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

月

21

日， 在公司总部

5201

会议室， 公司与湖北理工学院举行技

术交流对接会， 进一步深化 “校企合

作”，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湖北理工

学院科研处处长、 校企合作办公室主

任、 博士、 教授马学军及该校一批专

家、 学者参会。 公司副总经理王勇及

相关部室和单位负责人参加技术交流

活动。 （张国平）

■ 4

月

15

日，根据公司党委 “大

学习大普及大落实”活动安排，公司党

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分别到矿业分公

司铜绿山矿、冶炼厂、质计中心三家单

位开展党建知识宣贯。

（孙翔）

■ 4

月

16

日， 公司召开

2020

年

QC

成果发布会，来自冶炼厂 、矿业分

公司、金格公司等单位的

13

项成果参

与发布。 冶炼厂熔炼澳炉

QC

小组的

《降低澳炉综合能耗 》 项目荣获一等

奖。 （张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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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7

日至

18

日

,

公司在黄金

山办公楼召开

40

万吨高纯阴极铜清

洁生产项目 （以下简称

40

万吨项目 ）

设计联络会 。 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翟保金参加会议 ，中国十五冶总经理

喻振贤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吴润华等应邀参

加会议。

公司

40

万吨项目是落实国务院

国资委 “双百行动 ”重点发展项目之

一 。 自项目启动以来 ，在中国有色集

团及黄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在设

计单位的共同努力下 ，项目前期各项

工作已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为深入贯

彻中国有色集团相关专题会议精神 ，

加快推进各项工作 ，协调主体设计单

位与各专题承担单位之间的工作衔

接，决定召开本次设计联络会。

在

17

日下午召开的三方联络会

上 ，

EPC

项目经理部首先汇报

40

万

吨项目初步设计审查意见的修改情

况 、整体进度计划 、施工图出图计划 、

设备采购订货计划 、 工程施工计划 、

现场设计服务计划。

40

万吨项目建设

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还就初步设计修

改情况及各项计划的主要问题进行

了反馈 ，公司与十五冶公司 、瑞林公

司三方对各项计划主要问题进行了

深度交流。

翟保金在总结讲话中首先对中国

瑞林公司和中国十五冶在疫情期间克

服重重困难，齐心协力为

40

万吨项目

顺利推进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他

同时对项目建设提出了三点希望和要

求， 一是三方兄弟单位进一步统一思

想 ，密切配合 ，加强合作 ，理清各自职

责，围绕职责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二是

要落实中国有色集团、 黄石市政府有

关项目进度，以及其他部署要求，按照

计划点火时间倒排工期， 落实每个施

工节点要求，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三

是必须做好投资控制， 严格控制分部

分项预算和开支， 精打细算好每一笔

账，确保项目在预算控制范围内。

喻振贤和吴润华在随后的讲话中

均表示，联络会的召开，做到了思想的

进一步统一，明确了共同目标，为三方

建立了畅通的对接与沟通渠道， 创造

了融洽的工作氛围， 大大促进了项目

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会后将进一步

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制定切实、有效的

保障措施 ， 尽职尽责 ， 互相支持 ，及

时、主动落实会议要求，确保各自工作

按节点计划完成， 共同促进项目目标

任务如期实现。

公司副总经理王勇、 总会计师陈

峙淼、副总经理杨坤、总经理助理陈志

友，十五冶公司副总经理王忠俊，瑞林

公司副总经理方填三等 ，以及公司

40

万吨项目建设指挥部 、十五冶

EPC

项

目经理部和瑞林公司相关人员参加了

会议。

又讯 ：

4

月

22

日 ，公司召开

40

万

吨项目建设专题会议。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翟保金主持会议，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王焱提出工作要求。 公司

