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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按照省国资委
党委统一部署，2 月 20 日下
午，省国资委党委“举旗帜·送
理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宣讲报告会在中勘科技公
司举行，切实把全会精神传达
到基层单位、职工身边，将全
会精神学习贯彻活动不断引
向深入。

省国资委“举旗帜·送理
论”宣讲团成员、淮北矿业集
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敬华
作宣讲报告。他从“准确把握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
决定性成就、准确把握《建议》
的核心要义、准确把握《建议》
的主要内容、准确把握实现宏
伟目标的政治保证”四个方
面，系统阐述和深入解读了全
会精神，针对全会提出的一系
列新思想、新部署、新要求，为
全体参会人员作了生动精彩
的宣讲。宣讲报告脉络清晰、
生动形象、重点突出，契合集
团公司实际，与会人员仔细聆
听，认真记录，深受启发教育。

宣讲报告会指出，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
讲话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聚力抓好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的远
景目标以及省属企业“一跨两
冲”目标，以开局就是决战、起
步就要冲刺的精神状态，发扬
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

不用扬鞭自奋蹄，奋进新时
代，再创新辉煌，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宣讲报告会对进一步学
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提出要
求。要深化认识抓学习。提
高政治站位，在学懂弄通做实
全会精神上下功夫，深刻领会
精神实质，精准把握核心要
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要多种形式抓宣传。
采取班前班后会、专题座谈会
等形式开展宣讲活动，充分运
用宣传栏、QQ 群、微信群等
开展宣传教育，推动全会精神
进基层、进班组，深入人心、入
脑入心。要结合工作抓落
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
统一，把学习宣传全会精神与

具体工作实践结合起来，对标
对表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新
判断、新要求，找准差距不足，
抓实成果转化，推动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在基层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中勘科技公司党委班子
成员，中层管理人员，一线岗
位、统战、共青团有关人员，先
进个人等参加了宣讲报告会。

本报讯 2 月 23 日下午，省国
资委监事会主席郑成雨来淮海实
业集团调研指导工作。集团公司
领导童伯根、汤忠喜、武文斌、王嘉
毅、宋吉庆、杨玉章、罗伟陪同调
研。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汤忠喜汇报了2021年工作思路、年
度预算编制及年度经营目标分解
落实、落实中央巡视安徽省反馈意
见整改等相关情况。

郑成雨充分肯定了集团公司
工作成绩，并提出工作意见建议。
他强调，要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认
真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
展格局, 进一步增强使命感紧迫
感，压实主体责任，变压力为动力,
善于化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
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要进一步加强对各基层单位
的调度指导，细化分解全年目标任
务，坚持问题导向，超前分析预判
风险。同时，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制定合理的激励制度,提高职
工的工作积极性，把各项工作抓紧
抓实抓出成效，确保全年目标任务

顺利完成。要加强党的建设，压实
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强化政治
领导，提高政治能力，深入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把新一轮深化“三个
以案”警示教育、中央巡视反馈问
题整改等结合起来，狠抓整改落
实，努力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以党的建设新成效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童伯根表示，要按照省委、省国资
委统一部署，坚定信心、增强定
力，紧紧咬住年度目标任务不放
松，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谋划工作，
创造性地抓好落实，确保完成省
属企业“一跨两冲”目标，为经济
社会发展再作新贡献。要从讲政
治的高度抓好重点工作分解落
实，把“两个维护”体现到履职尽
责的实际行动中，确保上级各项
决策部署和全年目标任务落地落
实、开花结果。童伯根还就集团
公司需要省国资委协调的问题进
行了沟通交流。

集团公司综合办公室、党委工
作部、纪委、经营管理部、党委巡察
办、建设发展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调研座谈会。

本报讯 2月24日上午，
集团公司党委召开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研讨会议。集团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童伯根
主持会议并讲话。集团公司
领导汤忠喜、武文斌、王嘉毅、
宋吉庆、杨玉章、罗伟等出席
会议。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第十九
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
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

