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团公司科技力量带来的成就与活
力，让记者欣慰、振奋、敬重。用集团公司
科技管理部专家的话说, 这是铜陵有色
发展史上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
期。

矿山开采工艺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采矿方法的变革与优化，提高了采矿效
率和资源利用率和安全程度；有色金属
矿山岩石力学的理论研究及其在矿山中
的应用，逐步改变了采矿方法的选择、采
场构成要素的确定、回采顺序、充填机
理、岩石移动角的确定等基本依靠经验
类比的落后状况。

这里,科学的力量转化为采矿工人
生命的保障。科学技术是安全堡垒的
屏障,因这屏障的严密,堡垒才无懈可
击,严正地捍卫着采矿兄弟们的生命与
尊严!

铜陵有色通过对本地区不同类型的

矿石选别技术的持续攻关和研究，集团
公司选矿工艺条件日臻完善。选铜回收
率保持国内同类矿山先进水平，选矿综
合能耗指标、选矿药剂、磨矿钢球单耗等
指标都处于国内同类矿山先进水平。

这里, 科学的力量带来经济力的提
升。科学技术是经济大厦的砖石,因这砖
石的坚固,大厦才拔地而起,一层层向天
空伸展!

铜冶炼主工艺引进了当今世界先进
的闪速炼铜技术、奥斯麦特炼铜技术及
闪速熔炼闪速吹炼技术，重要工艺参数
实行计算机在线控制。

这里, 科学的力量让铜陵有色成为
世界冶炼企业的地标。科技的光辉升华
为精神的力量, 激励起每个员工奋斗的
价值取向。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企
业———这是铜陵有色发展战略的核心,是
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十二五”,科学
的力量从未让我们失望;“十三五”, 新的
目标，新的期待，我们整装待发。

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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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闻中心广告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诚招广告经营代理。
我们用心、专心、诚心，将报道做深、做透，将版面做精、做优，将栏目做好看，做精彩。
我们走进您，贴近您，以满腔的热忱，忠诚的职守，为您打开阅知天下的版面与荧屏———传递资讯、分享领悟、体味生

活。
我们仍在前行的路上，豪情万丈在心，锲而不舍在足下。您的关注是我们不尽的动力源泉。
我们的联系电话是：0562—5861510。热切期待您，期待您的关注，您的加入。

铜陵有色新闻中心诚招 2016 年广告经营代理商
立足有色 面向社会 辐射全国

五年前，铜陵有色科技规划发展
目标是：“到 2015 年，控股公司科技
发展形成完善的具有铜陵有色特色的
技术创新体系，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
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攻克
地质探矿、深井矿山安全高效开采、复
杂难选矿处理、铜材加工及节能降耗
等一批制约控股公司发展的技术瓶
颈，取得一批在国内（世界）具有重大
影响的技术成果和核心技术；成果、专
利在‘十一五’基础上实现翻番；控股
公司主要生产工艺技术装备和技术经
济指标达到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矿
产资源利用率在‘十一五’末的基础
上再提高 5 个百分点，主要单位产品
能耗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科技
综合实力达全国行业领先水平……”

五年后的今天，铜陵有色已建立

了完善的自主创新管理体系和自主创
新技术研发体系，科技研发机构发展
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拥有冶金
行业甲级工程设计（咨询）设计研究
院、国家实验室认可检测研究中心、企
业博士后工作站和院士工作站。铜陵
有色发展成为以有色金属、化工、装备
制造三大产业为主业的国有控股大型
企业集团，各项综合技术经济指标均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所属的股份公司
等 13 家子公司陆续发展为高新技术
企业。企业跨入国家创新型企业行列，
跨入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行列和千
亿元企业行列，走出了一条以创新创
造为特征的发展之路。

五年前，铜陵有色科技战略上提
出：力争在“十二五”末，培养出具有
战略思维、能够组织领导重大科技创

新活动的科技专家20名至30名，学科带
头人150名至200名，优秀技术创新人才
500名至600名，主业在岗骨干员工力争
全部达到专科文化层次；技师、高级技师
占实用型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 25%。

五年后的今天，铜陵有色有 18 名
科技人才享受国务院和省政府津贴，1
名科技人才被评为全省杰出专业技术人
才，2 名科技人员荣获铜陵市科技突出
贡献奖，30余名科技人才被评为省市拔
尖人才，27 名科技人才被评为省市学术
和技术带头人，7 名科技人才被评为市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领军人才，8 名
科技人才荣获省市青年科技奖，2 名科
技人员被评为市首届突出贡献人才；
“智能数控绿色低耗炼铜技术研究”等
13 个创新团队分别被评为安徽省
“115”和铜陵市“1155”产业创新团

队。铜陵有色员工提出技术改造和合理
化建议 112492 条，获公司表彰的 960
条，获省重大技术改造和合理化建议表
彰的 352 条；五小成果 500 余项，获公
司表彰的 204 项。

