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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新 闻

（上接第一版）
采矿、选矿、冶炼，作为铜陵有色的

主要产业，科技力量的强大，似乎有着天
然的得天独厚条件。后续跟进的铜材加工
方面科技的同步飞速跨越，则充分昭示了
铜陵有色科技创新的活力与创造力。

为充分利用已建立的铜加工生产
线，五年来，铜陵有色通过持续自主创新
及引进消化再创新，先后开发出 C194
引线框架高精度铜板带材、锌白铜
C7541 带材、THE 红化电子铜箔、高
TG 型电子铜箔、超薄型双面光锂离子
电子铜箔、超大规格阳极磷铜球、片状银
粉、太阳能银粉等高新技术产品及其生
产工艺技术，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战略
性新兴产业取得长足发展。后起之秀的
化工产业，在铜陵有色虽然起步较晚，但
发展迅猛，科技创新华彩迭出。五年来，
铜陵有色与中南大学合作开展的“大型

链篦机———回转窑赤铁矿氧化球团生产
关键技术”，优化了硫酸烧渣配比高达
50%链篦机———回转窑球团生产线热工
制度，使硫酸烧渣比表面积提高 3 倍，
表面润湿热增加 2.8 倍，成球性指数增
大 45%，在硫酸烧渣的配比高达 50%的
原料条件下，生球强度和成品球团强度
分别提高 50%和 90%，生产工艺过程能
耗降低 30.5%，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利用独创的碳酸二甲酯共沸物分离、二
氧化碳低温输送、医药级丙二醇专有技
术，通过技术创新与技术改造，“十二
五”期间在铜陵有色化工园区建成年产
6 万吨碳酸二甲酯的生产线，工艺技术
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被认定为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品。

以井下无轨装备和环保设备为代表
的铜陵有色装备制造业，近年来同样赢
得世人的广泛关注。铜陵有色通过不断

创新创造，先后开发出 T———100 系列
高气压环形潜孔钻机、井下铲运机、多功
能服务台车及自动装药机，陶瓷过滤机、
高分子盘式陶瓷过滤机等系列产品，装
备制造产品从 2008 年的 3 个品种发展
到2012年 4大系列 18个品种，“铜冠”
牌铲运机被授予 “安徽省名牌产品”；
“铜冠”牌陶瓷过滤机、钻机被授予“安徽
省著名商标”。制定了《陶瓷过滤机》、
《高气压环形潜孔钻机》、《井下服务卡
车》的行业标准。截至2015年 12月初，
铜陵有色的环保、无轨产品先后出口到韩
国、俄罗斯、智利等30多个国家或地区。

五年来，铜陵有色研发体系不断完
善，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经过多年实践和不断完善，集团公司形
成了“一个整体、两个层次”的研发体
系，即集团公司科技工作是一个整体，统
筹组织，通过集团公司技术中心与直属

企业两个层面有效实施，为形成自主知
识产权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提供理论
和技术储备；企业层面，加快新技术推广
应用、特色技术研发、生产技术支持，为
企业生产经营提供技术支撑。

五年来，集团公司的技术中心本部
中，采、选、冶研究所恢复建设，具备开展
矿山开采（空区测量、支护及充填、采矿
方法等）研究、有色金属矿选矿（试验室
研究和连选试验研究） 等能力与条件，
冶金研究所具备冶金过程资源综合利用
试验研究的基本条件与能力。同时，相继
建立了电工材料、电子铜箔研究室，具备
电工新材料、磷铜新材料、高端电子铜箔
的研发、中试及产业化工艺技术及装备
研究能力。铜加工工程研发中心正在建
设之中，建成后将具备铜基新材料及铜
板带新产品研发、中试、产业化工艺技术
及装备研究能力。建立了安徽省井下无

轨装备工程技术中心，具备井下无轨装
备、环保设备的研发、设计、样机制造的
能力和条件；建立了安徽省有色金属粉
体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省级技术中
心，具备金属粉体材料研发及中试（生
产）能力，中试（生产）线技术装备水平
居国内先进水平。金泰化工公司成立了省
级技术中心，具备碳酸二甲酯上下游产品
研发能力。技术中心检测研究中心、金隆
公司化验室分别通过国家实验室合格评
定认可委认可。34种产品254个参数获
得了国家认可委授权、25 种产品 190 个
参数获得了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授权；
具备检测、检验服务与分析方法、国家（行
业）标准研究制定能力。在设计咨询上，设
计研究院具有冶金工程设计和工程咨询
甲级资质；建筑工程、环境工程、市政公
用、工程造价咨询等乙级资质；地质灾害
治理乙级地；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工程设

