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5 日，公司在职工文体活

动中心举办重阳节表彰会暨广场舞

比赛， 表彰公司退休人员“三个老

有”先进个人、优秀退休人员片组长

以及“孝亲敬老”先进个人。 集团公

司党委副书记吴礼杰、 工会主席张

建强、 公司老年体协主席刘桂馥出

席会议并为 69 名受表彰的先进个

人和比赛获奖代表队颁奖。

吴礼杰在致辞中转达了集团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翟保金

向公司广大退休人员致以节日的问

候，并对受表彰先进个人的祝贺。 吴

礼杰指出： 当前， 公司正处于落实

“双百行动”， 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

时期，各项生产经营、改革发展的任

务非常艰巨， 广大离退休人员要正

确理解和支持公司的改革举措，倍

加珍惜当前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言传身教， 引导在公司工作的子女

亲属，践行“责任、忠诚、学习、进取”

的企业核心价值观，爱岗敬业，奋发

有为，为公司改革发展作贡献。

随后， 广场舞比赛正式拉开序

幕， 来自公司各单位退休人员组成

的代表队，表演了《美丽中国》《中国

脊梁》《炫舞民风》《中国缘》 等精彩

的广场舞。 他们在台上踏着欢快的

节拍，用整齐优美的舞姿，为大家奉

献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孙翔

)

公司举办重阳节表彰会暨广场舞比赛

10 月 12 日， 大冶市副市长肖绪

华带领市相关负责人来黄金山大冶

有色工业园综合楼商讨地企发展工

作。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

理翟保金就相关工作与他们进行交

谈。

会上，翟保金感谢大冶市政府及

相关单位一直以来对公司发展提供

的支持和帮助，并就铜山口矿周边环

境整治， 安全治理等问题进行了说

明。翟保金希望大冶市委市政府能给

公司更多支持和协调帮助，公司将不

遗余力地抓好相关工作，为地企共赢

创造更多机会。

肖绪华表示，大冶有色为大冶市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支持公司发

展，实现地企共赢是大冶市政府义不

容辞的责任。大冶市相关职能部门和

单位要按照公司提出的要求，拿出方

案、做好协调和服务工作，为大冶有

色发展提供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发

展环境。

会上，双方人员就相关具体事项

进行了沟通交流。

大冶市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黄金刚及公司相关

单位、部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

孙翔）

大冶市领导来公司

共商地企发展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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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第五个“全国扶贫

日”。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书举带领

相关单位、部室负责人到阳新县大王

镇坎下村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大王镇、坎下村和驻村扶贫工作

队首先召开了座谈会。驻村扶贫工作

队汇报了近期扶贫工作情况：一是强

化精准识别，规范建档立卡。 二是围

绕“一户一策、一村一法”，确保底数

清情况明。 三是紧抓扶贫主线，助推

产业发展。 四是推进政策落实，保障

群众基本权益。 五是多方协商，确保

助残基金高效利用。大家就坎下村下

一步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思路进行

认真探讨。

李书举强调，扶贫济困是我们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是我们国

有企业的责任。 我们深感义不容辞，

责无旁贷。帮助贫困人口脱贫也是响

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实际行动。 李书举表

示，扶贫工作重点是“授之以渔”，下

一步扶贫工作的重点是要把项目管

理好，壮大村一级产业经济，形成固

有收入来源，以产业扶贫，使坎下村

的扶贫产业尽快见到效益，给贫困户

早日带来帮助和实惠， 达到能够长

期、稳定脱贫的目标。 他希望坎下村

在开发区和大王镇的领导下充分发

挥“开发区大王镇坎下村残疾人保障

基金”和“开发区大王镇坎下村产业

扶贫启动资金”的作用，为坎下村的

精准脱贫作出应有的贡献。

随后，李书举一行先后到该村查

看“稻虾共作”、光伏发电项目，走访

看望贫困户家庭。

（孙翔

)

公司领导到阳新县大王镇坎下村调研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碧空如洗，彩旗飘扬。 10 月 18

日上午 9 时， 第三届全国有色工业

展在山东东营展览中心开幕， 全国

有色行业 90 家企事业单位、大学及

科研机构等参展， 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协会会长陈全训、 中国工程院院

士黄小卫、黄崇祺、张文海及国内外

知名企业代表、学者参观了展览。 大

冶有色公司以“循环经济、 绿色发

展” 为主题参展， 位列展览 1 号展

位，展示内容赢得了国内外专家、领

导的关注和好评。

在第三届全国有色工业展中，

组织方将 90 个参展展位排列成橙

色、白蓝色、金红色三个序列展区，

中国有色集团麾下中色奥博特铜铝

业有限公司、 中色天津特种材料公

司、铁岭选矿药剂有限公司、中色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色沈阳冶金机

械有限公司、 中色沈阳泵业有限公

司、 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等组团排列在“橙色”展区，大冶

有色展位核心内容围绕突出主业，

主打“循环经济、绿色发展”内容，除

循环播放大冶有色加速创新发展专

题片外，布置了“打造绿色矿山、推

进生态发展”“科技研发、智能制造”