五次、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在2021年春节团拜会上的
讲话及省委书记李锦斌在中
央第五巡视组巡视安徽省反
馈意见整改暨新一轮深化“三
个以案”警示教育动员部署会
议上的讲话精神、在省纪委十
届六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武文斌等作交流发言。

童伯根在会议上指出，要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自
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领会精神

实质，把握核心要义，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
署上来，按照中央省委决策部
署，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起步
就发力、开局就冲刺的良好状
态，努力实现首季开门红，奋
力完成全年各项任务目标，以
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童伯根强调，要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关于巡视整改工
作部署，坚持对表对标、从严
从实、贯通融合、举一反三、

标本兼治，突出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结果导向，全面对照
省委整改方案深入排查梳理
相关问题在集团公司的具体
表现，抓紧制定《整改方案》，
细化整改措施，强化统筹调
度，推动巡视整改见真章、动
真格、求实效。集团公司党
委班子成员要把“一岗双责”
落在实处，对重点问题整改
坚持一抓到底，确保问题整
改一个、销号一个、巩固一
个，切实用整改的行动和效
果增强“两个维护”的自觉性
和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童伯根要求，要扎实开
展新一轮深化“三个以案”警
示教育，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在集团公司新动向新表现，
特别是深挖细照“动力不足、
能力不强、标准不高、作风不
实、监督不严”方面存在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毫不妥
协靶向纠治，持之以恒推动作
风转变，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营造
推动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的
良好政治生态。

集团公司机关部室主要
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本报讯 近日，集团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童伯根，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汤忠喜分别到基层单位调
研指导工作，实地了解生产经营等
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并提出指导性
意见。

童伯根来到相山水泥公司，认
真听取该公司 2021 年重点工作谋
划汇报，指出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决
心，更新管理理念，提升管理水平，
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童伯根要求，要全力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加快年产 260 万吨水泥
绿色智能示范线、商混扩能项目建
设，走好“工厂智能化、管理信息
化、产业绿色化”发展之路。要持
续深化对标管理，全方位对标海
螺，切实提升精益管理水平。要不
断加强技术创新，积极调研、尽快
实施SCR深度脱硝技术，并坚持项
目化管理。要积极创建绿色工厂，
按照“花园式工厂”标准，对众城、
相淮分厂进行整体规划，确保建成
省级绿色工厂。要大力推进智能
制造，按照进入海螺水泥“第一方
阵”目标，加大智能化、信息化、数
字化建设力度，努力实现从“灰色
制造”迈向“绿色智造”，彻底改变
社会公众对水泥行业的传统印
象。要强化党建引领发展，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以积极向上、团
结奋进的企业文化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凝心聚力，同时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培养复合型、高素质人才。

一年之计在于春，扬帆奋进正
当时。童伯根强调，集团公司各单
位要掯住重点工作这个“牛鼻子”，
坚持抓重点、重点抓，按照“目标具
体、思路清晰、措施有力”原则，科
学制定重点工作清单，同时集团公
司领导要坚持常态化督导，指导帮
助各单位明确目标、厘清思路、细
化措施，确保工作清单更具针对
性、指导性、操作性。

在相王现代公司调研座谈会
上，童伯根强调，要坚定信心、保持
定力，着力做强做优健康养老、物
业服务等产业，努力实现发展再上
新台阶。一要强化管理练内功，不
断夯实管理基础，建立完善市场化
经营和分配机制，切实提升核心竞
争能力。要强化顶层设计，进一步
厘清公司层面、子公司和项目部的
层级职责和功能定位，切实防止上
下都抓、职责交叉。要学习借鉴海
螺先进管理模式，充分运用信息化
手段，不断规范财务管理，努力做
到日清日结、规范运作。要加强经
营政策研究，组织专人专班，研究

