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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

日上午，公司在职教中心学术报告厅召开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七一”表彰大会暨“对标再出发、改革

再深化”工作动员会，热烈庆祝党的生日，表彰一年来在公司

深化改革赶超发展中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

员，动员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统一意志、扎实工作，奋

力夺取公司生产经营、改革发展各项目标任务，推进公司实

现高质量发展。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翟保金出席会议并讲

话，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焱主持会议。 公司领导丁建

林、王勇、李书举、张建强、余利明、陈峙淼、杨坤、张叙鹏、龙

仲胜、陈志友参加会议。

会上，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张建强宣读了公司党

委《关于表彰

2019-2020

年度公司先进直属党组织、先进基

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决定》，授予矿业分公司党委等

4

家直属党组织为“先进直属党组织”称号；授予矿业分公司铜

绿山矿采矿车间供矿班党支部等

12

家基层党组织为 “先进

基层党组织”称号；授予柯志鹏等

25

名同志为“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 公司党委号召，各级党组织要在广大党员干部中迅

速掀起向先进典型学习的热潮，学习他们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坚定信念

;

学习他们热爱

有色、忠诚企业、艰苦奋斗的高尚品质；学习他们不怕吃苦、

勤奋敬业、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

学习他们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

公司领导为受表彰对象颁奖。 随后，基层党组织代表、冶

炼厂熔炼车间第一党支部书记胡建军， 优秀共产党员代表、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生产管理科二级工程师张华分别作了

交流发言。

翟保金代表公司党委，作公司纪念建党

99

周年 “七一”

表彰大会暨“对标再出发、改革再深化”工作动员会报告。 他

向广大党员表示节日的问候，对受到表彰的先进党组织和优

秀共产党员表示热烈祝贺，对曾经为公司建设和发展作出重

大贡献的老红军、老战士、老党员，和奋战在工作岗位上的党

员同志、干部职工表示亲切的慰问。 翟保金深情回顾了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为公司全体

党员上了一次生动而有内涵的党课。 翟保金指出，之所以把

纪念建党

99

周年和公司的“对标再出发、改革再深化”动员

会放在一起，是因为公司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史；公司的

未来，也必须依靠改革驱动。 开展“对标再出发、改革再深化”

工作，既是当前公司扭转被动局面的现实出路，也是公司未

来长远发展的战略性举措，而且也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国

资委、中国有色集团工作部署的重要抓手。 作为有色人，我们

要坚守“为中国铜工业发展做贡献”的初心和代表“国家队”

参与全球竞争的使命，继承和发扬共产党人勇于自我革命的

鲜明品质，充分发挥改革这一最大优势，全员对标再出发、全

面改革再深化，为公司二次创业、再次崛起，打造现代化铜企

业，建设基业长青的百年企业提供不竭动力。

翟保金从中央和上级要求、企业自身需要和职工群众期

盼，深刻阐述了“对标再出发、改革再深化”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对公司下一步改革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是铭记历史，

传承精神，在回忆党的奋斗历程中不断汲取前行的力量。 二

是深析现状，痛定思痛，对标再出发、改革再深化势在必行。

三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增强对标再出发、改革再深化的自

觉性和紧迫性。 四是突出重点、扎实推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率先取得实质性突破。 五是落实责任、强化担当，把对标

再出发、改革再深化抓深抓细抓出实效。

王焱作总结讲话，要求公司各单位、部室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公司党委决策部署和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翟保

金的讲话精神上来，要迅速通过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党员

学习日等多种形式进行层层学习传达。 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要

带头学深悟透，主动宣讲，汇聚广大干部职工智慧，进一步明

确改革发展工作思路措施。 王焱强调，一是要统一思想，加强

领导，以高度的政治站位推动改革；二是要遵循规律，精准施

策，确保各项改革措施扎实落地；三是要健全机制、明确责

任，抓好工作组织保障。 当前，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我们要扛

起责任，朝着目标，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闯劲和拼

劲，奋力拼搏、倾力而为，坚决打赢对标再出发、改革再深化

攻坚战。

会后，公司领导与受表彰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合影留念。

公司总部各部室主要负责人， 本埠各单位主要负责人，

受表彰的先进直属党组织、先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和优秀共

产党员在主会场职教中心学术报告厅参加会议。 公司总部各

部室、本埠各单位、外埠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科职、科职同层

级及以上管理人员在分会场以视频形式参加会议。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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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声问候温暖人心，一次次握手传递深情。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充分体现公司党组织对困难党员的关心和爱护，