“推进再生资源循环利用、打造城市

矿产示范基地”等三个展板。 公司展

位以图文、实物、电动模型、宣传册

和现场讲解等方式全方位展示了公

司近年来创新发展成果。

开幕仪式结束后， 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协会会长陈全训就首先来到

大冶有色展位， 听取了工作人员关

于城市矿产循环经济项目、 鑫鹰公

司振动筛、 重装公司盾构机等项目

介绍，对大冶有色围绕突出主业，突

出循环经济，打造“城市矿产”“稀贵

金属开发”的做法点赞；中国工程院

院士黄小卫、 中南大学副校长郭学

益、 中国有研总院特聘专家李红卫

等专家学者在陪同领导参观完其他

展位后，又再次回到公司展位，详细

了解公司循环经济发展进展情况，

部分与公司业务发展有关联的厂

家、单位也主动投递信息，表达了合

作意愿。

（刘建新 陆军

)

▲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陈全训(前排中)听取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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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彤宙董事长会见中非发展基金

董事长杨宝华

王彤宙董事长会见缅甸自然资源

与环境保护部第一矿业公司总经

理吴觉山

中国有色集团召开扶贫攻坚工作

会议

中国有色集团在总部和对口扶贫

地区组织开展“扶贫日”活动

翟保金到冶炼厂、金格公司调研

10 月 15 日、16 日，集团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翟保金先后

到冶炼厂、金格公司调研指导工作。

15 日， 翟保金深入冶炼厂冶化

检修现场， 看望检修一线的干部职

工，了解检修工作情况，强调检修工

作要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要加强

检修计划与组织实施，强化现场措施

与监督， 强化风险意识与预防措施，

确保检修任务顺利完成。 每到一处，

翟保金停下脚步与冶炼厂主要负责

人、车间工作人员、施工人员交谈。当

得知澳炉炉衬砌筑、转炉主烟道优化

等重点检修项目正按计划进行，澳炉

系统有望比计划提前一天点火时，翟

保金对该厂检修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对干部职工加班加点、连续作战

的奉献精神和缜密计划、一丝不苟的

敬业精神点头赞扬。

在转炉检修现场，翟保金指出：

转炉主烟道优化、 硫酸尾气双氧水

脱硫改造、45 万方和 60 万方环境集

烟改造、 转炉主厂房密封等重大环

保项目是公司响应黄石市“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重要项目，各单位要强

化大局意识靠前服务， 坚持高标准

建设， 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全方位

的服务和保障，履行好社会责任，彰

显好国企担当。 在紫渣铜生产现场，

翟保金同有关人员步行 3 公里，实

地察看西门区域规划布局、 治安防

卫等情况， 他要求该厂要进一步加

强对重点要害部位的管控， 提升综

治检查频次及群防群治工作力度，

特别是夜间的检查和巡逻， 要与内

保监控中心加强协调配合， 通过监

控探头，对重点部位、出入口、主要

路口、 围墙周边实行 24 小时监控，

减少各类案件的发生率， 为打造平

安厂区提供保障。

16 日， 翟保金到金格公司开展

深化改革工作专题调研。 公司领导

谭耀宇、 龙仲胜、 黄金刚参加了调

研。

翟保金一行认真听取了金格公

司整合后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及下阶

段深化改革的思路汇报， 详细询问

了对公司深化改革的意见建议和职

工思想动态情况。 翟保金肯定了金

格公司整合后融合发展取得的成绩

和下一步对深化改革的思路， 对金

格公司下阶段深化改革工作提出了

要求：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

会全国国有企业改革会议精神和中

国有色集团、 集团公司深化改革工

作精神，顺应时代要求，推动改革工

作；二是要提高认识，将思想统一到

深化改革工作上来，抓好内部磨合，

为下阶段整合作准备； 三是要牢固

树立市场意识， 深化板块利润成本

分析，落实“四个一批”要求，优化产

业布局；四是要创新机制体制，结合

实际开展治理结构、分配机制创新，

激发内生活力，提高效率效益；五是

要优化管理结构， 进一步推动内部

业务、管理的深入融合，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六是要围绕职工增收目标，

扎实推进外部市场开发， 向市场要

效益； 七是要推进市场化的精益管

理，深化市场理念和精益管理理念，

提升执行力，把各项工作做成、做到

位。

集团公司相关部室负责人和金

格公司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调研。

（郑沛田 程玲 马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