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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辉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本报讯 12 月 24 日，
招商工业组织召开公司干
部会议，宣布招商工业关
于干部调整决定，招商工
业党委书记、总经理胡贤
甫视频出席会议并讲话，
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童强主
持会议。
会议宣读了 《关于梅
中华、郑和辉职务任免的
通知》，郑和辉任威海金陵
党委书记、
总经理；梅中华
不再担任党委书记、总经
理，
另有任用。
胡贤甫在讲话中指
出，这次干部调整是招商
工业从企业战略目标出
发，着眼于工业产业发展
规划需要和威海金陵实
际，经过通盘考虑、反复酝
酿、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
体现了工业对威海金陵领
导班子和发展的高度重视
和关心。梅中华同志到威
海金陵不足两年时间，团
结带领干部员工实现“旧
貌换新颜”
，创建了干事创
业的发展模式，工业对梅
中华同志的成绩表示充分
肯定；郑和辉同志在船舶
行业工作 17 年，基层工作
经验丰富，
任劳任怨，作风
正派，大局观强，在修造船
和内部管理方面有丰富的

员工，在郑和辉同志的带 续为招商工业 4.0 和实现
领下，齐心协力把各项工 “十四五”规划目标作出应
作做好，走出一条更新的 有贡献。
发展道路。
郑和辉表示，对招商

经验，具备较强的商务谈 业北方基地；三是要深化
判和客户顺畅沟通能力， 管理，勇于创新，结合实
担任威海金陵主要负责人 际，持续提升企业竞争力
是合适的。
和盈利能力；四是要加强
胡贤甫对威海金陵班 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
子建设和发展提出要求， 集团组织人事暨人才工作
一是要落实好缪建民董事 会 议 精 神 ， 坚 持 正 确 的
长调研威海金陵的讲话精 “选、育、用、留”干部人才
神，抓好始终坚持思想引 工作机制，把干事创业作
领，坚持文化传承，坚持作 为基本原则，按“有能力、
风保障，坚持以人为本、产 作风硬、有担当”来评估干
品为王，坚持不断强化内 部，打造“想干事、能干事、
外协同，传承弘扬集团文 干成事、干好事”的干部队
化及招商工业“三干三色” 伍；五是要擦亮“招商金
作风；二是要贯彻落实招 陵”和“友联船厂”品牌，像
商工业战略部署，保持修 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品牌，
造并举业务战略定位，
“一 把招商工业文化、工作作
，造船要争 风、管理理念牢记在心，落
张蓝图绘到底”
取高端客滚船的“单项冠 实 到 日 常 工 作 和 生 活 中
军”
，修改装业务要瞄准环 去，班子要风清气正，公
渤海和沿海区域，打造工 平、公正，关系融洽，关怀

公司交付首艘
6500DWT 化学品船
本报讯 12 月 8 日，
公司与香港金海海运有限
公司通过“云交船”方式举
行 6500DWT 化 学 品 船
“KING BAY”交付签字仪
式。香港金海海运有限公
司法人兼董事长陈玉钿先
生、沛君航运经纪有限公
司董事长邹蓬磊女士通过
视频直播见证签字仪式，
君达坡船舶管理公司总经
理刘仁杰，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梅中华，副总经理
刘鑫男出席仪式现场。船
东方驻厂项目经理张明
纲、公司项目经理王海滨
代表双方签署交船文件。
6500DWT 化 学 品 船
续建项目是公司践行集团
，勇闯‘无
“走出‘舒适区’
人 区’
”信 条的又 一次 实
践。续建过程中，威海海
关、船东、
RINA 船级社等
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面对新规范生效、转船级
社、设备停产、备件需重新
购买等诸多问题，公司迅
速成立项目组，组织人员
完成机舱主辅机及其辅助
系统的调试交验、货舱液
货系统设备及管系的调试
交验、航行系统的调试交
验等。由于船舶年数过久，
很多设备如二氧化碳系
统、氮气系统、液位遥测系
统、蒸汽系统已经不满足
现行规范，相关生产部门
密切配合，全面梳理结构
设备、系统勘验，适时调整
生产计划，集中精干力量
进行区域施工。试航期间，
各方人 员连 续 24 小 时 作
业，各项指标良好，达到设
标志着
计预期。交付该轮，
公司正式涉足特种化学品
船领域，并填补了在此类
项目领域的空白。
（薄雯 王浩）

