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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9日， 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副行长钱爱莉在建

行黄石分行行长李鹰的陪同下来公司访问。集团公司总会计师

谭耀宇及相关部室负责人与他们进行了座谈交流。

会上， 谭耀宇介绍了公司生产经营和推进深化改革的情

况。谭耀宇表示，一直以来，公司在生产经营、金融、贸易等业务

上都得到了中国建设银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也在合作中学习

和借鉴了很多有用的经验。希望建行今后一如既往地给予公司

金融支持和业务上的指导，帮助公司推进深化改革。

钱爱莉对公司推进深化改革，抢抓发展机遇的发展战略表

示赞扬。 她表示，大冶有色有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优秀的人才

队伍，改革发展潜力巨大。希望双方今后继续加强交流合作，银

行将利用金融平台为大冶有色提供更多便利和帮助，助推企业

更好发展。 （孙翔）

8月 31日，公司“保目标、保效益、保安全、决战 120”主题

劳动竞赛动员会在公司工会五楼会议室举行，再次吹响了劳动

竞赛的冲锋号角。集团公司工会主席张建强主持会议并提出要

求。

张建强要求，在公司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各级工会组织

和广大工会干部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坚

决支持公司打赢改革攻坚战。要主动作为，勇于担当，团结动员

全体职工，全力以赴确保公司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 要强化责

任意识，抓住生产的重点难点，营造攻坚氛围，激发正能量，确

保安全清洁生产。

会上，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宣读了《关于开展“保目标、保

效益、保安全、决战 120”主题劳动竞赛的通知》；公司劳模、冶炼

厂职工杨涛宣读了《劳动竞赛倡议书》；张建强与冶炼厂、铜绿

山矿等五家参赛单位工会签订了《劳动竞赛协议书》。 冶炼厂、

铜绿山矿工会负责人在会上分别作了表态发言，表达了坚决完

成任务的决心和信心。

据了解，7月 6日， 公司在机电修造公司召开了劳动竞赛

推进会，这次会议再次动员，也是进一步落实 7月 30日公司年

中工作会和 8月 27日公司“双百行动”暨全面深化改革动员会

会议精神，改革创新、勇挑重担、真抓实干，团结动员广大职工

为确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的誓师会。 （张国平）

中国建设银行

湖北省分行高管来访

9 月 2 日，由中国有色集团、赞比亚驻

中国大使馆联合主办的“中国 - 赞比亚工商

论坛”在中国有色集团总部举行。 这是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前夕举办的一次重要论

坛，是落实习近平主席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非命运共同体”思想和“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走深走实”要求的重要举措，是深化“真

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的具

体行动，也是落实习近平主席与伦古总统 9

月 1 日会面时达成的“以园区建设为依托，

深化两国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重要

共识的有力支撑，必将进一步坚定中国有色

集团在赞比亚发展的信心，为中外企业赴赞

比亚投资兴业架设桥梁，为更多中赞企业加

强合作注入动力，谱写“一带一路”对接非洲

和赞比亚发展的新篇章。

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赞

比亚总统埃德加·伦古阁下出席了当天的论

坛。 在热烈的掌声中，伦古总统发表了热情

洋溢的讲话。 他表示，中赞传统友谊是两国

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和培育的，坦赞铁路

是中赞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 两国长期友

好，命运休戚与共，友谊历久弥坚，是真正意

义上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他站在中非

合作、中赞合作的高度，盛赞中国有色集团

为推动赞比亚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重要贡

献，称赞中国有色集团是推动中赞全天候友

谊的重要力量。 他指出，与习近平主席的会

面达成了广泛共识，即将召开的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将开启中赞友好合作的新篇章，

明年是中赞两国建交 55 周年， 希望中国有

色集团带动更多中国企业走进赞比亚，赞比

亚政府将奉行开放的投资政策，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提供各种便利，大力支持中国企业