学习海底捞等服务行业标杆企业
管理运营模式，进一步放开搞活经
营机制；二要狠抓项目拓市场，持
续深化政企合作，努力打造“相王
健康养老”品牌。要加快淮海春晖
颐养中心证照办理，坚持中高端定
位不动摇，稳步推进管理和服务智
慧化，努力成为淮北市机构养老标
杆。要加快淮海健康养老综合服
务中心项目建设，力争国庆节建成
剪彩。要坚持“一中心、多站点”，
有效整合社会服务力量，并积极拓
展“智能终端进家庭”等增值附加
服务。要加快推动淮北市养老协
会筹建和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基本
功能落地，积极承担市养老行业人
员培训、资格认定等管理职能。

人勤春早争朝夕，奋力拼搏开
新局。童伯根要求，集团公司各单
位、各部门要收心聚神、调整状态，
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
精神，全面贯彻落实集团年度工作
会议精神，聚焦“五大目标”、“六大
任务”，坚持开局就发力、起步就冲
刺，一手抓严抓细安全生产，一手
谋深谋实重点工作，认真研究制定
具体工作方案，细化推进计划，明
确阶段目标，狠抓工作落实，切实
以重点工作突破带动整体工作推
进，奋力夺取首季开门红，以优异
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汤忠喜深入腾岭公司塑编厂
实地了解生产经营、环保治理和塑
编支部标准化建设情况，并与相关
同志座谈交流。在听取了该公司
2020年生产经营、重点工作开展情
况汇报后，汤忠喜对该公司去年工
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2021年工
作提出具体要求。他强调，要紧紧
咬定全年任务目标不放松，力争实
现首季开门红，上半年要超额完成
任务目标，为全年奠定基础。要不
等不望，迅速行动，结合公司自身
实际，稳妥推进三项制度改革，集
聚发展动能。要在推进数字赋能
上下功夫，努力用数字技术为产品
和制造过程赋能，提高产品和制造
过程自动化、信息化水平，加快产
品转型和产业升级。要延伸产业
链，加快塑编主导产业发展，提升
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要进一
步贯彻共建共享理念，主动适应新
阶段多元化的职工需求变化，在保
障工资收入稳定增长的基础上，不
断满足职工精神文化需求。要切
实加强党的建设，认真落实集团公
司党委工作部署，做好党史教育，
持续推进“三个以案”警示教育，推
动党建经营深度融合，用工作实绩
检验党建成效，以优异成绩向党的
百年华诞献礼。

省国资委宣讲团成员走进淮海实业集团

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省国资委领导

来淮海实业集团调研指导

集团公司领导
到基层单位调研指导

淮海实业集团党委
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会议

本报讯 1月份为传统水
泥销售淡季，相山水泥公司在
集团公司坚强领导下，齐心协
力，攻坚克难，实现水泥销量
完成月度计划的 107%，增幅
82%，实现“开门红”。

据介绍，新年伊始，受疫
情反弹风险影响，农村自建房
全部停工，网点袋装市场基本
无需求，工程客户提前陆续进
入停工放假阶段，水泥销售再
次进入较困难的时期。相山
水泥公司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坚定必胜信心，紧紧围绕月度
销售目标提前谋划，以“开局
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
信念打好市场销售攻坚战。

坚持聚焦重点。相山水
泥利用年前有限的时间，抓住
各类工程收尾的时机，通过制
定淡季水泥销售激励机制等，
着力做好做大散装水泥销售
量，并结合淡季销售特点，重
点抓住搅拌站、大型工程水泥
销量，定向精准发力，以重点
突破带动销售取得成效。

主动全力出击。该公司
进一步加大客户拜访频次，确

保核心区域市场份额不降低，
适度拓展外围销售区域。同
时，时刻关注外销熟料客户资
金到位及提货意愿，优先满足

外销熟料发放，合理控制相
淮、相山内倒及相丰库存量。

落实主体责任。该公司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责任，做好疫

情防控知识宣传提醒，对外出
人员严格履行报备手续，每日
对在岗人员测温并做好记录；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对劳

务装卸、熟料运输、矿区散袋水
泥运输等相关单位进行安全教
育培训，督促相关方按照公司
要求严格从业，确保安全生产。

相山水泥公司水泥销售实现开门红
完成月度计划的107% 增幅82%

相山水泥公司中控操作员正密切关注生产系统运行。

宣讲报告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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