工业安排担任威海金陵党 奋斗者为本的发展思想，
委书记、总经理，完全拥 让员工的工作和生活“芝
护、
坚决服从。这两年，以 麻开花节节高”
；三是永尽
梅中华同志为首的党委班 为党之责，始终牢记抓党
子，
团结带领全体员工，坚 建第一责任人职责，抓牢
定推进招商工业修造并举 抓实抓好党建，
打造忠诚、
战略，实现了高质量跨越 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四
式发展，希望今后继续关 是永守勤廉之本，始终把
心、
支持威海金陵，强化公 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
司间的协同，实现招商工 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集
业利益最大化。他表示将 团九项措施，坚持以身作
牢记使命责任，团结班子 则、以上率下，老实做人，
成员，依靠干部员工，传承 干净做事，全力推动威海
和发扬招商工业优良传 金陵各项工作再上新台
统，
一是永记发展之要，时 阶。
刻对标对表工业对威海金
公司班子成员分别作
陵的战略定位，开启发展 了表态发言，部门正职以
新征程；二是永践利民之 上 干 部 参 加 会 议 。
诺，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 （党群工作部）

梅中华表示坚决服从
组织决定，回顾了公司加
入招商工业后，在坚定推
党建引领、融
进修造并举、
入招商、
开拓市场、提升管
理等方面所均取得一定成
绩，基于新的发展阶段初
步形成新的发展理念，构
建出新的发展格局，走出
一条符合威海船厂自己的
新发展道路，相信在郑和
辉同志的带领下，会再赴
新征程，
取得新胜利。自己
将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

招商工业党委威海金陵巡察组
召开巡察反馈大会
本报讯 12 月 31 日，
招商工业党委威海 果运用提出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增强
“两个维护”政治责
金陵巡察组召开巡察反馈大会。招商工业党 “四个意识”
，突出履行好
委委员、
纪委书记吴天出席会议并讲话。
任，彻底整改不留死角，举一反三，扩大整改
端
招商工业党委威海金陵巡察组组长、人 效果，
构建长效机制。二是强化问题导向，
力资源部总经理童强向公司党委通报了反 正整改态度，不折不扣抓好巡察整改任务落
馈巡察工作情况，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郑 实，增强整改主动性，建立问题整改清单，狠
和辉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抓责任落实，及时反馈情况，接受群众监督。
吴天就抓好巡察整改工作、强化巡察成 三是坚持标本兼治，注重巩固提高，加强领

导，落实责任；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推动改
革，促进发展。吴天强调，要通过整改，解决
问题、固化成果、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实现
威海金陵更高质量发展，以新的面貌更大的
成绩在新征程上交一份优异的答卷。
郑和辉表示，公司党委对巡察组反馈的
问题情况照单全收、全部认领，会后认真组
织抓好落实整改工作。一是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抓好巡察整改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全
面完成巡察整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二
是强化政治担当，高标准严要求推动巡察整
“时间表”和
改落实到位，明确整改“问题项”
，确保整改成效；三是
“责任部门”
“ 责任人”
履行政治责任，建立完善巡察整改常态化长
效化机制，把巡察整改与造修船业务、运营
管理工作有机结合,以问题整改推动生产经
营管理提升并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上级党组
织放心、
干部员工满意。
招商工业监察部总经理蔡映泉、业务经
理曾文，公司班子成员、部门经理、支部书记
及部分员工代表等参加会议。
（党群工作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