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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经过一个多月的试验分
析，日前，铜冠冶化分公司成功将球团
系统含铁原料中硫酸渣配比率由
38%提高到 50%，刷新了全国同行业
的最好成绩，为硫酸渣用于铁球团生
产的实验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技术
指标的优化，大大提高了企业竞争力，
每年可节约成本 504万元。

该公司采用的是“链篦机—回转

窑—环冷机”球团生产工艺，自投产以
来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技术研究，但由于
硫酸渣成球性欠佳造球较难，且硫酸渣
铁品位不高及各岗位人员操作技能不熟
练，硫酸渣配比率最高达到 38%、最低
只有 15%，按此配比难以有效利用和处
理烧渣。受铁矿石和球团市场行情影响，
若不能保持硫酸烧渣的产、用、销平衡，
会直接影响硫酸系统生产。冬瓜山铜矿
选矿系统的副产品高硫铁只有该公司一
家使用，如果不及时被利用，既容易结
块，降低硫的含量，又会产生“胀库”现
象，影响冬瓜山铜矿的正常生产。

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该公司以球团
烧渣配比率为突破口，开展技术攻关，优化

工艺参数和关键技术经济指标，并成立了
球团专项课题技术攻关小组。先后开展了
“硫铁矿烧渣生产球团的技术研究”、“大
型链篦机—————回转窑赤铁矿氧化球团生
产的关键技术开发和应用”、“高配比硫酸
渣氧化球团生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等科研
技术研究与攻关，取得了积极成果。硫铁矿
烧渣在生产球团中配比平均达到了35%、
最高达50%，远远高于国内同行业水平。

在攻关过程中，该公司在保证球团
质量的前提下，进行了生产配料优化试
验，获得最佳原料配比和最低原料成本。
同时，结合铁原料市场变化、原料中含硫
成份、球团脱硫系统效率、环保要求、客
户指标要求等方面的因素，不断优化配

料方案。该公司领导、生产技术部门与球
团车间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岗位操作
工在一起反复商讨，拿出最优技术方案。

从加强生产系统的过程控制出发，
该公司对配料辊磨混合效果、造球成球
指标、链篦机的运行速度、温度及系统运
行状态等指标进行实时监控，确保一旦
发现问题即刻便能处理。从生产原料到
成品球，整个流程都做到精细化管理。该
公司的攻关活动还取得了集团公司和冬
瓜山铜矿鼎力支持。冬瓜山铜矿组织有
关部门通过技改有效提高了高硫铁品
质，使得硫酸烧渣含铁可达 58%以上，为
球团烧渣配比率课题技术攻关创造了有
利条件。 陈 潇 朱长华 李文波

铜冠冶化分公司一技术指标突破刷新全国同行业最高值
球团系统含铁原料中硫酸渣配比率由 38%提高到 50% 年节约成本 504 万元

本报讯 日前，铜陵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江娅一行到铜陵有色奥炉改
造项目新厂址调研场地平整工程实施
情况。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周俊、金昌冶
炼厂领导陪同调研。

江娅在察看场地平整施工作业
后，认真听取了有关铜陵有色奥炉改

造项目实施进展情况的汇报，对土地平
整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分析，在
提出指导性建议的同时，现场协调安排
市有关部门解决当前项目推进中遇到的
问题。江娅要求铜陵市各级部门积极配
合铜陵有色推进项目实施，为项目建设
保驾护航。 仝瑞玺

江娅副市长到铜陵有色奥炉改造项目场地调研

本报讯 如何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实现“铜冠梦”？5 月 4日，集团公司
团委在主楼四楼会议室召开青年代表
座谈会，50 多名青年代表就如何利用
好铜陵有色平台、为构筑“铜冠梦”再
造建树超所欲言。省国资委团工委发来
贺信表示祝贺。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王
列才、组宣部副部长王新疆、团委副书
记李青出席会议。