的发展。此前，伦古总统于 8 月 22 日出席了

中国有色集团投资的赞比亚谦比希铜矿东

南矿体的投产典礼，并于 9 月 1 日在其下榻

的酒店接见了中国有色集团董事长王彤宙

一行，勉励中国有色集团在赞比亚实现更好

更快的发展。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出席论坛并

讲话。 他指出，在中赞深厚友谊的滋养下，包

括中国有色集团在内的 17 家中央企业，积

极走进赞比亚、扎根赞比亚、融入赞比亚，在

矿产、交通、电力、制造、农业等多个领域与

赞方企业广泛开展合作，建立了赞比亚中国

经济贸易合作区等经贸合作“孵化器”。 国资

委和各中央企业将认真贯彻落实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开幕

式重要主旨讲话精神，以及习近平主席与伦

古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牢牢把握“一带一路”对接非洲发展带

来的新机遇，推动中非企业务实合作迈向更

高水平。 作为监管机构，国资委将鼓励和支

持包括中国有色集团在内的各中央企业，以

市场化为基础，围绕能源资源开发、基础设

施建设、产能合作、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与

赞方企业开展更为广泛、 更加深入的合作，

努力助力赞比亚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为中

赞、中非经贸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结出新

硕果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有色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

理王彤宙主持论坛并致欢迎辞。 他感谢伦古

总统和中赞两国政府对中国有色集团以及

中国在赞企业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并简要介

绍了在赞比亚投资发展的基本情况。 他表

示，中国 - 赞比亚工商论坛是在中非关系进

入全面战略合作的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建设迈向更高水平的新时期、中国有色集团

中南部非洲战略处在提质升级新阶段举办

的一次极其重要的论坛，作为论坛的主办方

之一，中国有色集团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 他强调，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18 年来，中

赞经贸合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有色集

团在赞比亚的投资合作也迈上了新高度，一

批重点企业和项目脱颖而出。中国有色集团

将按照习近平主席与伦古总统达成的重要

共识， 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精神，按

照国资委的要求，进一步做好在赞比亚的资

源开发合作等各项工作，推动中赞两国的互

利共赢、务实合作，为赞比亚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有色集团愿作为中赞友

谊的桥梁， 推动更多中国企业走进赞比亚，

到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投资兴业。

赞比亚商贸工部部长亚卢马、赞比亚驻

中国大使奇贝萨孔达、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

副主任李保东、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

长林怡、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李杰等嘉宾出席

论坛并讲话，强调中赞两国和两国人民是全

天候的友谊、全方位的伙伴，特别是习近平

主席和伦古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将进一步

坚定中赞两国实现高水平互利合作的信心

和决心。 大家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中国有色

集团走进赞比亚的战略胸襟、大局意识和实

干作为，表示将继续关注支持中国有色集团

在赞比亚的投资发展，积极引导更多中国企

业到赞比亚投资兴业，促进中赞关系的巩固

和发展，共同推动中赞友谊在新的历史时期

焕发更大的活力。

在伦古总统和中赞嘉宾的共同见证下，

中国有色集团与赞比亚政府签署了《合作备

忘录》， 中国有色集团投资设立的赞比亚中

国经济贸易合作区与新达成落户意向的 8

家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赞比亚政府与部分

中外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本次论坛达成的

合作项目，签约总金额约 14.7 亿美元。

活动期间，赞比亚发展署、赞比亚中国

经济贸易合作区分别作了投资推介，论坛还

进行了互动问答和企业对接， 现场涌动着

“中赞合作，共同发展”的浓厚气息。

论坛开始前， 伦古总统与肖亚庆主任、

王彤宙董事长等中国政府和企业代表进行

了亲切交流。 他表示，赞中之间牢不可破的

全天候友谊是老一辈领导人奠定的，也要靠

赞中企业之间的合作去不断巩固和加深，中

国有色集团所代表的中国企业，让赞比亚政

府和人民感受到了赞中友谊在新时期的强

大生命力，希望双方携手构建赞中命运共同

体。

赞比亚总统事务部部长西卡祖韦、国家

发展规划部部长奇泰米、矿业与矿产发展部

长姆苏克瓦、交通运输部部长穆欣巴、住房

与基础设施发展部部长奇托泰拉、穆钦加省

省长西科内；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永庆、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陈全训； 外交部、

