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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终，各地的年终检查工作
即将陆续开展，其中有一种值得关注
的现象，据基层员工反映，一些单位为
了能在检查中取得好成绩，就在做台
账上动起了歪心思，其中有的忙着造
各种计划，有的忙着编各种讲话稿，有
的忙着补各种签到表，甚至还有的直
接修改各种表格数据……凡此种种，
使得年终检查变了味，走了调。

认真收集整理各种台账资料，全
面系统地把一年以来的各项工作做个
细致周到的清仓盘点，对于总结不足、
查缺补漏、理清思路很有必要，值得提
倡和加强。然而，一些地方平时工作欠

账多，年终检查却“临时抱佛脚”，刻
意掩盖不足、文过饰非，把各种台账资
料硬生生地装扮成为各种精心修剪过
的“盆景”，此种怪象，势必会让年终
检查沦为“盆景秀”，已经违背了检查
的初衷。

不可否认，年终检查是量化工作
成绩、查找工作不足、提升工作水平的
重要方式手段，对于督促抓好工作落
实、系统筹划年度工作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然而，如此“盆景秀”，不仅会
让检查人员难从各类“盆景”中发现
真实问题并精准开出工作“诊断书”，
而且还会让一些善于造“盆景”但工
作完成情况相对较差的单位在检查中
占据上风，助长工作台账造假的不正
之风。

笔者认为，在年终检查中，一些单
位之所以热衷于搞“盆景秀”，主要还

得归咎于相关主管部门作风不实。其
中，有的主管部门抓两头放中间，在年
初制定指标和年终集中检查上抓得
细，但忽视了平时的督导，使得一些单
位抓工作失去指导，顾此失彼；有的主
管部门制定的考核指标过细过滥，甚
至不区分对象搞“一刀切”，严重脱离
基层实际，超过基层承受范围，基层为
了应付检查也只能搞“盆景秀”，这些
问题都将让年终检查的实效性大打折
扣。

年终检查须防止 “盆景秀”。相
关主管部门要在抓好日常检查上下
功夫，要建立健全调研督查机制，针
对年初制定的考核指标，有针对性的
定期到相关单位开展调研督查，坚持
问题导向，抓好工作指导，从调研现
场一线了解工作开展情况，并建立问
题清单，跟踪问效督促抓好整改，以

此作为年终检查的重要依据，切实把
工作抓在日常、考在日常、严在日常，
在日常检查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年终检查的
精准度。

同时，还须在研究制定考核指标
上下功夫。要科学制定考核指标，针对
工作的性质、特点、要求等相关情况，
对于能合并的指标就要合并，可有可
无的指标就要取消，有效压缩指标数
量，防止指标过多过滥，确保考核指标
的有效性；要差异化制定考核指标，根
据不同单位职能特点和工作实际，有
针对性的制定与之相匹配、有效管用
的指标，确保考核指标的针对性，最大
程度地减少基层考核负担，让基层把
更多的工作精力放在抓工作落实上，
从源头上防止“盆景秀”，推动年度工
作有力有序开展。

年终检查须防止“盆景秀”
□韦春俭

本报讯 今年以来，金威铜业公
司走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路线，开拓
附加值高的优势产品和高端产品市
场。今年前 11 个月，生产产品产量
43807 吨，增长 19.1%；销量 43286
吨，增长 19.3%。产销量双双创历史新
高。

该公司实施以销定产经营策略，充
分发挥市场的龙头作用，面对铜加工产
能过剩带来的残酷竞争压力，制定了有
效的营销策略和方案，创新工作方法，
主动应对挑战，重点加强了公司优势产
品和加工费较好的高端产品生产和销
售，同时也增加前端铸锭和带坯的销
售。强化过程控制，扎实开展有效工作
量积分考核。今年以来，该公司在产品
质量上“做文章”，提高全员自主质量
管理意识。以质量为纲，强化有效质量
积分制考核，严格执行工艺流程、操作
规程的标准化以及工艺检查和工序成
材率考核。加大攻关力度，针对质量工