计专项资质；近年来新增非煤矿山生产能
力核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等相
关资质。同时，集团公司已与中南大学等8
所院校建立了校企全面（战略）合作关
系，加入了有色行业金属矿采矿工程及装
备等6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立了
企业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及安徽省
第一批示范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单位。

短短五年，集团公司围绕公司生产经
营及产业发展，在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及综
合利用、有色金属材料加工、机械装备制
造、化工和循环经济、节能降耗、信息技术
等6个重点领域，到2015年组织开展各
类科技研发项目329项，其中新产品开发
项目 40项（含铜基新产品 23项），制定
了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20余项；攻克了
一批制约公司发展的技术瓶颈，取得了一
批具有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朱继生

科技发展促企业腾飞 跨入国家创新型行列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有色置业公
司加大综治维稳工作力度，落实各项
维稳措施，平安创建工作成效显著。

发挥维稳信息网络作用，广辟信
息渠道，密切掌握动态情况，获取深层
次、预警性的情报信息。准确掌握各类
不稳定因素的动态信息，通过对情报
信息的搜集分析和研判，及时发现各
类不稳定因素和重大治安隐患，做到
发现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及时。制定
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全面排查各种不
安定、不稳定的问题，逐个制定化解措
施。不断开展对企业内部及周边治安
隐患和不稳定因素的调研和排查，及
时、准确地处理影响稳定的治安保卫
事件。

做好各项重大事件的安保工作。
为维护好各大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
企业内部秩序和谐稳定，加大预防和
处置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办公
楼宇等部位的安全保卫和值班巡查工

作，杜绝各类责任事故和治安案件的发
生，确保企业内部秩序稳定。圆满完成了
楼盘开盘、促销、回迁选房等各项活动的
保卫执勤工作。

有计划地组织员工学习《安全生产
法》、《建筑法》、《劳动合同法》、《消防
法》、《物权法》等与本企业生产经营和
管理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突出学习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各类岗位人
员的法制观念和管理素质。

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无小事”的观
念，强化各设备使用单位安全管理效率，
定期组织各设备运行维护工作岗位人员
学习安全生产有关知识、操作规范、安全
手册。重点加强各物业小区、办公楼宇、
商业楼宇的消防安全培训和演练工作，
使员工熟练掌握消防设备运行维护、维
修、安全、消防等知识和各种防范手段，
把提升员工素质作为提高设备管理水平
面的治本工程来抓。

王松林 周尚清

有色置业公司狠抓平安创建工作

本报讯 12 月 11 日，安工学院
纪念“一二·九”运动 80 周年暨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知识竞赛
活动在该学院阶梯教室举行。

“今年适逢‘一二·九’运动八十
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
年，为更好地发扬“一二·九”抗战爱
国精神，引领当代青年学生继承革命
传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家国情怀，
普及党史知识，进行爱党爱国的宣传
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聚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正能量，学院举办了这
次知识竞赛。”该学院相关负责人如
是说。大赛以“铭记历史·圆梦中华”
为主题，得到了广大师生的积极响应，
从 11 月 10 日开始，经过该学院各系

层层推选，最终代表各系的五支代表队
来到了决赛现场。

比赛分为个人必答题、团队抢答题
和风险题三个环节，采取现场回答、现场
评分的方式。学生们在答题过程中重温
了抗日战争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感悟了
抗战精神的真谛。同时也激励自己不忘
国耻，努力学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贡献力量。经过多轮的角逐，最终资
源系代表队获得冠军，管理系代表队和
机械系代表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今年以来，该学院抓住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契机，
在大学生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
育活动，并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
育，取得了良好成效。傅大伟 徐婧婧

安工学院举办“铭记历史·圆梦中华”主题知识竞赛活动

姚敏是金隆铜业公司一名普通
的 PC机组班班长，他每日奋战在 PC
电解第一线，怀着满腔热忱，勤奋学
习新工艺、新设备等各种专业理论知
识和操作技能。姚敏的努力与天赋，
同事看在眼里，领导记在心里。他先
后三次捧回金隆铜业公司 “优秀员
工”的奖杯，并分别被集团公司和安
徽省属企业评为“优秀团员”，他所

带领的班组被金隆铜业公司授予“最具
激情团队”称号。

姚敏于 2007 年参加工作，9 年来，
他积极参加多项机组技改项目。根据现
场的操作实践，他在 PC 电解区域机械
部分坚持进口备件的国产化工作，改造
进口设备，更换国产化零部件达到 102
项，每年节约费用近 100 万元。他通过对
打包机送带机构的局部改造，使其适应国
产打包带的使用要求，解决了国产打包带
无法使用的问题，每年节约费用60多万
元。他对阳极板吊耳的整型、定位、切削量、
刀具刀片系统的安装进行改进，改进后铣
耳刀片的使用周期比贵冶和山东阳谷高
出一倍以上，一个周期能够加工12000块