在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 公司党委坚决落实党中央慰问

困难党员的具体要求 ，公司领导翟保金 、王焱 、丁建林 、王

勇、李书举、张建强、余利明、陈峙淼、杨坤、张叙鹏、龙仲胜、

陈志友分组慰问了公司困难党员。

6

月

24

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翟保金来到冶炼厂困

难党员肖志国家中，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和物资。 见到肖志国

家人，翟保金与他们拉起家常，谈论肖志国家里天然气改造

情况，是否比前省力省钱了。 与肖志国爱人谈起身体和治疗

情况，翟保金关切地说，到武汉检查病情，交通现在虽然没

有受到疫情影响，但要提前和医生预约好，免得耽误时间 ，

另外，孩子也长大了，家里情况很快就会好转，不要过多操

心，重点是把自己身体养好。 翟保金还问了肖志国孩子读书

的情况，当了解到他孩子在大学学的是电子信息化专业时，

翟保金高兴地说，这个专业不错，毕业后欢迎到公司应聘 。

肖志国表示，他家好几代人都在公司工作，小孩能回到公司

工作是一家人的夙愿。 翟保金表示，目前你们家里是有些困

难，但要相信困难是暂时的。 这次代表组织慰问，一是公司

党委坚决落实上级党组织慰问困难党员的明确要求。 二是

感谢你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代表组织表示一点心意，要

有什么困难，跟组织说，我们一起来克服。 肖志国感激地说，

这么多年，组织一直关心着他和他的家人，他一定更加努力

地工作，为公司的发展多做贡献。

6

月

19

日，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焱来到困难党员

潘光辉家中，询问了他的工作情况和家庭生活情况，为他送

上了慰问金，真诚地感谢他多年来立足岗位、无私奉献 ，为

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并希望他在过好家庭生活的同时，继

续在岗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

一动，影响和带动其他职工努力实现工作任务。 王焱得知潘

光辉家庭每年医药费用开支压力大时， 鼓励他坚强乐观面

对困难，并叮嘱相关单位党组织要落实好党内关怀制度，加

大对困难党员的关怀和扶持力度，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让

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关爱和温暖。 一声声暖心问候，一

句句贴心的叮嘱， 让潘光辉及其家属倍受感动。 潘光辉表

示，感谢公司各级党组织的惦记与关怀，自己将会把这份感

激化为动力，投入到以后的工作中。

与此同时，公司党委常委、纪委书记丁建林 ，公司党委

委员、 总经理助理龙仲胜为一组到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困

难党员胡见红和铜山口矿困难党员刘勇家中慰问。

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王勇 ，公司党委委员 、总经理

助理陈志友到金格公司困难党员朱俊峰、 公司总部困难党

员梁丽梅家中慰问。

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李书举、余利明为一组分别到

后勤中心困难党员李莎莎、 冶炼厂困难党员程志刚家中慰

问。

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张建强 ，党委委员 、副总经

理张叙鹏为一组分别到冶炼厂困难党员徐小华、 博源公司

困难党员吕剑家中慰问。

公司党委常委、总会计师陈峙淼 ，党委常委 、副总经理

杨坤为一组到金格动力分公司困难党员张必广、 冶炼厂困

难党员占润英家中慰问。 每到一家，公司领导都关切地询问

和了解困难党员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 送上慰问金

和物资，表达组织上的关心。

（陶三保 李俊红 张国平 孙翔 黄海波 鲁方昆）

七一慰问困难党员 不忘初心温暖人心

公司领导到 40 万吨项目现场慰问

6

月

25

日，端午节，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王焱，纪委书记丁建林、总经理助理陈志友一行到

40

万吨高纯阴

极铜清洁生产项目现场慰问一线干部职工，实地了解工程建设进度情况。

王焱一行察看了

40

万吨高纯阴极铜清洁生产项目工地，详细了解工程建设情况，对项目建设人员节日期间坚

守岗位，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所做的努力表示肯定。 王焱强调，工程的形象进度还要加快，项目指挥部与十五冶要精诚

协作，分析解决影响项目进度的问题，明确责任人，倒排工期进度，全程协调把控，确保按进度计划完成整个项目建

设。随后，王焱一行还来到指挥部办公室、食堂等区域了解职工办公、饮食、住宿、通勤情况。王焱要求，指挥部办公室

要严格按照疫情管控要求做好办公区域和食堂的日常消杀工作，并尽快完成宿舍的装修，解决职工的住宿问题，同

时也要加强企业文化的宣贯，统一思想，鼓舞士气，振奋人心，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焱一行还慰问了鑫诚监理项目部、中色十五冶项目部工作人员。 （张文俊 陶三保 杜莎）

6

月

19

日，公司召开

40

万吨项目指挥部工作例会。 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翟保金主持会议。 公司领导王焱、丁建

林、王勇、张建强、余利明、陈峙淼、杨坤、张叙鹏、龙仲胜、陈

志友参加会议。

会上， 各相关方面负责人分别汇报了近期的工作落实

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就

40

万吨项目建设工作 ，翟保金指出 ，重大工程项目

建设考验技术管理人员的耐心和智慧， 必须在每个环节拧

紧每颗螺丝钉。 他就明确项目任务目标、建立公司内部团队

工作机制、与施工方和设计方的有效沟通、加强项目管理基

础性工作，以及项目宣传报道、技术工种人员准备、智能化

工厂等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王焱传达了中国有色集团领

导关于

40

万吨项目建设进度保障、

EPC

合同签订、 土地综

合计价、智能化工厂建设、廉洁风险防范等最新指示精神 ，

并提出要求。 公司领导陈峙淼、杨坤、张叙鹏、龙仲胜、陈志

友等就分管工作发言并提出工作要求。

公司

40

万吨项目指挥部人员及公司相关部室和单位

负责人参加会议。

（张国平）

公司召开 40 万吨项目指挥部工作例会

6

月

19

日，公司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深刻汲取近期发

生的温岭槽罐车爆炸，以及广东龙川县脚手架坍塌等重大事

故教训，深入分析公司当前安全生产总体形势，部署下一步

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王焱对抓好近期安全工作提出要求。 公司副总经理张叙鹏主

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中国有色集团关于研究安全生产风险隐

患排查治理有关工作的会议精神，以及黄石市委书记董卫民

到公司开展安全工作调研的指示精神，并通报了公司危险化

学品专项整治检查情况。

王焱指出， 做好公司当前安全生产工作一是提高站位。

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把推动安全生产作为践行

“两个维护”的政治任务。 二是强化认识。 始终绷紧安全生产

弦，扎实做好常态化安全生产工作。三是明确责任。坚持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建立完善从上到下、层

层负责、人人负责、一抓到底的责任体系。 四是重在落实。 按

照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要求，持续改进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

规程，规范生产行为，排查治理隐患。

张叙鹏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安排。

公司安全监督管理部有关人员，以及本埠生产单位主要

负责人参加会议。

（李俊红）

公司部署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