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有色集团副总经理严弟勇在铜山口矿了解现场安全生产情况。

■ 10 月 23 日，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吴礼杰到铜山口矿检

查指导工作,了解选矿车间新系统运行情况，鼓励该矿继续保持

达产达标的良好势头， 努力提升党建服务生产经营的工作质量

和水平，将党建工作的好办法、好思路运用到生产经营，提高新

系统关键控制参数和工艺技术指标， 为实现全年生产经营工作

目标提供坚强保证。

（司思）

■ 10 月 23 日，公司举办班组建设知识培训。 集团公司党委

常委、工会主席张建强介绍了班组建设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分析

了公司班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讲解了加强班组建设的

方法、步骤等知识，并围绕“对标、融和、创新、改革”关键词，讲解

了班组文化建设、对标管理、班组执行力、如何发挥班组长的作

用等班组日常管理中应遵循的原则、规定与方法。 同时，围绕企

业即将进行的改革进行了宣传讲解。

（张国平 赵芳）

简 明 新 闻

10 月 16 日，下陆区举办的

第三届“下陆工匠”职业技能大

赛顺利结束，

公司有

17

名选手

获奖，占获奖总人数 80%。

大赛设车工、工具钳工、焊

工、维修电工 4 个工种，来自下

陆区 18 个企业，共 65 人参赛。

比赛分理论考试和操作考试。

公司人力资源部等部室及各单

位精心组织这次比赛。 预赛中，

公司各工种选手有 33 人参加，

最终，有 17 人获得 4 个工种的

前六名，其中，金格建安公司选

手肖柳等人包揽焊工前六名，

晟祥铜业公司选手吕利华获得

维修电工第一名。

（张国平 姚丽）

公司选手在第三届“下陆工匠”

职业技能大赛中收获颇丰

10

月

24

日

，省总工会党组

成员、副主席刘富国一行，在市

总工会相关负责人的陪同下到

公司调研。 集团公司党委常委、

工会主席张建强介绍公司工会

工作情况。

在职工服务中心，刘富国一

行参观了服务中心大厅、职工书

屋、心理咨询室，详细了解了服

务中心的人员配置以及运行情

况等。他对公司职工服务中心的

建设给予了肯定。

接着召开了调研座谈会。张

建强详细介绍了公司工会的各

项工作情况。来自公司基层班组

及工会的几位职工代表在座谈

会上发言，表达了职工的心声。

刘富国肯定了公司工会工

作组织健全、活动丰富、体系完

善，有特色、有亮点、有成绩。 他

希望公司工会工作进一步树立

到基层、到班组、到职工的导向，

探索顺境和逆境中不同的工作

方法，不断完善工会工作方法和

手段，推进工会工作上一个新的

台阶。

据了解，这次调研重点是收

集各级工会干部和一线职工对

中国工会十七大胜利召开的反

响和心声，继续深入宣传贯彻省

工会十三大精神，了解工会改革

情况，发现典型，查找问题，听取

基层一线职工的意见和建议等，

以促进工作。 (

张国平）

省总工会领导

到公司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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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弟勇副总经理到公司

进行安全生产工作专项调研

10 月 18 日，重庆宗申产业

集团党委书记高敏一行带队来

公司交流党建工作。集团公司党

委副书记吴礼杰及相关单位部

室负责人与他们进行座谈。

座谈会上， 吴礼杰对高敏

一行来公司交流党建工作表示

欢迎，他说，大冶有色公司在中

国有色集团党委的坚强领导

下， 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国有

企业党建工作要求， 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

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

神，传达学习国务国资委“双百

行动”精神，坚持服务生产经营

中心不偏离， 坚持党委对选人

用人的领导和把关作用， 坚持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放松，

加强党建工作互动与交流，以

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

治功能， 力争把基层党组织建

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 贯彻党

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

员群众、 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

战斗堡垒。

高敏表示， 大冶有色公司

党建工作成果丰硕、亮点颇多，

有很多做法和经验值得他们学

习和借鉴。 希望双方今后保持

良好的友谊， 加强双方党建工

作交流，共同促进，相互进步。

高敏一行还到公司展示中

心， 冶炼厂电解车间职工创新

工作室、 第二党支部党员活动

室，稀贵厂宋幸福创新工作室、

粗炼车间、精炼车间，铜绿山矿

选矿车间等进行了参观交流，

并在铜绿山矿选矿车间党群活

动室签订了党支部结对共建承

诺书。

（孙翔 方园 郑沛田

)

重庆宗申产业集团

来公司交流党建工作

10 月 18 日， 中国有色集团副总经理

严弟勇到铜山口矿，进行安全生产工作专

项调研。

严弟勇副总经理实地考察了铜山口

矿新尾矿库、 周家园尾矿库闭库现场、露

天采场、选矿车间磨浮厂房，详细了解现

场安全生产情况。 对铜山口矿尾矿库闭库

后能确保汛期安全及回水有效利用所采

取的有效措施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听取了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总

