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姻记者 李忠宝 报道

本报讯 1月 21日上午袁 中国
宝武举行 2020 年扶贫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暨扶贫工作会议袁 总结 2019
年扶贫工作袁 部署 2020 年扶贫工
作袁并慰问了中国宝武扶贫援派干
部遥 中国宝武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陈
德荣强调袁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收
官之年袁要提高政治站位袁打好脱
贫攻坚战袁 务必取得完胜遥 中国宝
武总经理尧 党委副书记胡望明袁党
委副书记伏中哲出席会议遥 集团公
司工会主席尧扶贫办主任傅连春主

持会议遥
2019年袁 中国宝武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

要论述袁积极落实叶中国宝武助力对
口帮扶地区打赢扶贫攻坚战 2018-
2020年三年行动计划曳袁全面提前完
成中国宝武 2019年度叶中央单位定
点扶贫责任书曳 六项承诺目标和各
项对口支援工作遥去年袁中国宝武党
委主体责任扎实有效袁 纪委监督保
障有力袁主要领导率先垂范袁全公司
上下齐心协力袁 扶贫干部压实扶贫
责任袁扶贫成效显著遥 截至目前袁中
国宝武定点扶贫和对口支援的 10

个县中袁已有 7个县实现脱贫摘帽袁
另有 2个县达到脱贫控制线遥

中国宝武在扶贫工作创新方面

呈现出不少亮点院 创新产业扶贫模
式惠及农户曰 聚焦突出问题袁 加大
野两不愁三保障冶投入力量曰讲好中
国宝武脱贫攻坚故事袁 凝聚助力脱
贫攻坚精神力量曰 各单位积极参与
构建野钢铁扶贫生态圈冶曰以党建促
脱贫遥

2020年袁 中国宝武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袁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
贫工作的的重要论述袁 全面贯彻落

实党中央尧国务院决策部署袁继续加
大扶贫力度袁 积极推进扶贫工作精
细化管理袁加强考核管理袁落实责任
体系袁 重点推进坚持精耕细作产业
扶贫袁创新丰富扶贫模式曰聚焦引进
帮扶资金尧就业扶贫尧帮助销售扶贫
等完成难度相对较高的关键指标袁
及早研究部署尧有力推动落实袁务必
确保责任书重要指标继续保持领

先曰 各级工会组织大力开展扶贫专
项劳动竞赛袁多措并举袁确保收官之
年扶贫工作再上新台阶曰 在全力推
动指标落实的过程中袁 坚持整改落
实等工作遥 渊下转第 2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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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球钢铁业引领者 共建高质量钢铁生态圈

姻记者 李忠宝 报道

本报讯 中国宝武将与 JFE钢铁
携手共建特钢产业高质量生态圈遥日
前袁宝武杰富意特殊钢有限公司合资
合同签约仪式在宝武大厦举行遥中国
宝武董事长陈德荣与 JFE钢铁社长
北野嘉久亲切交流并共同见证签约遥
中国宝武副总经理张锦刚参加交流

并见证签约遥
近年来袁新型特钢材料的应用成

为主流趋势袁为进一步抓住特殊钢棒
钢市场发展机遇袁JFE钢铁与中国宝
武旗下的韶钢共同合资设立宝武杰

富意特殊钢有限公司遥该公司将从事
高等级特殊钢棒钢生产和销售袁积极
开拓全球特钢市场袁服务中国和世界

装备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遥
陈德荣对北野嘉久一行表示热

烈欢迎遥 他表示袁近年来袁中国宝武
与 JFE高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袁双方
进一步加深合作袁 在钢铁以及新材
料尧 节能环保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取
得积极进展袁 这与中国宝武未来发
展战略是高度一致的遥 陈德荣希望
双方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袁并
拓宽合作领域遥

北野嘉久表示袁JFE钢铁将全力
以赴致力于将新公司打造成中国最

优秀的品牌遥相信通过两家公司的技
术合作袁必将能应对市场和技术变革
等带来的挑战遥希望新公司员工上下
一心袁分秒必争袁加强协同袁把企业做
大做强遥

中国宝武与 JFE合资设立
宝武杰富意特殊钢有限公司

姻记者 李忠宝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袁中国宝武党委书
记尧董事长陈德荣在宝武大厦与来访
的浙江省海港集团尧宁波舟山港集团
党委书记尧董事长袁宁波舟山港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毛剑宏一行座谈交

流遥 中国宝武党委常委尧宝钢股份党
委书记尧董事长邹继新袁宁波舟山港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尧总经理宫黎
明等参加交流遥

浙江省海港集团于 2015年 8月
组建成立袁是国内第一家集约化运营
管理全省港口资产的省属国有企业遥
2016年 11月袁浙江省海港集团与宁
波舟山港集团按野两块牌子尧一套机
构冶运作袁是浙江省海洋港口资源开
发建设投融资的主平台遥该集团港口