冬瓜山矿团委负责人徐文斐在座
谈中介绍，该矿团组织开展了大量的
思想引导活动、小改小革活动、安全活
动、文明创建安活动，使该矿团员青年
成为矿山建设的有效生力军。安工学
院、安庆铜矿、技术中心、铜冠建安公
司等团员青年代表就如何立足新形势
创新团组织建设、围绕集团公司今年
方针目标、发挥好团员青年积极性，纷
纷建言献策。

王列才在会上对团员青年提出五
点希望：练好本领，强化技能，服务集

团公司发展大局；拓宽渠道，利用平台，
服务好集团公司团员青年成长成才；有
效引导，正面宣传，服务好青年各类兴趣
爱好，增强集团公司各级团组织的凝聚
力；以人为本，立足实际，关注好集团公
司各类团员青年的不同需求；强化职能，
广泛拓展影响，扩大好集团公司团组织
的覆盖面。

省国资委团工委在贺信中指出，过
去的一年，铜陵有色实现销售收入 1381
亿元，今年一季度，铜陵有色实现销售收
入 322.8 亿元，占省属企业营业收入的
24.11%，营业收入已连续多年稳居省属
企业首位。这一数据的背后凝聚了铜陵
有色广大青年的心血与汗水。为了实现
“铜冠梦”，一代又一代的铜陵有色青年
前赴后继，艰苦奋斗，任劳任怨，无怨无
悔，体现了更多的担当与责任。

会上，王新疆宣读了集团公司关于
优秀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的表彰决定。

本报记者 王精屹

集团公司团委召开“青春建功铜冠梦”座谈会
省国资委团工委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本报讯 “团员青年是公司最富
朝气、最富创造力的群体，是我们打造
世界一流样板工厂的生力军和突击
队。在你们身上寄予着金冠的重托与
期待，承载着金冠的未来与希望。”金
冠铜业分公司在 5 月 5 日召开的“五
四”青年节表彰会上，向广大青工提
出殷切希望。

新建投产的金冠铜业分公司以青
工居多。去年，该公司生产阴极铜、硫
酸、阳极铜等主产品产量全线超出计
划。在铜价持续下跌和国内外负价差
较大的不利情况下，该公司全年完成
账面利润 1.16 亿元。今年 1 至 4 月，
该公司更是克服重重困难，阴极铜产
量超计划 367.72 吨、硫酸超计划 4.23
万吨、阳极铜超计划 1.29 万吨。

成绩里，留下了广大青工的智慧
与汗水。该公司机械保全车间设备点
检员许强，2010 年参加工作。他坦言，
从一名维修工成为一名点检员，从单
身到现在成家立业；从最初实习期的
英语培训、大学生出国培训考察，到投
产后的特种作业的取证和不同阶段青
年员工的座谈会，深深感受到公司对
年轻的培养和重视。他满怀激情地说：
“金冠铜业见证了我们青年员工的成
长，我们也正在见证着金冠铜业的腾

飞！”
“磨掉惰性，练好一个‘勤’字；磨

掉浮躁，练好一个‘实’字；磨掉粗心，练
好一个‘责’字；磨掉自满，练好一个
‘谦’字。”表彰会上，该公司勉励青工
不断成长。

“不满足于自己掌握等知识，要勤
于思考，勤于学习新知识，勤于把理论与
实践结合起来；做学问要实实在在，做业
务要精益求精，做工作要认真负责，做同
事要诚实谦虚；干工作不能随意，对待职
责不能粗心，做事不能摆花架子；把进步
当作动力，把成绩当作加油站，坚定信
心，只要不懈奋斗，把每个台阶加起来就
是顶点，把每一份成绩加起来就是成功
者。”

谆谆教诲里，依然是殷切希望。“希
望你们要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
献，努力担负起金冠发展的大梁，创造出
无愧于时代的光辉业绩。”

作为保全的一分子，许强深知责任
重大。他说：“要做好保全这份工作，少
不了吃苦耐劳、一种担当、一种专研和一
种细致入微的工作态度，虽然日常工作
是枯燥乏味的，有些工作环境是恶劣的，
但只要你热爱保全这份工作，你都会从
中找到乐趣、找到一种成就感。”

