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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李田花 记者温庆本冤今年前十个月袁净利
总额同比增长 300%以上袁 瑞金万年青水泥公司依靠改
革袁提质增效取得了丰硕成果遥

万年青水泥公司建有两条日产 5000吨熟料生产线
和 9MW余热发电系统袁 年水泥生产能力 400万吨袁产
销规模在全省名列前茅遥在全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袁处在转变发展方式尧优化经济结构尧
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袁 万年青水泥公司不甘落后袁主
动开展系列改革和技术创新袁提升了公司效益和效率遥

技术进步优化企业管理遥该公司物流一卡通系统和
网络视频管理系统的成功应用袁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袁
让更多的人从单调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遥公司进厂物
资尧出厂产品基本上实现了无人值守管理袁大量的发卡
人员尧过磅计量人员从原岗位撤出曰各车间保全班已经
实现在中央监控室进行生产监控袁不再来回奔跑在长长
的生产线上遥 全厂用工人数已经由上一年的定编 462
人袁减少到现在实际的 396人袁富余人员安置到以往外
包的保洁等岗位袁提前实现了人力资源优化的本年度解
题目标遥

小改革让企业面貌焕然一新遥在各粉尘排放口全部
实现达标排放的基础上袁公司上下没有满足袁而是动员
全体党员带领员工袁 一个点一个点根治无组织排放现
象遥 利用车间自有技术力量开展装车收尘小改小革活
动袁 水泥装车现场全部实现了封闭管理和吸尘管理袁装
车粉尘随意飞扬现象已经成为历史遥干净整洁的作业现
场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热情袁 今年前 10个月水泥产量与
去年同比增长 12.14%遥 此外袁根治跑冒滴漏袁制作安装
消声设备袁整修沟渠管道袁整理生产现场袁一项一项做下
来袁车间旧貌换新颜袁前十个月熟料产量达 338万吨袁全
年有望再创历史新高遥

向内深挖潜力袁向外扩大市场遥与去年相比袁公司全
年吨煤耗尧吨熟料发电尧吨熟料电耗等关键技术经济指
标全面优化袁对效益的贡献很大遥公司在推动质量变革尧
效率变革尧动力变革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袁走在同
行前面遥

万年青依靠改革提质增效

为了落实河长制责
任袁 保持河流干净清洁袁
我市从 11 月份开始袁开
展野河道垃圾清理及入河
排污口冶 专项整治行动袁
整合多方力量袁大力清理
河道垃圾及水生植物遥 图
为近日在叶坪乡新院村
腰布河段清理水葫芦场
景遥 本报记者温庆本摄

本报讯 渊记者钟先海冤在全国上下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袁11
月 4日至 6日袁珠海格力集团组织 40余
党员干部前来我市举办党性锤炼培训
班袁感悟红色文化袁汲取精神力量袁为开
创格力集团二次创业新局面奠定坚实
的思想精神基础遥 市领导刘瑞林出席开
班仪式遥

成立于 1985 年 3 月的格力集团袁
是珠海市规模最大尧 实力最强的企业
集团之一袁年产值 1000亿元以上袁利润
和税收分别 100亿元以上袁旗下拥有格
力电器尧格力置业尧格力金投尧格力海
岛尧格力建安尧格力新技术等公司袁其
代表着中国制造业的先锋尧 民族企业
的骄傲袁在全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遥

为期三天的培训袁 采用现场教学尧
专题教学尧主题教学尧体验教学尧激情
红歌教学尧 红舞台教学等多种形式展
开遥 红军广场前重温入党誓词尧红井边
上饮水思源铭党恩尧 游击大队革命遗
址听红军故事坚定理想信念噎噎参训
学员细细重温党的历史袁 用心感悟红
色精神的真谛袁 探寻苏区精神与格力
企业精神的传承尧 弘扬袁 精神得到洗
礼袁思想得到升华袁党性得到锤炼袁干
事创业的激情进一步激发遥 参训学员
纷纷表示袁 将把这次教育培训作为增
强党性锻炼尧 提升党性修养的一个新
起点袁进一步加强学习袁提高修养袁努
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
路尧 促进工作的措施尧 干好工作的本
领曰将深刻牢记坚定信念尧求真务实尧
一心为民尧清正廉洁尧艰苦奋斗尧争创
一流尧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袁结合野两
学一做冶学习教育袁带头谋事干事袁自
觉做野红色基因冶的传承者袁争做合格党员遥

格力集团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郭平说袁瑞金这块红
色圣地袁红色资源丰富袁革命精神感人袁此次带领党员干部
前来党性锤炼培训袁大家受益匪浅袁补充了精神之钙袁将为
集团朝着野一个核心尧四大支柱冶战略目标袁开创二次创业
发展新局提供不竭动力遥

