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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6

日， 黄石市委书记董卫民带领市委相关

部门负责人到公司开展安全工作调研。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翟保金，副总经理张叙鹏参加调研。

董卫民首先来到金格公司物流园区实地查看，听

取了金格公司负责人关于物流园区经营项目和当前状

况的介绍。 随后，董卫民来到金格汽运分公司，在停车

场查看了硫酸运输汽车和车挂罐体外观安全状态，他

详细询问了该公司危化品运输安全工作保障措施和责

任落实情况。 在查看了冶炼厂装酸平台后， 董卫民强

调，公司作为有担当的国有企业，在交通运输方面一定

要严格遵守交管规定，坚决杜绝“双超”行为，要吸取台

州“

6

·

13

”事故教训，做好车辆隐患排查和人员教育工

作，确保公司和全市安全工作平稳。

翟保金表示， 公司始终将安全生产工作放在首要

位置， 交通安全作为其中重要环节自上而下都有着专

门有效的教育活动和落实措施。 特别是在台州“

6

·

13

”

事故发生以后， 公司内所有涉及输运单位已经开启了

新一轮自查行动， 公司将继续加大措施保障和落实力

度，全力做好生产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黄海波）

交通运输坚决杜绝“双超”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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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武汉海关副关长杨良勇一行到公司

调研。 黄石市副市长俞远汉，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王焱，副总经理余利明参加调研。

座谈会上，王焱介绍了公司生产经营基本情况

和阳新弘盛铜业公司

40

万吨铜冶炼重点项目。 该

项目属于“两头在外”加工贸易型企业，计划明年投

产，希望武汉海关为该项目提供政策支持，为公司

增强发展动力，加快转型升级，早日实现二次创业，

打造现代化铜企业的目标提供帮助。

杨良勇对公司

40

万吨铜冶炼重点项目规划、

生产技术指标和管理水平等表示肯定。 他认为该项

目区域优势明显、工艺设施先进，黄石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具备了地区优势、产业优势和政策优势，

有着相当广阔的发展前景。 杨良勇表示，武汉海关

将全力支持和帮助公司，为该项目积极争取政策支

持，为公司对外贸易业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杨良勇一行到冶炼厂杨涛创新工作室和

30

万

吨铜电解生产现场进行了参观。 （孙翔）

武汉海关领导到公司调研

铜 都 时 评

持续推进“对标再出发、改革再深化”，是公司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重要工作任务。 前不久，公司召开部署推进市场化对标工作会，印发《对标

管理办法（试行）》《对标管理手册》等一系列文件，对推进市场化对标工作

作出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 可以说工作思路已经清晰， 奋斗目标也已明

确，当前最主要的就是如何抓实抓细抓落实。

导向是行动的指引和方向。 目标是瞄准点，问题是着力点，结果是根

本点，这三者相互贯通，相互承接。 在推进市场化对标工作中，必须始终坚

持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 、结果导向 ，以真抓的实劲 、敢抓的狠劲 、善抓的巧

劲、常抓的韧劲抓落实，才能确保如期完成对标规划目标任务。

坚持目标导向，不达目的不罢休。

目标就是方向，目标汇聚力量。公司

印发了 《公司

2018

年

-2020

年市场化对标总体方案 》，提出了三年的改

进目标和思路措施，为推进市场化对标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 目标确定后，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困难压力如何增多，我们都应

该紧盯目标不放松 ，在对标道路上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

持之以恒、一步一步地朝着既定目标奋斗前行。 目标的实现，体现在公司

各单位部室的经济技术、生产管理、成本效益等各项指标的顺利完成。 我

们要把对标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项长效机制，自觉以对标目标为指引，

理顺工作思路 ，把握工作重点 ，找准有效路径 ，综合分析有利因素和不利

因素 ，预判可能遇到的问题 ，提前做好应对之策 ，切实增强工作的前瞻性

和方向性 ；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 ，跟进评估对标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目标

的达成效果 ，及时调整对标措施 ，争取工作上的主动权 ，高质量做好各项

工作，为实现好的结果奠定坚实基础。

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不放松。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解决问题是对

时代的回应。 回顾公司近年来开展市场化对标工作，不难发现，那些取得

效果好的单位 ，往往是把问题意识顶在前面 ，善于发现问题 、客观认识问

题、科学分析问题、正确解决问题。 当前，公司发展正处在关键攻坚期，存

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 问题就是短板，是前

行的风向标。 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自觉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要求，切实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针对性；从全局

角度和长远眼光 ，选取同行业先进企业为标杆 ，深入基层一线调研 ，掌握

第一手资料 ，切实摸清摸准痛点难点 ，真正把问题找准找实 ；敢于直面问

题，正视工作中的沉疴顽疾，将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解决最突出的矛盾和问

题上，通过实行“六查五问”，全面认真梳理分析，弄清问题性质，找到症结

所在；要勇于破解问题 ，奔着问题去 ，盯着问题改 ，大力发扬钉钉子精神 ，

用新思路、新手段、新办法推动问题解决，着力补齐短板，不断创造新的业

绩。

坚持结果导向，务求实效不打折。

工作做得好不好，要靠结果来检验。

坚持结果导向，就是要看公司推进市场化对标的最终成果，是不是实现了

企业增效、职工增收目标，是不是在对标追标的前进道路上与“标的”距离

收窄或平齐，甚至是赶超。行动创造结果，结果产生价值。公司各级领导干

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保持求真务实作风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遵循