经理翟保金关于新库搬迁建设、与宝武集

团合作对新库富足库容量进行合理利用、

新球磨改造提升等方面的情况汇报后，严

弟勇副总经理对公司下一步安全生产工

作提出了四点要求：一要在生产建设过程

中以安全为第一要务，对尾矿库和排土场

等重要区域要采取日常巡逻和视频监控、

在线监测等手段，避免盗挖，确保安全。 二

要加强对尾矿库和闭库现场的汛期管理，

利用先进设施合理引流， 确保汛期安全。

三要树立市场化理念，合理利用好富余资

源，要注重选矿新老两套系统并行的效益

提升。 四要注重资源的循环利用，按照国

家安全、环保法律法规要求，合法合规地

开展好生产经营工作。

（刘佳家

)

10 月 24 日上午 9 时， 冶炼厂澳炉

点火升温， ,进入了第八个生产周期。 澳

炉停产检修至点火只用了 18 天， 比计

划工期提前两天，创造了澳炉检修点火

周期最短纪录。

为确保澳炉炉体检修进度，该厂一

是协调熔炼车间、转炉车间、技术科、安

环科等单位，讨论优化澳炉炉衬砌筑施

工方案；二是合理组织耐火砖搬运和砌

筑工作，熔炼、转炉、电解等车间合理安

排好本车间检修和生产任务同时，积极

组织党员骨干突击队支援澳炉耐火砖

搬运工作，做到歇人不歇工；三是做好

后勤保障工作，熔炼车间提前准备好矿

泉水和防暑降温等物品；综合车间根据

检修计划，及时将可口的饭菜送到检修

现场， 同时每天凌晨将做好的包子、馒

头、肉片汤、排骨汤等宵夜送到检修现

场，让现场职工吃好喝好，充满干劲。与

此同时，该厂进一步加强现场安全管理

和过程控制， 安排专职安全员 24 小时

进行现场安全监督，领导干部驻扎现场

一线

，

督导检修进度、质量和现场安全

工作，及时协调和解决困难。 经过全厂

党员干部职工连续奋战， 砌筑耐火砖

600 余吨， 完成了澳炉炉衬砌筑工作，

为澳炉提前点火创造有利条件。

在澳炉点火升温阶段，冶炼整个系

统其他环节的检修都有条不紊进行。据

了解，澳炉经过升温，预计 29 日晚开始

加料，30 日出铜。

（陆军 鲁方昆

)

冶炼厂澳炉提前点火 进入第八个生产周期

近日，金格物流公司经过多

次主动沟通协调，成功引进了劲

牌公司入驻园区 2 号、4 号仓库。

今年以来，物流公司全体职

工深入市场了解行情，走访黄石

周边仓库需求客户，按客户需求

创造仓库条件，积极拓展市场业

务，已建成的 5 个仓库利用率达

到 90%以上。 物流园进一步完善

物流园区信息化系统功能，提高

物流信息传递速率；优化作业流

程，强化现场管理，为货物进出

创造良好条件； 创新开展“仓

储+

”

物流运营模式，为入驻企业

提供货物仓储、订单处理、分拣

包装和装卸配送等一站式服务，

实现了由“仓储物业管理”到“物

流平台管理”的转变。 目前，物流

园陆续引进了鄂钢贸易有限公

司、 湖北远程快运有限公司、湖

北韵达快运有限公司、湖北中通

快运有限公司等，仓储物流业务

实现持续增长。 图为物流园职工

运转货物。

（王文霞

)

金格物流公司外拓市场取得新进展

10 月 20 日， 公司第一期法语零基

础培训班在职教中心学术报告厅开班。

集团公司党委常委、 总会计师谭耀宇，

湖北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党总支书记

郭淑英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谭耀宇在开班仪式讲话中，向湖北

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对公司此次培训

提供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这次

举办的法语培训班是一次“扫盲班”“启

蒙班”，目的是适应中国有色集团“走出

去”战略和大冶有色在非洲资源开发和

项目建设的需要，培养和储备一批能进

行法语基本口语和日常交流的管理技

术人员。谭耀宇就办好此次培训提出要

求：一是要提高认识。 参加培训的人员

要站在促进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的高

度上， 充分认识此次培训的重要意义。

二是要严纪律、强管理，确保培训取得

效果。 三是要掌握好学习方法，把老师

传授的知识转化成自己的本领。

郭淑英对本期培训班的举行表示

祝贺。 她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对语言

服务需求是急剧的增长，中国有色集团

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典范，本次法语

培训班的开设，是大冶有色对人力资源

开发的重视。 随后，她就湖北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相关培训情况和此次培训

老师的资质作了简要说明。

开班仪式结束后，来自湖北理工学

院外国语学院的法语讲师着重对法语

的语言特点、语音知识、字母发音、发音

规则等方面内容进行讲解， 深入浅出、

活泼生动的讲解颇受学员们欢迎。

据了解，此次法语培训班原定位小

班课，预定 30 人参加培训。但公司各级

管理和技术人员热情高涨， 踊跃报名，

报名人数达到 243 人， 远远超过预期。

鉴于此， 公司决定此次培训不设门槛、

不限名额， 将人员分为两个班进行培

训。

（孙翔 李鸿

)

公司举办法语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