作难点和薄弱点，积极组织新产品和工艺
攻关活动，促进产品质量的攀升。产品质
量稳中有升，每月加工成品率均保持在
64%以上，成品率稳中有升。

此外，该公司强力推进精准全面预
算管理，扎实做好降本增效，抓住产品的
产供销、物流仓储、材料单耗、动力单耗
等关键环节的节支降耗管理。推进“运
修合一”模式，突出强调维修的及时性，
实施设备预检预修制度，优化生产计划
的过程管理，保障了生产的持续有效运
行。围绕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开展科
技创新和课题创新攻关活动，围绕新产
品研发，不断推进企业加快发展。着力自
主创新，加快新产品实现规模化生产，新
产品铜镍硅合金、新型造币合金等产品
形成批量生产，公司引线框架等高端铜
带产品质量稳步提升、产能不断放大，并
成功开发出两款高附加值合金产品，提
高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夏富青 黄军平

金威铜业公司产销量创历史新高

铜冠电工公司职工日前正在上引熔炉前生产碲铜合金棒坯作业。为推动产品
不断向新能源领域拓展，铜冠电工公司今年积极与高校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在电
动汽车充电桩用易切削高导碲铜合金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该公司磷铜分厂
上引熔炉中成功生产出棒坯。目前该项目已获得了安徽省重大科技项目专项引导
资金支持，并正在申报铜陵市相应的配套专项引导资金。王红平 芦广胜 摄

本报讯 今年3月 1日，工程技术
分公司奥炉对接组正式进驻奥炉工程
项目部进行项目对接工作，在参与新奥
炉前阶段新设备安装工作的同时，还高
效完成金昌冶炼厂部分旧设备拆除以
及金冠铜业分公司、金隆铜业公司、铜
冠冶化分公司大修项目。

“由于金昌冶炼厂停产，我们的
驻点业务随之停止，不要等着‘天上
掉馅饼’，我们应该要好好想想怎么
解决‘生存粮食’问题。”一位项目部
负责人的忧虑也代表了该公司的现
状。没有业务就走出去寻找业务，没有
市场就走出去创造市场。奥炉项目部
的设备拆除、安装、维保等一系列工作
就是该公司生存发展的新契机，为今
后的设备维修打下基础，也为以后该
公司的加工业和其他业务拓展提供技
术支持。

对接过程中出现分歧怎么办？“分
歧不可怕，怕的就是不去解决问题。多
沟通、勤交流，相互协商，哪有解决不了
的问题呢？问题解决了，同时也达到了

共赢的效果，岂不是一举两得。”该对接组
负责人刘振辉多次在班组派班会上强调。
对接过程中，对接组人员一面收集设备资
料，一面熟悉掌握装配过程，了解设备结
构，把好的建议和现场发生的问题及时反
馈给奥炉项目部。不熟悉新设备怎么办？
该公司金昌项目部组织部分人员赴奥炉
现场学习、参与奥炉设备工艺培训和主要
设备的安装过程，实实在在地学好技术，
摸透设备情况。

遇到困难怎么办？奥炉方面要求该
对接组远赴 6 个省份担负设备监造工
作，背井离乡，遇到的困难更是不可预
料。方法总比困难多，其中该对接组严文
龙克服了种种困难，历时 248 天，赴芜
湖金鼎锅炉、合肥钢架厂监造转炉吹炼
余热锅炉制作整个过程，顺利完成奥炉
交付监造任务。

截至 11 月底，该对接组参与奥炉
施工安装项目大小项目 354 项，共整理
汇编奥炉项目部图纸 8221 份，顺利完
成了奥炉项目部交给该公司的阶段性任
务。 方盼

工程技术分公司奥炉对接组
以维修服务质量 拓展内外市场空间

12 月 13 日 ，
南京大屠杀国家公
祭日。铜冠有色池
州公司党委组织公
司班子成员和机关
党支部部分党员前
往池州烈士陵园，
接受爱国主义和革
命传统教育。在烈
士纪念塔前，大家
重温入党誓词，缅
怀先烈。大家表示，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砥砺前行。

汪新利 摄

本报讯 12 月 15 日下午，集团
公司在公司党校举行党外人士党的十
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178 名党外人
士齐聚一堂，共同听取党的十九大代
表、稀贵金属分公司化工高级技术主
管王爱荣的宣讲报告。