阳极板左右。他对1号剥片机组曲击机构
进行改造，降低了不锈钢板的损坏率，使
修理率由每年的 2%降低到 0.5%。

节能降耗和产品质量控制是金隆
铜业公司的工作重点，也是姚敏的工作
重点。2009 年至 2014 年期间，姚敏参
与了《降低 PC 阴极板损坏率》、《降低
残极率》、《降低阴极铜电力单耗》、
《高电流密度电解及技术经济指标优
化》等多项技改及课题攻关活动，使阴
极板年均损坏率由原来的 0.95‰降为
0.1‰，每年节约成本约 10 万元以上，
原残极率从 16.0%降低到 14.3%，在同
类型企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在 PC 电解
高电流密度电解技术的实际应用中，将

电 流 密 度 由 260A/m2 提 高 至
320A/m2 仍然能够平稳生产，年受益
近 300 万元。2012 年，他参与的《适应
高电流密度电解生产 PC 机组升级改
造》项目荣获集团公司合理化建议和技
术改进项目三等奖。

姚敏当上班组长以来，所带领的班
组未发生一起安全环保事故，这与他始
终将安全放在第一位密不可分。他坚持
组织班组员工学习国家安全环保方面
的法律知识，不断强化员工安全意识，
并于 2013 年参与编写电解课《设备故
障处理标准化规程》，生产中有哪些安
全隐患，如何防护，他都了然于心。

陈 潇 王承乐

一腔热忱为企业
———记集团公司“十大杰出青年”姚敏

本报讯 近年来，金昌冶炼厂由于
转型发展的需要，不断向集团公司兄弟
单位及“奥炉改造工程”项目输出人才，
为避免人员流动对生产造成影响，该厂
动力车间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在职工
内部坚持开展技术交流和培训活动。今
年以来，该车间共举办集中培训 10 次，
组织交流培训 10 多次，现场技术人员
讲解培训 8 次。培训内容涉及机、电、仪
控、工艺操作等各个方面，全员培训率达
到 100%。

培训方式不拘一格，体现灵活多变。
该车间除安排本车间内部岗位技术丰富
的职工集中授课之外，不放过一个对职

工进行培训的机会。每次设备厂家技术
人员到车间安装、调试、维护设备时，该
车间都会安排专业技术、维修及岗位人
员到现场跟踪学习了解设备安装、调试、
维护的全过程，“看别人怎么干，了解别
人为什么这么干”，勤向厂方技术人员
提出问题，在一问一答、现场观摩中提升
自身技术水平。设备安装调试结束后，该
车间都会邀请厂方技术人员给车间相关
人员进行专业专题集中培训。

培训对象多岗参与，体现岗位交流。
该车间在组织开展集中技术培训活动
时，岗位操作人员都要参加维修技术类
的培训，维修人员也要参加岗位操作技

术类的培训，交叉参与，促进不同岗位之间
的交流，让维修人员掌握岗位工艺操作知
识，更好地开展维修工作，让岗位人员掌握
基本的维修技术，更好地引导维修。

培训内容契合实际，体现学以致用。该车
间在开展培训时，避免单调的技术理论知识说
教，采用案例讲解的方法进行培训。围绕生产
经营，结合现实的设备、工艺、系统等方面故障
案例，分析故障现象、查找故障原因、传授解决
故障方法。同时，在培训中注重现场交流。

“开展职工技术培训活动，不花钱或花
小钱就能办大事，解决了大问题，起到了大
作用，一个字‘值’!”该车间负责人如是说。

齐宏明

金昌冶炼厂动力车间开展职工技术培训活动

本报讯 据市统计局调查队调查显
示，受猪肉、蔬菜、水产品、旅游等价格上
涨影响，11 月份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同比上涨 0.7%。1 至 11 月份我市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累计上涨 1.2%，比全国平
均水平（1.4%）低 0.2 个百分点，比全省
平均水平（1.3%）低 0.1 个百分点。

11 月份，八大类同比指数五涨三
跌，食品类、烟酒类、衣着类、医疗保健和
个人用品类、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类呈上涨走势；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
务类、交通和通信类、居住类呈下跌走
势。

受肉禽及其制品类、水产品类以及
菜类价格上涨的影响，食品类价格同比
上涨 0.4%，带动总指数上涨 0.13 个百
分点。其中价格上涨的小类主要有：猪肉
价格上涨 17.6%、鲜菜价格上涨 3.2%、
虾蟹类价格上涨 13.5%，分别拉动总指
数上涨 0.41、0.10、0.09 个百分点。价格
下降的小类主要有：鲜瓜果、鲜蛋、羊肉