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居全球首位遥
座谈交流中袁毛剑宏希望双方能

强强联手袁 从全产业链角度深化合
作曰 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实现突破袁为
产业链用户提供更具吸引力尧影响力
和更多选择的服务遥 毛剑宏表示袁将
积极支持双方合资项目的相关工作遥

陈德荣希望浙江省海港集团尧
宁波舟山港集团积极支持中国宝武

相关单元对双方合资项目的专业化

整合工作袁 同时也希望双方能在巩
固原有合作的基础上袁 以开放共享
的心态尧 合作共赢的模式开展新的
合作遥

中国宝武战略规划部尧 宝钢资
源尧宝钢股份尧宝武物流资产相关负
责人袁浙江省海港集团尧宁波舟山港
集团相关负责人参加交流遥

中国宝武与浙江海港集团
进一步深化合作

姻通讯员 鲍 武 报道

本报讯 连日来袁中国宝武党委
书记尧董事长陈德荣袁总经
理尧 党委副书记胡望明等
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分别走

访慰问了离退休老领导尧
老同志尧 老劳模和困难职
工袁 代表集团送上新春的
祝福尧 诚挚的问候和企业
的关怀遥

陈德荣和胡望明感谢

老领导尧老同志尧老劳模袁作
为指挥者尧建设者尧亲历者袁
在中国钢铁工业不断做大

做强和中国宝武不断成长

壮大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曰希
望各级老干部工作部门进一步用心

用情袁精准尧规范服务好离退休老同

志袁做好新形势下的老干部工作遥
集团领导班子成员看望了困难

职工袁 为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和亲

切的问候袁并送上慰问金尧慰问品遥
集团工会和各级工会组织了今年的

帮困送温暖活动遥

中国宝武领导走访慰问老同志、老劳模和困难职工

姻记者 李忠宝 报道

本报讯 1月 20日上午袁中国宝
武举行 2020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会议袁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尧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
全会精神袁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袁 回顾总结 2019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袁全
面部署 2020年重点工作遥

中国宝武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陈
德荣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

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袁对进一步加强中国宝武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

明确要求袁并代表集团公司领导班
子作集体承诺遥 中国宝武总经理尧

党委副书记胡望明主持会议遥 中国
宝武党委常委尧 纪委书记尧 国家监
委驻中国宝武监察专员章克勤受

集团党委委托作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报告遥
会议要求袁在野两个一百年冶奋

斗目标历史性交汇期袁 坚持和完善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程中袁 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袁坚守职责定位尧全面履职尽
责袁 深入推进中国宝武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高质量发展袁 为做
强做优做大中国宝武提供坚强政治

保障遥
会上袁 陈德荣就进一步加强中

国宝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袁 提出四点要求院 一是认真学习

领会袁深入贯彻十九届中央纪委四
次全会精神袁努力推动新时代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遥 要认真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袁
切实提高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的政治自觉尧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遥 要站在中国宝武改革发展稳定
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袁全面分析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袁用更加坚
决的态度尧 更加务实的作风尧 更加
有力的措施袁应对和解决工作实践
中面临的新问题尧 新情况遥 二是持
续深化巡视整改袁正确认识中国宝
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面

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遥 要重点关注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依然

突出袁 减存量尧 遏增量依然任重道

远曰领导人员及其亲属违规经商办
企业问题依然禁而未绝曰干部作风
建设依然在路上袁 形式主义尧 官僚
主义问题依然存在等问题遥 每一位
领导干部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要

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袁以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和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契机袁抓
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任务的

落实袁为集团公司改革发展提供坚
强的政治保障遥 渊下转第 2版冤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中国宝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举行

陈德荣看望慰问老领导谢企华 胡望明看望慰问老领导黎明

二版刊发

《中国宝武领导班子

集体承诺》

姻记者 吴永中 王 磊

张 犀 报道

本报讯 庚子年新春越来越近

了遥1月 23日上午袁中国宝武党委书
记尧董事长陈德荣袁总经理尧党委副
书记胡望明袁党委常委尧宝钢股份党
委书记尧董事长邹继新袁党委常委尧
总会计师兼董事会秘书朱永红袁副
总经理张锦刚袁 工会主席傅连春等
深入生产现场进行安全检查袁 并向
一线干部员工送上新春祝福袁 勉励
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再接再厉袁 为中
国宝武成为镇国之宝贡献力量遥
陈德荣尧邹继新尧傅连春和宝钢股

份副总经理魏成文等首先来到宝钢股

份运行中心遥 陈德荣与当班干部职工
一一握手袁送上慰问红包袁并祝大家
新年快乐遥 在运行中心袁陈德荣通过

视频连线袁 向宝钢股份宝山基地尧武
钢有限尧梅钢公司尧湛江钢铁尧黄石公
司尧 广州 JFE等宝钢股份沪内外基地

的干部员工致以新春的祝福遥 他说袁
借助智慧制造袁 我们天涯共此时袁千
里相隔也如当面相见遥 渊下转第 2版冤

开展现场安全检查 慰问一线干部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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