纪委书记丁建林、副总经理余利明、总

会计师陈峙淼、副总经理杨坤，总经理

助理龙仲胜、 陈志友参加会议并就分

管工作作了具体安排。

会议听取了

40

万吨项目初步设

计最终情况报告，以及工程监理、造价

管理工作思路、商务贸易期货运作、设

备订货、 工程施工现场等准备工作情

况汇报；听取了材料、设备采购监督管

理的思路和建议。 与会人员进行了讨

论发言。

翟保金在听完汇报后 ， 对项目建

设提出要求： 一是所有人员必须统一

思想 ，提高认识 ，正视压力 ，坚决按中

国有色集团要求，全力以赴确保

40

万

吨高纯阴极铜清洁生产项目如期建

成，并实现投产正常运行；二是项目建

设指挥部工作组成员要主动加强与相

关单位之间的融入融合工作， 服务大

局， 形成合力， 充分发挥团队协作优

势，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工作程序规

范到位；三是要进入施工“战时状态”，

加快工作节奏，加强沟通协调，及时解

决问题，提高冶改例会效率，进一步完

善指挥部组织架构， 同步推进智能工

厂建设，确保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并行

不悖。

王焱要求认真做好设备招标采购

的前期准备工作，把好质量关，把握性

价比等，做好工作中交流沟通，相互配

合。 他还就抓紧时间出项目图纸、做好

业务风险防控等工作提出要求。

公司相关部室负责人和

40

万吨

项目建设指挥部成员参加会议。

（张国平 郑沛田 黄海波）

公司稳步推进 40万吨

高纯阴极铜清洁生产项目建设

明确目标 形成合力 如期实现

4

月

21

日， 公司召开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及中国有色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彤

宙在集团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精神，分析公司脱贫攻坚工作面临

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受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翟保金委托，公司副

总经理张叙鹏在会上提出工作要求。

公司党委坚持目标不变、 靶心不散，

做实、做细、做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一是

在“实”上下功夫。 落实责任，营造齐抓共

管的工作格局

;

抓实队伍，发挥驻村扶贫

工作队的主导作用；夯实基础，形成脱贫

攻坚的强大合力；做实产业，激发村民劳

动致富的热情。 二是在“细”上做文章。 细

化目标任务、细分帮扶措施、细心教育引

导、细致精准帮扶，做细各项脱贫工作，确

保每一环节都精益求精。三是在“好”上出

成绩。 始终盯准目标，制定并落实好产业

扶贫、消费扶贫、教育扶贫等各项帮扶措

施，带动贫困户通过勤劳致富、稳定脱贫。

张叙鹏对下阶段脱贫攻坚工作提出

三点要求：一是深入领会精神，提高政治

站位。 坚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必胜信心、

决心和恒心。 二是全面总结经验，凝聚强

大合力。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坚定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

感。三是紧盯任务目标、聚焦重点难点。拿

出更多实招、硬招，和时间赛跑、与任务角

力，坚定脱贫攻坚工作的节奏不变、力度

不减、尺度不松，以决战必胜之势坚决攻

克最后的贫困“堡垒”。

公司两家驻村扶贫工作队汇报了精

准扶贫工作情况。

公司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

部、人力资源部、规划发展部、财务部、公

司工会 、内保中心 ，以及冶炼厂 、矿业公

司、金格公司、设研公司、晟祥铜业、赤马

山留守处、招标采购公司的有关负责人等

参加会议。

（李俊红 郑沛田）

公司召开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会议

4

月

18

日， 公司召开加强和

改进公司两级机关党的建设工作

会议。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翟保

金提出工作要求， 公司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王焱主持会议。 公司党

委常委、纪委书记丁建林，党委副

书记、工会主席张建强参加会议。

会上，公司党委组织部、总部

党委相关负责人就公司总部党委

2020

年加强党建工作的安排和要

求作了布置。宣传部党支部负责人

作经验交流发言。

翟保金强调了加强机关党建

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分析了公司两

级机关存在的七个方面的主要问

题。翟保金就加强两级机关党建工

作提出了“七个强化”的要求。一是

强化政治建设， 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 二是强化支部建设，确保机关

党建质量。 三是强化深度融合，解

决“两张皮”问题。四是强化制度建

设，建立规范法治企业。 五是强化

作风建设，提升机关服务质量。 六

是强化责任意识，打造优秀的机关

队伍。 七是强化协同配合，打造团

结协作高效机关。翟保金要求两级

机关党员干部统一思想， 率先垂

范，以实际行动投身到公司高质量

赶超发展的征程中来。

王焱要求认真落实会议精神，

按照翟保金书记的要求，针对问题

对号入座，举一反三，加快调整，加

紧改进， 按照“七个强化 ”的要求

抓好落实。

参加会议的有公司二级单位

的党委书记、组织部门负责人以及

机关党组织书记、 委员和党小组

长，公司总部党委各党

(

总

)