发改委、教育部、商务部等有关部委，金融机

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协会组织以及

中船重工、兵器工业、东方电气、中机集团、

中国铝业、中国五矿、中国建筑、中国节能、

中国建材、中国电建、中国黄金等 16 家中央

企业的领导；中赞两国企业界代表、近 20 家

中赞新闻媒体等共 200 余人参加了论坛。

中国有色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

大型中央企业，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开展国

际合作最早、最成功的企业，业务遍布 8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的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赞比亚是中国有色集团最

重要的投资发展区域之一，在中赞全天候友

谊的感召下，逐步成长为赞比亚最大的中资

企业和中赞两国经贸友好合作的典范企业。

目前，中国有色集团已经走进赞比亚 20 年，

在赞比亚累计投资近 30 亿美元，拥有 14 家

各级出资企业， 建成了 3 座矿山、3 座冶炼

厂、1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为赞比亚创造了超

过 12000 个稳定的就业岗位，提供各种捐助

超过 3000 万美元，被称为“中赞全天候友谊

最好的诠释者”。 在赞比亚的众多投资项目

中， 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最具代表

性。 该合作区是中国在非洲设立的第一个境

外经贸合作区和赞比亚第一个多功能经济

区， 在伦古总统和中赞两国政府的支持下，

合作区已有入区企业 50 余家， 吸引投资近

19 亿美元，区内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超过

140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近 8000 个就业岗

位，开创了中赞友好合作的新模式。

（王长明）

中国 -赞比亚工商论坛

在中国有色集团隆重举行

赞比亚总统埃德加·伦古阁下出席并讲话

公司举行“保目标保效

益保安全决战 120”

劳动竞赛动员会

今年以来，冶炼厂电解车间以市场化对

标为抓手， 围绕提升 30万吨铜加工项目电

解直流电单耗开展技术创新、劳动竞赛等活

动，通过采取加大日常洒水频次、提升短路

处理质量、加强监控稳定槽压，以及优化槽

温、铜酸平衡等工艺参数等有力措施，提高

了电解电流效率。 8月份，电解车间 30万吨

铜加工项目电解直流电单耗为 272 度 / 吨

铜刷新历史纪录， 达到国内铜电解先进水

平。 图为该车间职工检查阴极铜外观质量。

（李俊红 袁昌盛）

冶炼厂 30万吨

铜加工清洁生产示范

项目直流电单耗

刷新历史纪录

■ 9月 3日，杭州高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汪洋

一行在黄石市副市长黄荆国的陪同下， 来公司考察硫酸生

产情况。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志友，冶炼厂、商务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相关情况。 陈志友、 汪洋代表双方企业均表达了

下一步进行合作的意愿。 据悉，杭州高烯科技有限公司在黄

石拟融资 10亿元，分两期建设生产单层石墨烯、多功能复

合纤维、高效发热布等产品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消耗

硫酸 10余万吨。 （李俊红）

■ 9月 5日，黄石市环保局局长徐崇斌一行到冶炼厂

调研环保治理项目进展情况。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金刚介

绍了相关情况。 徐崇斌在肯定冶炼厂环保工作所做出的努

力的同时，要求企业进一步提升环保站位，加大环保治理项

目工作力度；下陆区在服务企业环保项目同时，加强日常环

境监管。 （陆军）

简 明 新 闻

9 月 1 日，公司 2018 年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标杆

班组对标交流及拓展培训活动在梅川生态园拉开序幕。

这一活动安排在 9 月份，分 8 批举行，来自公司各单

位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标杆班组的 600 多名职工将

分批参与。 当天，来自冶炼厂、机电修造公司、大江环科公

司的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人员，共 60 多人首批参与。

参训人员在进行极速信息传递等拓展项目培训后， 进入

包饺子大比拼环节，以此检验各团队的协作能力。 随后，

进行了创新工作对标探讨和交流， 各创新工作室在介绍

了本室工作特色后，进入问答环节，在一问一答间碰撞出

思想的火花，达到了互相启发、共同提高、促进创新的目

的。 （张国平 黄琦 卫志宏）

公司举行职工创新工作室

和标杆班组对标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