朱 莉 刘 萍

金冠铜业分公司勉励青工担负起发展的大梁

5 月 5 日上午，集团公司“冬瓜山杯”职工拔河比赛在安工学院体育场举行。
由集团公司工会举办，冬瓜山铜矿协办的这项拔河比赛，旨在丰富集团公司职工
文化生活，进一步推动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深入开展。来自集团公司基层 20 多家
单位代表队参加了比赛，比赛通过分成 A、B、C 三个小组进行。经过紧张比拼，最
终铜山矿业公司、铜冠投资公司和铜冠黄铜公司分别夺得 A、B、C 组第一名。图为
获得 A组第一名的铜山矿业公司代表队正在比赛。 本报记者 王红平 摄

集团公司“冬瓜山杯”职工拔河比赛举行

五 一 劳 动 节 我 们 都 在 岗

车间外，一排
排阳极板整齐排
列，叉车来回运送
着；车间内，机器
运转发出的轰鸣
之声回响其间，阳
极炉内迸发出的
火苗如一曲曲欢
歌跃动着，火红的
铜水从炉内一路
流向圆盘浇铸机，
一汪汪铜水在圆
盘浇铸机内凝结
成了阳极膜，在阳
极板提取机的作
用下，一块块凝结
成型的阳极板被
整齐排列，等待着
运送出车间。这是
5 月 1 日记者在
金冠铜业分公司
精炼车间见到的
场景。

“经过 6 天时
间的努力，竖炉在
昨天完成了耐火
砖的维护更换，今
天正常投入到了
使用中，生产也自

然回归到了常态。”在现场忙碌
的该车间技术员王显超解释
说。作为阳极炉的 “最佳拍
档”，该车间竖炉以 50 天作为
一个周期，每使用一个周期都
要对耐火砖进行一次更换，以
保证炉体的安全。

设备少故障率，直接带来
的是生产的稳定、产量的提升。
今年以来，该车间每月的生产
都能按计划完成，有的月份超
额完成计划。“在日常的生产
中，车间也格外注重进行技术
攻关，像圆盘浇铸速度的提升
就是技术攻关的成果。”王显超
自豪地向记者介绍其中的奥
秘。节日坚守在岗，王显超有着
自己的信念。“不看着现场，总
感觉心里不踏实，为了生产稳
定，节日加班没什么关系。”王
显超笑着说道。

离开精炼车间，来到冶炼
车间。吹炼炉前，操作工人正在
进行排渣作业，他们将手中的
氧气管导入炉内，以加速杂质的
融化，防止堵住排渣口。令人惊
讶的是现场却不脏不乱，这和印
象中的冶炼车间大相径庭。“一
直以来，车间注重抓现场管理，
通过分区域，责任到人，并设立
区域督导员，每天巡查、每周联
合检查，现场管理有效得到了提
升。”该车间相关负责人说。

在该车间，与现场管理同
步提升的是产量的提升，在能耗
下降的同时，该车间今年的产量
反而得到了提升，这与该车间坚
持的科研攻关密不可分。得益于
这些攻关成果的转化，该车间如
今的铜精矿处理量每小时达到
了 265 吨，冰铜处理量每小时也
达到 85 吨。

傅大伟 刘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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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有色奥炉改造项目场地整平工程位于“双闪”厂区东侧，由铜冠建安设备土方公司负责施工。施工区域占地面积约为
633.55 亩，施工共分为场前区、总降制氧区、电解区、原料库区、熔炼硫酸区。施工的主要内容有弃土场区道路硬化及排水，清基
淤泥外运至指定地点，场区内土方挖、运、回填整平碾压，余土外运至指定地点等。

据了解，这项工程合同工期为 60 日。由于土方施工受天气影响较大，这个公司在施工策划时，确定在晴好天气时加班加点
赶抢工期。恰逢五一开工之时天气晴好，当天组织五台挖掘机同时施工，开了个好头。 王松林 胡文武 摄