支部书

记、委员及党小组长等。 公司在职

教中心学术报告厅设立主会场，各

二级单位设立分会场。

（张国平）

公司布置两级机关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工作

4

月

21

日，公司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王焱到井巷公司指导改制

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工作。 公司副

总经理张叙鹏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了调研。

王焱先后组织召开了井巷公

司领导层座谈和科职人员座谈 ，

听取意见建议，并现场进行答复。

座谈中， 该公司党委负责人首先

从组织架构、 人员结构、 财务状

况、 固定资产情况等

8

个方面对

井巷公司基本情况进行了汇报 。

参加座谈的

16

名人员先后发言，

提出了人员安置、干部身份、资产

处置 、关心职工 、政策宣讲 、社保

缴纳 、退管移交 、危房改造 、职工

薪酬、考核减利、工程市场等方面

的意见建议， 希望改制重组与中

色十五冶金采矿业公司专业化整

合能够平稳有序推进。

王焱要求，一是要坚决贯彻落

实中国有色集团决策部署，正确认

识井巷公司的改制重组和专业化

整合， 是井巷公司难得的发展机

遇。 二是要积极应对结构调整，市

场化并购重组要从简从快，领导班

子要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积极配

合，保持稳定，同时抓好经营工作。

三是要放眼展望井巷公司未来，困

难暂时较多，发展有支撑，未来有

希望，大有作为。 四是要积极做好

中色十五冶对接工作。

在科职人员座谈会上 ， 王焱

指出， 井巷公司广大干部职工的

利益，公司将尽力保障。 科职人员

要积极做好政策宣传工作， 带头

传播正能量，做好稳定工作。 井巷

公司战略性结构调整到中色十五

冶后，与公司仍然有合作关系，公

司将永远是井巷公司的 “大后

方”。

（何涛）

王焱到井巷公司调研指导改制重组工作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

度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

核会暨一季度党建工作例会。 公

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翟保金出席

会议并讲话。 公司领导丁建林、王

勇 、李书举 、余利明 、陈峙淼 、杨

坤、张叙鹏参加会议。 公司党委副

书记、工会主席张建强主持会议。

冶炼厂党委、机电修造党委、

后勤中心党委、大江环科党委、离

退休党总支五家党组织书记就抓

党建工作进行了现场述职。 公司

部分基层单位就党组织如何围绕

单位重点工作做好“把方向、管大

局、保落实”作了发言。 公司纪委

书记丁建林，党委副书记、工会主

席张建强分别就分管战线下一阶

段工作作出安排并提出要求。

翟保金表示，

5

家单位党组织

书记的抓党建工作的述职 ， 和

4

家党委围绕单位重点工作就如何

“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谈了很

好的工作思路，值得借鉴和推广。

公司其他直属党组织书记也就做

好

2019

年党建工作进行了书面

述职 ，总结成绩 ，查找问题 ，提出

了工作打算， 下一步要逐项抓好

整改落实。 总的来看，这次述职评

议比较务实，全程参与下来，深受

启发。

翟保金要求 ，一是要 “严 ”字

当头，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二是

要 “实 ”字托底 ，切实担负党建责

任。 三是要“细”字落地，全面落实

党建任务。 四是要“恒”字贯通，擦

亮党建特色品牌。 翟保金强调，抓

好今年的党建工作任务艰巨 、责

任重大， 要进一步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 公司各级党员干

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 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

作用、 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以更

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

断的措施，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

生产经营工作，坚持目标不降、任

务不变， 精准施策， 狠抓降本节

支 、提质增效 、管理提升 ，毫不动

摇地努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

务， 坚定不移推动公司高质量发

展， 为打造现代化铜企业而努力

奋斗。

公司各直属党组织书记 、公

司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纪委

办、 工会办、 内保中心部门负责

人、 基层党务工作者和党员代表

参加会议。 （孙翔 张国平）

公司召开 2019 年度党组织书记抓党建

述职评议考核会暨一季度党建工作例会

公司深入开展“大学习大

普及大落实”活动，印发《公司

形势任务教育读本》发放至各

基层班组，把公司严峻的生产

经营形势和繁重的改革发展

任务原原本本地传导给全体

干部职工，把公司党委战胜困

难、应对挑战的坚定信心和决

心，以及具体举措告诉全体干

部职工，掀起公司上下“万众

一心加油干， 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奋斗热潮，凝聚公司迎

难而上、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

力量。 图为

4

月

20

日，矿业

分公司两名管理人员学习公

司 “大学习大普及大落实”活

动学习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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