“党的十九大已经胜利闭幕了，
但我激动的心情一直难以平复，大会
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一开场，王爱
荣就结合自己参会的亲身经历和感
受，详细为大家介绍大会盛况，畅谈自
己的见闻、交流学习体会和认识。

宣讲中，王爱荣围绕党的十九大
报告，对大会的主题、主要成果，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过去
五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等内容
一一进行讲解。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同党外人士相
关的统战新语有 20 多处，令人振奋。报
告明确指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
宝，必须长期坚持。”与以往的宣讲不
同，王爱荣在宣讲特意提到了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同党外人士相关的统战新语。

“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
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
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
最大同心圆；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

胆相照、荣辱与共，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
能。”王爱荣在宣讲中表示，这是统战人员
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方向标，是创新发展实
现新“两步走”目标的加油棒。

王华骏是金冠铜业分公司冶炼车间
主任，他作为无党派科级管理人员参加
了当天的宣讲报告会。在现场，王华骏与
记者分享了他的感受：“很荣幸，也倍受
鼓舞。”他说，作为一名车间主任，他会
带领车间员工立足岗位，积极践行党的
十九大精神。

“工作在这个企业，生活在这个时
代，是我们的幸运。”聆听了报告，九三

学社成员、技术中心有色设计研究院冶
金化工工程室主任、冶炼高级工程师贾
荣十分激动，她表态：我坚决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我会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为企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铜冠机械公司高级技术主管胡智君
对此次宣讲有她的理解。她认为，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这是对党外人士的
鼓舞和鞭策。作为党外知识分子，一定要
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主动加强学习，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为企业发展再立新
功。 陈潇

集团公司举办党外人士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

统一战线 传递信心 凝聚力量

本报讯 近日，金冠铜业分公司
党委委员分赴基层联系点宣讲党的十
九大精神，分享学习感悟与体会，并与
基层党员进行交流学习。

在电解车间会议室，该公司党委
主要领导从党的十九大主题和主要成
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过去五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

性变革、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部署等方
面，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了宣讲。该公
司全体党员干部通过学习、领悟，把党的
十九大精神“学懂、弄通、做实”，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并结合各自工作，充分发
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把力量

凝聚到该公司年度各项目标任务上来，
统筹做好年末各项收官工作，全力推动
该公司生产经营和党的建设全面发展。

在奥炉项目部会议室，该公司行政主
要领导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了解读，并
引用翔实数据，全面阐释了党的十九大精
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目前，奥炉项目正紧
锣密鼓的进行着，顺利投产已指日可待，

全体奥炉党员干部已经迅速兴起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党员干部
率先垂范，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力求学深
学透、融会贯通。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
原理，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与
做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确保奥炉项
目严格按照“四保”要求顺利推进。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封保敏

金冠铜业分公司党委委员分赴基层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12 月 18 日上午，市委书记
李猛带领市委常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
协等四大班子成员及市直有关部门主要
负责人，在开展铜陵市经济工作和重点工
程大调研和现场观摩活动中，来到铜陵有
色奥炉改造工程工地进行调研观摩。集团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陪同调研。

在奥炉改造工程项目的熔炼车间厂
房前，李猛等一行听取了奥炉改造工程项
目主要负责人就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如
图）。

奥炉改造工程项目总投资 51 亿元，
建设规模为年产 20 万吨阴极铜，副产品
硫酸产能为 81.28 万吨。项目主要建设熔
炼、电解、硫酸等生产系统，配套建设制
氧、净液等辅助工程，关键设备从国外进
口。工程包括冶炼、硫酸、电解、熔炼渣水
淬及转炉渣缓冷、总图运输、公用等 6 个
区域，共 76个子项目。

该项目 2016 年 3 月 18日开工建设，
目前，奥炉改造工程各区域主要设备安装
已经结束，管道以及电仪控制系统正在加
速施工，设备调试及投产前的各项准备工
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计划 2018 年 3 月
18日全部竣工并开始试生产。

李猛对奥炉改造工程项目建设进度
感到满意，要求继续抓好项目安全施工，
加快建设步伐，确保项目按期顺利建成投
产，并将项目打造成精品工程，为促进地
方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本报记者 王红平

市领导集体到铜陵有色奥炉改造工程调研观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