五年来的科技成就让铜陵有色在快速
发展的征途上，赢得了同行的瞩目，也让人
们见证与感受到科技力量的超级力量。

从采矿、选矿、冶炼这些传统优势行
业，到铜材加工、新型化工、装备制造，五
年来，铜陵有色科技进步展示威力，科技
成果彰显实力，科技平台提升能力，科技
投入增添动力。铜陵有色一次次挑战科
技极限，一次次勇闯世界难关。科技进
步越来越成为铜陵有色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
要驱动力。

采矿———五年来，铜陵有色通过科
技攻关及成果推广应用，矿山开采工艺
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采矿方法的变革与
优化，提高了采矿效率和资源利用率；高
浓度充填料制备、输送及连续充填技术
的成功应用；有色金属矿山岩石力学的
理论研究及其在矿山中的应用，逐步改
变了采矿方法的选择、采场构成要素的
确定、回采顺序、充填机理、岩石移动角
的确定等基本依靠经验类比的落后状
况。安庆铜矿、冬瓜山铜矿等矿山，井下
采掘运输引进国际先进的 Simba———
261 潜孔钻机、SimbaH1354 电动液压
凿岩 台车 、ToRo400 系列 铲运机 、
MT2000 井下运矿卡车等先进的无轨
装备。

选矿———五年来，铜陵有色通过对
本地区不同类型的矿石选别技术的持续
攻关和研究，集团公司选矿工艺条件日
臻完善。选铜回收率保持国内同类矿山
先进水平，选矿综合能耗指标、选矿药
剂、磨矿钢球单耗等指标都处于国内同
类矿山先进水平。通过“十二五”持续
攻关，冬瓜山铜矿在铜精矿品位不变的
情况下，选铜回收率由攻关前的 83%提
高到 87.5%，同时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
高硫铁产品和低硫精矿产品，使选硫回
收率由攻关前的 18.3%提高到 78%，铁
的回收率由攻关前的 5%提高到 72%。

冶炼———五年来，铜陵有色铜冶炼
主工艺引进了当今世界先进的闪速炼铜
技术、奥斯麦特炼铜技术及闪速熔炼闪
速吹炼技术，重要工艺参数实行计算机
在线控制。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先进
水平，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通
过实施进一步技术攻关与技术改造，金
隆公司电铜产能在“十二五”期间达到
每年 40万吨。2012 年建成投入生产的
“闪速熔炼、闪速吹炼”项目，实现废气、
废水零排放，开创了我国铜冶炼厂零排

放的先河，成为“技术领先、成本最低”
的世界顶级铜冶炼工厂。在消化、吸收、
引进国际先进的卡尔多炉关键技术及装
备的基础上，自主研发出“顶吹冶炼喷
射洗涤提取金银等稀贵金属关键技
术”，优化了顶吹炉炼金法炉料和渣型
关键技术参数，提高了生产能力和作业
率，降低了金、银、硒损失率，实现了顶吹
冶炼炉国产化替代进口卡尔多炉，各项
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下转第二版）

科技发展促企业腾飞 跨入国家创新型行列
———集团公司“十二五”科技工作

本报讯 12 月 17 日上午，安徽
省商务厅厅长张箭、合肥海关副关
长贾江、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
局长程愈强一行来集团公司调研。
在公司主楼四楼会议室，集团公司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明勇热情
接待了张箭一行，并就外贸工作相
关问题进行了座谈。

座谈会上，陈明勇对张箭一行
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集团公司的
产业性质决定了生产经营离不开进
出口，集团公司的发展也一直得到
了省商务厅、合肥海关、安徽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的关心与支持，无论是
在政策上，还是在通达速度上，都给
予了集团公司足够的帮助，在此表
示感谢！今年以来，受整个有色行业
影响，集团公司指标下滑，在这种困
难的时候，集团公司想方设法，全力
以赴为全省的外贸工作多做贡献，
在生产经营可控范围内，适时加大
了进出口力度。

张箭说，铜陵有色是全省进出
口第一大户，在全省外贸工作中有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今年这个特殊
时期，铜陵有色对全省外贸工作所做
的贡献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他表
示，对于铜陵有色的发展，省商务厅
将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他说，对于
全省外贸工作的贡献，不应只是浅层
次的反应在数字的增长上，要进一步
体现在市场开拓、多维度业务发展
上。他希望明年进一步加强省商务厅
与铜陵有色集团公司的业务对接。

铜陵市商务局局长朱方敏向张
箭一行汇报了第四季度以来全市外
贸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前 11 个月全
市进出口情况。集团公司商务部副
部长陈四新向张箭一行汇报了公司
2015 年进出口工作情况。

本报记者 傅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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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集团公司被中
国企业文化研究会授予“十二五”
全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荣誉称
号。

“十二五”期间，集团公司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
持续创新企业文化建设新体系，打
造了具有时代特征和企业特色的企

业理念、行为、视觉识别系统；通过
广泛征集、讲述“我和我的铜陵有
色”故事、评选表彰“铜陵有色好员
工”、编辑出版铜陵有色企业文化
丛书等方式，在“落细、落小、落实”
上下功夫，深入浅出，情理交融，用
企业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

