争活动，推动素质提升；三是组织群众生产活动，服务创

新创效；四是做好精准服务工作；五是进一步强化工会组织建设。

会上增补了工会委员会委员，传达了省总十三大会议精神，

通报了上半年劳动竞赛完成情况， 讨论了工会战线题库建设工

作及公司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管理办法。 （张国平 黄琦）

公司工会着力推进“五项工程”

8月 16日，铁山区委副书记、区长晏勇，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江桂珍将写有“不忘

初心为百姓水库抢险见真情”的锦旗送到公

司， 感谢公司在东方山水库抢险救援过程中

发挥的积极作用。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吴礼

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金刚参加座谈。

8月 4日，东方山水库发生渗漏险情，水

库大坝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情况十分危急。

第二天， 公司接黄石市政府抢险救援紧急通

知后， 立即组织 130�余名民兵组成应急救援

队，赶赴东方山水库进行抢险救援。抢险队员

们一上坝就争分夺秒地干起来， 一组负责铲

石子装袋，一组人接力传送石子袋，另一组往

水边冲锋舟上运送石子袋， 向水库渗漏处投

掷填充。经过 9个多小时的奋战，公司应急救

援队共完成了 2400袋石子装填任务，为水库

抢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

晏勇在座谈会上介绍了东方山水库抢险

救援工作情况， 并对公司组织应急救援队参

与抢险救援， 提供水泵加速库区排水等工作

给予高度赞扬。晏勇说，大冶有色应急救援队

员在抢修过程中，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连续

奋战精神，冲锋在前、吃苦在前，涌现出许许

多多的感人事迹， 彰显了国有企业的社会责

任担当。 希望大冶有色能够一如既往地关心

和支持铁山区发展，加强沟通合作，促进双方

互利共赢。

吴礼杰说，大冶有色这些年实现了较好

发展，离不开黄石市委市政府，以及社会各界

的支持与帮助。东方山水库出现险情，大冶有

色作为黄石市的大型国有企业， 参与抢险救

援工作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下一

步， 大冶有色将积极响应黄石市委市政府的

号召，进一步深化与地方的合作，实现优势互

补，地企共同发展。

(李俊红)

铁山区政府向公司赠送锦旗表谢意

不忘初心为百姓 水库抢险见真情

8 月 13 日， 机电修造公

司机电装备制造分公司承制

的首台重型阳极炉完成制造

顺利下线，运往黑龙江紫金矿

业。此项目填补了该公司承接

超重型窑炉成台 / 套设备生

产能力空白。

（王建林 方华建）

机电修造公司

重型阳极炉

完成制造

顺利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