5 月 1日 7时 30分，铜冠矿建公司
冬瓜山项目部经理助理程震早早地来到
办公室，统计前一天夜班的生产情况，对
每个班次的工作内容、掘砌量和任务完
成情况进行汇总，记录上墙。派班结束
后，他例行到井下每个作业面进行巡查。
为了掌握安全生产的第一手资料，他每
天在井下巡查往返十几公里，每次上井
时全身都湿透了。从井下上来时已过了
中午的饭点，这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了。
匆匆吃完饭后，他又忙着准备晚调会的
内容，晚调会上通报当天的生产情况和
需要整改的问题，确保次日的生产安全
有效进行。

在该公司沙溪项目部的机运区，
当天电工方东勤像平常一样开始了一
天的工作，来到各个井口对设备进行
检查，他负责项目部所有用电设备的
管理与维修。沙溪工程目前五口井同
时施工，提升系统、运输系统、辅助系
统等设施设备特别多，他出色地解决
了设备在生产中出现的各种疑难杂
症，保障了安全生产，是项目部一致称
赞的技术能手。

这天，在该公司安铜项目部，采矿
工区副区长张亚锋带领其他几名大学
生员工来到井下东二采场的现场，检
查昨天大爆破的效果，为下一次的爆

破做准备。“我们现在的爆破效果明显好
转，大块得到控制，效率提高了，一个班最
多一次出矿 600 多吨，这可是以前三个
班的作业量。”这位 90 后的大学生骄傲
地说。该项目部去年成立了采矿施工工
区，大部分成员都是近年来毕业的大学
生。

在该公司国外赞比亚谦比西项目部，
却是另外一番热闹的场景。当地每年的
“五一” 都要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庆
祝劳动者的节日。经过区队推荐，该项目
部评选出 7名当地优秀员工，为他们购买
奖品，工会领队带领他们参加项目部所在
地基特韦市举行的庆祝游行活动。该公司
自 2006 年进入赞比亚市场以来，与当地
民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当地政府建立
了良好的关系，为该公司国际化发展提供
了保障。 陶 莉

同节日 同奉献

今年，是沙溪铜矿建设关键的一年。
“五一”小长假，对于铜冠（庐江）矿业
公司的员工来说，注定是要坚守在自己
的岗位上。

5月 1 日 8 时左右，笔者跟随铜冠
（庐江） 矿业公司商务部部长沈平来到
副井提升设备到货验收现场，远远地看
见四台最大限度载重 40 吨的货车，在
通往副井施工场地的路上一字排开，最
惹人注目的直径达到 4.5 米的天轮和摩
擦轮。随着排在最前面的一辆货车缓缓
开进副井卸货场地，早已在现场等待卸
货验收的工作人员立刻迎了上来。“随
着项目建设的加快，采购的设备不断到

货，我们为进一步加强设备到货验收
工作，每次设备的到货验收都有专门
的一个验收小组，针对到货设备的不
同涵盖了各项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
严把设备质量关。”沈平对笔者说道。
这时，机械专业的助理工程师童爱武
已经爬到了货车上，拿着设备清单对
着车厢上的设备货物标志牌一件一件
地仔细核对，并对每一件货物进行拍
照留存。童工说：“现在进行的是验收
工作的第一步，由于这次提升设备零
部件较多，我们必须先对着清单把设
备的件数弄清楚，然后才能卸货，再逐
一对设备进行检查验收。”施工场地

另一边，只见五六名工人正围绕着已经确
认数量无误的几件设备做着卸货前的准
备工作。整个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当时，不时和货车上验收的童工交流
着的主管档案工作的小陈见到笔者走过
来，客气地递给笔者一瓶矿泉水。“这天
气，5 月刚到就这么热了，这现场也没有
一个遮挡物，我们五一加班干得热火朝天，
天气也这么火。”当笔者问到需要多久才能
验货完成时，小陈表示：“光卸货就至少得
一天时间，然后还得联系厂家技术人员和施
工方技术人员一起开箱验货，整个验收工作
计划在假期内完成。”

时间在手表的滴答声和卸装的哨子
声中过得飞快，转眼间已是正午。这个
“五一”节，对于沙溪铜矿的建设者们来
说忙碌而有意义的节日。

王树辰

节日里 忙验收

节日加班加点 工程赶抢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