化、生活化，为集团加快转型发展、
建设国际化多金属资源型企业凝聚
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集团公司先后
获得 “新中国 60年企业精神培育
十大摇篮组织”、“新中国 60 年企
业精神 60 佳”、全国企业文化建设
先进单位、全国企业文化建设示范
单位等荣誉称号。 宣传科

集团公司荣获“十二五”全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称号

本报讯 九华冶炼厂预计全年
电解锌产量将突破 8 万吨，为完成
全年控亏目标打下良好基础。截至
12月 10日，这个厂已经生产电解
锌 7.53 万吨，提前 21 天完成全年
7.5 万吨电解锌的生产任务，

面对当前不利的局面，今年以
来, 这个厂围绕 2015 年的全年目
标，进行了组织机构改革，并调整生
产组织模式，强化管理，精心组织，全

厂开足马力组织生产。以增产增效为
突破口，开展劳动竞赛，同时加强生
产过程控制，统一协调指挥，严格控
制工艺条件，杜绝违章操作和减少非
计划停车等措施，确保工艺流程的连
续稳定。通过设备的维护保养和巡检
工作，确保了主要设备的运转率。对
重点设备的“精修细检”，延长设备
正常运行周期，把设备故障发生率减
到最低，保障了生产系统正常稳定运

转，为稳产高产奠定了基础。
开展好 5S 管理活动，提高现

场管理水平及员工素养，引导员工
增强责任感和自主管理意识。同时
加大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力度，采
取各种措施提高班组安全管理水
平，强化人及物的安全管理，消除各
种不安全因素，把事故消灭在萌芽
状态，保证生产的安全高效运行。

王松林 高庆庆

九华冶炼厂提前完成全年生产任务

本报讯 近日，铜陵有色设计
研究院申请的《基于自愈环网的矿
井排水控制装置》、《用于控制阀回
路的自动诊断和报警装置》、《无积
料式螺旋喂料机》、《一种防尘烟尘
罐》四项专利，全部通过了国家知
识产权局的审查，被授予实用新型
专利证书。

“基于自愈环网的矿井排水控
制装置”，该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利用自愈环网具有双向传输、自愈
功能，来提高井下排水各个控制系
统数据交换的可靠性。

“用于控制阀回路的自动诊断
和报警装置”，可实现控制阀控制回
路诊断和报警功能。

“一种防扬尘烟尘罐”，可以克
服大量扬尘及烟尘难以倒出的问题。

“无积料式螺旋喂料机”实用
新型将双螺旋改为单螺旋，只保留

主动轴，拆除从动轴，减缓给料速
度，物料从砂仓进入螺旋给料机后
经过充分搅拌从出料口排走，延长
物料在螺旋给料机内的停留时间，
避免物料在后面工序中积累；钢板
溜槽表面的弧形隆起有助于进一步
降低物料进入螺旋给料机内的速
度，实现物料零积累，避免物料在后
面的双轴叶片搅拌机内堆积。

傅大伟 张 蓓

技术中心设计研究院获四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本报讯 日前，在市总工会第十
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全国
劳动模范、冬瓜山铜矿掘进二区打眼
工王利胜当选市总工会副主席，成为全
省首位市级工会兼职“劳模副主席”。

今年 51 岁的王利胜是冬瓜山铜
矿掘进二区掘进班班长。自参加工作
以来，他工作上争创一流，技术上精益
求精，在矿山建设工作中，用 21 年完
成了 40年的工作量。日常工作中，他
不仅重活累活抢着干，还下功夫钻研
操作技术。近两年来，矿山引进了许多
国内外最先进凿岩设备，他不仅争当

生产上的模范，而且争做科技兴矿的排
头兵。1998 年，他被冬瓜山铜矿破格聘
为“采矿技师”。为进一步加快掘进开拓
工程的进展，激励职工多干多超，他积极
采取“两手抓”的方法，一手抓安全不放
松，一手牢牢把握生产进度。2014 年，在
他的带领下，经过全班的不懈努力，全年
累计完成掘进量 5200 多立方米，完成
年度计划的 140%。多年来，他多次荣获
市、集团公司劳动模范、“十大青年标
兵”、“优秀青年职工”和省、市精神文
明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05 年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 杨阅宝

王利胜当选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12 月 17 日，铜冠建安安装公司施工人员正在金隆公司厂区铺设电缆。安装
公司自 8 月份进场安装以来，通过精心组织，施工进度按照了工程节点稳步推进，
目前，施工进入了扫尾阶段的电气安装。 王红平 舒 婷 摄

铜陵有色已建立了完善的自主创新管理体系和自主创新技术
研发体系，科技研发机构发展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拥有冶金
行业甲级工程设计（咨询）设计研究院、国家实验室认可检测研究
中心、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和院士工作站。

企业跨入国家创新型企业行列，跨入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行
列和千亿元企业行列，走出了一条以创新创造为特征的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