企业发展规律，不搞花拳绣腿，不搞繁文缛节，不做表面文章，真正把心思

用在干事创业上 ，把功夫下在出实招 、求实效上来 ，把更多精力用在提升

企业发展质量上来，多干打基础、固根基、利长远的事；要强化对标过程管

理，采取对标对表、挂图作战的办法，明确责任主体、进度时限、工作措施，

逐条逐项推进落实 ，同时 ，经常性地 “回头看 ”，对前一阶段工作进行回顾

总结，对好的经验和做法进行交流，以达到共同进步、共同提高的目的；要

严格考核奖惩，坚持拿结果说话，用业绩说话，大胆使用政治上可靠、工作

上善抓能干的党员干部，广泛宣传先进典型，以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激励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 ”面对公司生产

经营 、改革发展因疫情影响和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坎坷 ，更加艰难的处境 ，

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 ，把握大局大势 ，把准前进方向 ，在应对危机中掌握

工作主动权，打好发展主动仗，用好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

这一重要工作方法，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

劲，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向着既定目标砥砺奋进，奋力谱写公司新时代追赶

超越新篇章，汇聚起打造现代化铜企业的磅礴力量！

以三个导向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

本报评论员

———持续推进“对标再出发、改革再深化” ②

机电修造公司承制的 CCS 换热器发往赞比亚

黄石市委书记董卫民到公司开展安全工作调研时指出：

6

月

12

日 ，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

记翟保金带队到新港园区

40

万吨项

目指挥部进行调研。 公司副总经理杨

坤、总经理助理陈志友参加调研。

调研组听取了十五冶阳新弘盛

40

万吨铜冶炼

EPC

项目经理部关于

项目建设的总体工作进度计划 ，以及

40

万吨项目指挥部关于项目设备招

标采购相关情况的工作汇报。

翟保金在听取汇报中不时就项目

建设相关节点提出建议。 他对项目近

期设备采购计划提出了明确要求 ，要

求十五冶拿出详细的

6-9

月份的设

备采购计划清单 ， 同时

40

万吨指挥

部内部要提高设备采购文件审核和

编制的工作效率 ，协同合作推进项目

建设。

（李立 杜莎）

公司领导到 40 万吨

项目现场调研

６

月

16

日，公司纪委书记丁建林到矿业分公

司铜山口矿指导矿领导班子党风廉政建设专题

组织生活会。

在严肃认真的氛围中， 该矿领导子成员逐一

对照党章党纪党规 ，对照初心使命 ，把自己摆进

去 ，把职责摆进去 ，查找思想 、组织 、作风纪律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 ，进行对照剖析 ，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并制定了改进措施。

丁建林强调， 领导干部要切实担负起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 ，坚持发挥领导示范带头作用 。 第一

要讲大局意识 ，作为央企要严格树立好做企业标

杆的大局意识 ；第二要讲规矩纪律 ，要时刻严格

要求自己 ，遵守国家法规和党规党纪 ；第三要讲

廉洁自律 ，班子成员要以身作则 ，带动基层干部

从严从实推进“不能腐 、不敢腐 、不想腐 ”，不断增

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

护”，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

公司纪委、 矿业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参加组织

生活会并作发言。

（熊化）

公司领导指导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专题组织生活会

6

月

12

日 ， 湖北省商务厅市场处处长严天

荣、副处长王祥 ，省物资再生协会会长李革明 ，市

商务局副局长皮青云一行到博源环保公司 ，就该

公司废旧汽车回收拆解资源化利用项目运营和

资质认定验收准备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公司副总

经理张叙鹏参加调研。

严天荣一行现场察看了项目场地、人员、工艺

和设备运行情况 ，重点询问了项目危废的收集和

存储 ， 油水分离设施运行以及拆解产物处置情

况。 张叙鹏和博源环保公司负责人向调研组成员

作了详细介绍 。 在座谈中 ，严天荣对该项目总体

运行情况给予肯定 ，同时对项目经营管理过程中

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具体分析 。 他指出 ，随着国务

院废旧汽车回收管理新办法

715

号令的实施 ，国

家不再对该行业实行特许经营管理 ，对回收处理

企业的资质认定会更严格 ，希望博源环保公司能

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和品牌效应 ，加快环评设施

建设和验收， 对照审核细则逐条抓落实， 强化基

础管理 ，争取成为第一批验收合格单位 ，省厅一

定会支持博源环保公司打造全省报废汽车回收

拆解处理行业标杆示范企业。 （麦樵）

省商务厅市场处领导到博源环保公司调研

6

月

10

日，机电修造公司承制的

CCS

（谦比希铜冶

炼有限公司）

3

号换热器顺利发往赞比亚，这是该公司在

疫情期间接到的第一个大订单，也是中国有色集团疫情

期间支持湖北企业，落实“

321

”发展战略的实际行动。

疫情期间 ，机电修造公司克服重重困难 ，成立专项

工作专班，制定换热器制作方案 ，运用网络办公进行技

术交流，并借助公司专业委员会的力量 ，不断优化制作

工艺，特别是管板钻孔配钻，该公司操作人员采取

24

小

时轮班作业，歇人不歇工，连续作业

26

天，保质保量完

成制作任务。

与此同时 ， 该公司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

产，努力消除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对生产经营工作的影

响，为完成全年生产经营任务目标奠定基础。

（黄建发 王建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