开班仪式上袁刘瑞林详细介绍了瑞金红色历史尧绿色
资源尧经济社会发展和主导产业发展情况袁并诚挚希望格
力集团及下属格力电工尧 凯邦电机等子公司与我市寻求
深度合作袁引进包铜圆线尧铜包铝和铝漆包线尧电机等生产
项目袁进一步延伸尧壮大我市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产业
链条袁以此承接产业转移袁实现互利共赢遥

据悉袁此次格力集团党员干部党性锤炼培训班由红
井学院承接举办遥 红井学院是一家创立于瑞金尧服务于
全国的红色文化研究和传播机构遥 学院致力于整理红
色文化尧创新传播方法尧传承红色基因袁为实现野中国
梦冶 创建 野加油站冶袁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激发 野正能
量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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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一版冤野袁书记袁我
想请教您的是袁十九大报告对脱
贫攻坚单列了一个标题袁体现了
中央哪些战略思想钥瑞金要实现
脱贫摘帽袁您对我们有哪些指导
意见钥 冶沙洲坝镇党委书记赖毅
宇首先提问遥

野党中央尧 习近平总书记对
脱贫攻坚非常重视袁 脱贫路上袁
一个都不能少遥 这些年袁中央对
江西的扶持力度很大袁江西革命
老区基础设施水平有了很大提
升袁 老区发展有了强有力的支
撑遥 十九大报告专门提到袁要真
脱贫尧脱真贫遥革命老区要脱贫袁
除了依靠中央给予的好政策以
及各个部委的对口支援袁更要依
靠当地人民群众发扬艰苦创业尧
艰苦奋斗的精神袁发挥地方特色
优势袁上下结合袁合力攻坚袁革命
老区一定会很快富裕起来遥 我
看袁大家都是精神抖擞的袁精神
状态就证明我们能打赢脱贫攻
坚战遥 冶袁曙宏掷地有声的回答袁
进一步增强了大家对于脱贫致
富的信心和决心遥

野十九大报告提出了 耶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爷袁 这体现了中央
的哪些战略考虑钥 冶沙洲坝镇官
山村脐橙合作社理事长杨水发
生提了一个广大农民普遍关注
的问题遥

袁曙宏回答说袁我们党一直

高度重视野三农冶工作袁这是国家
现代化尧工业化的基础遥 农村不
稳袁地动山摇遥当前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袁要深刻认
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遥新时代
就要补短板袁 要把不平衡的地
方袁存在短板的地方袁补起来尧强
起来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这里
面会有很多措施袁一个是中央的
顶层设计袁 然后政策扶持要做
好袁同时也要进行改革袁通过改
革激发创新创业活力袁实现全国
一盘棋袁真正把乡村尧把农业振
兴起来遥

面对这样一次难得的学习
机会袁大家都不想错失袁纷纷就
自己关心关注的问题踊跃提
问遥 野十九大报告提出袁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袁请问袁中央为此将
采取哪些举措钥 冶野如何理解十
九大报告提出的 耶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爷钥 冶野如何在
基层推进依法决策机制袁 构建
决策科学尧执行坚决尧监督有力
的权力运行机制钥 冶噎噎面对大
家的提问袁 袁曙宏一一认真作
答袁 赢得了在场干部群众的阵
阵掌声遥

面对面交流袁 一对一解答袁
入脑入心准确宣传袁结合实际深
刻领会噎噎互动交流接近尾声
了袁大家还意犹未尽遥这时袁人群

里有人提议说袁野袁书记袁客家人
热情好客袁 但也没什么好招待
您袁 我们就邀请您喝口红井水
吧遥 冶袁曙宏笑着连连点头袁舀了
一勺袁感受红井水的甘甜遥

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袁这对中国人民是一个空前
的鼓舞袁对瑞金人民也是一个空
前的鼓舞袁大家对新时代的生活
充满期待袁也一定能够实现遥 冶 ?
站在刻有 野吃水不忘挖井人袁时
刻想念毛主席冶的石碑旁袁望着
红井前方毛主席带领红军战士
为群众挖井的石雕袁袁曙宏话语
自信而坚定遥

春风不我待袁奋发自扬鞭遥
中央宣讲团成员深厚的理论功
底尧 对十九大精神的精准把握
和深入思考袁 以及对基层百姓
关心问题的充分关注袁 让基层
干部群众深受鼓舞和鞭策遥 瑞
金市委党校教师赵长峰深有感
触地说院野袁书记的到来袁 让我
们基层理论工作者领会十九大
精神更进一步尧更深一层袁这是
一场有高度尧 有针对性的现场
教学遥 冶野在这里学习袁让我们对
耶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爷有更深
刻的理解和更深切的体会袁我
将继续带动大家把生产搞好袁
让大家在全面小康路上走得更
快尧走得更远遥 冶杨水发生告诉
记者遥

让十九大精神迅速在基层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