类价格分别下降 12.7%、17.4%、23.1%，
分别带动总指数下降 0.25、0.22、0.07 个
百分点。

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3.2%。其中烟草
类价格受 5 月份烟草税调整影响上涨
5.7%，酒类价格持平。

衣着价格同比上涨 1.2%，拉动总指
数上涨 0.11 个百分点。其中：鞋袜帽类
价格上涨 2.0%，服装上涨 0.8%，衣着材
料和衣着加工服务费持平。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同比
微跌 0.2%。其中：耐用消费品下跌
0.8%，家庭日用杂品微跌 0.1%，家庭服
务及加工维修服务上涨 3.6%，室内装饰
品上涨 1.3%，床上用品上涨 0.6%。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价格同比上涨
4.4%，带动总指数上涨 0.39 个百分点。
其中，受新医改政策影响，医疗保健服务
上涨 19.8%，带动总指数上涨 0.37 个百
分点；中成药、西药分别下降 1.3%、
2.9%。

交通和通信价格同比下降 1.5%。其中，
车用燃料及零配件下降 11.0%，车辆使用及
维修费下降 1.2%，交通工具下降 3.6%，通
信服务下降 1.8%，通信工具下降 1.1%，出
租车收费上涨 6.5%。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同比上
涨 2.1%。其中，教育上涨 5.2%，带动总指数
上涨 0.33 个百分点，是影响该类指数上涨
最主要的因素。

居住价格同比下降 0.6%。其中，建房及
装修材料价格下跌 1.6%，住房租金下降
2.4%，水、电、燃料价格下降 0.8%。

11 月份，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
下跌 0.4%，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比一
升三降四平。其中：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
务类环比上涨 0.4%；食品价格环比下跌
0.5%，交通和通信类下跌 0.2%，娱乐教育文
化用品及服务类下跌 1.8%；烟酒类、衣着
类、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居住类环比持
平。

丁 巍

11月份我市 CPI 同比上涨 1.2%

12 月 15
日，金威铜业公
司磨床工正在
进行实践操作。
为进一步调动
广大员工学技
术、钻业务的积
极性，提高员工
队伍整体操作
技能和业务水
平，金威铜业公
司组织开展了
磨床工技术比
武活动。12 名
磨床工在完成
理论考试的基
础上，就林森小
磨床和险峰大
磨床进行了实
践操作技术比
武。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12 月 16 日，集团公司安全环保巡回演讲团来到铜山矿业公司，为该公司干
部员工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安全宣传 “盛宴”。安全环保巡回演讲团选手们紧扣
“安全环保，意识先行”这一活动主题，通过分析事故案例，宣传安全环保理念。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张 霞 摄

安全生产一直是企业生产
的重中之重。就我们单位而言，
在日常的生产中，要求员工做
到“三不”伤害，即不伤害自
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
害。严格执行企业各项规章制
度。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我相
信，只要我们牢固树立安全生
产思想，真正把安全放在第一
位，严格按照作业指导书和安
全规程操作，把好安全生产关，
就能实现安全生产。

平安是构筑企业大厦的基
石。所以，生产中我们时刻要牢
固树立安全环保“红线意识”，
强化责任落实，实行“党政同
责”和“一岗双责”，进一步加
强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全员安
全意识和技能，规范操作规程;
实行精细化管理，把安全环保
责任落实到各级领导、每个岗
位、每个员工。以安全生产现场
管理和班组安全管理为出发
点，重心下移，超前预防，增强
自主管理意识，提高防范保障
能力。积极探索安全环保管理
的新方法，进一步落实环保的
各项措施，推动企业安全发展、
清洁发展、科学发展；通过技术
改造，提高设备安全运行的可
靠性，以科学的手段，促进企业
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状况持续
稳定好转。

在关注安全生产的同时，
我们生活的环境安全，也一直
被大众关注着。汽车尾气排
放，某些工厂乱排乱放，某些
小公司为了节约成本排放废
气，违章排污，对我们的生活
环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
害。在这一点上，金威铜业公
司可以称为行业中的典范，从
员工的现场自我管理到分类
垃圾的摆放、含油废气物的单
独摆放，到厂内的垃圾都处理
得井井有条。走出工厂，我们
安装了降噪设备，加强了绿化
管理，做到了污水循环再利
用，对于含油废气物等无法处
理的工业垃圾，也和专门的处
理部门签订了长期的处理计
划，做到了生产环保两不误，
在正常生产的同时做好环境
保护，使企业做到长期稳定发
展。

姜 进

时刻牢记
安全生产

12 月 16 日上午，铜陵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140 余名物流专业、人力资源管理
专业大学生，来到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实地参观学习，全面了解铁路物流行业运
行模式，亲身感受了企业浓厚的文化氛围，让大学生们受益匪浅。 邹卫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