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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8 日，在北京隆重
召开的 201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上，铜陵有色稀贵金属分公司牵
头申报的《复杂稀贵金属物料多元素
梯级回收关键技术》项目，荣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复杂稀贵金属物料多元素梯级
回收关键技术》是一种提高稀贵金属
资源综合利用率，工艺先进的稀有金
属回收提取技术。随着资源的不断开
采及稀贵金属的广泛应用，稀贵金属
资源的匮乏日益显现，导致包括有色
冶炼副产品阳极泥在内的稀贵金属原

料日趋复杂。因此，稀贵金属的高效提取
技术重要性凸显。但由于稀贵金属赋存
状态多样、成分各异，国内现有主导提取
工艺存在流程长、成本高、处理原料单
一，国际先进工艺又存在直收率低、有价
元素回收不彻底，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
原料处理需求。所以，目前国内在稀贵金
属的提取技术方面存在着众多短板和难
题。

稀贵金属分公司依据丰富的稀贵金
属生产、提取实践经验，联合华中科技大
学、中南大学、江西理工大学等多所院
校，对复杂稀贵金属物料中的多种元素

的提取回收进行科研攻关，取得了重大
成果。该项项目成果具有四大创新点：研
发了复杂稀贵物料富氧顶吹高强度冶炼
关键技术、稀贵金属冶炼烟气“大循环
量———高液气比”高效收尘收硒关键技
术、稀贵金属冶炼高值低品开路物料
“精细分离———梯级回收”集成技术，提
出了复杂稀贵金属物料冶炼工艺“全流
程成分分析———多通道优先反馈”联动
自控体系。一系列创新成果的运用，可使
金、银直收率达 96 至 97%，碲回收率达
45%，硒回收率达 95%以上，高出国际
当前主流工艺 4到 12 个百分点。

《复杂稀贵金属物料多元素梯级回
收关键技术》项目，由于其对复杂原料
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同时具备回收元素
多、回收率高、成本低的显著优势，项目
成果整体及部分关键技术已完成产业
化，成功应用于铜陵有色、金川集团、祥
光铜业、广西梧州等铜、铅冶炼企业，部
分关键技术还在上海吴泾化工、中国石
化北海分公司等企业获得了成功应用。
近三年来，共新增产值 131.7 亿元，实现
直接利税 4.37 亿元。该项目成果的推广
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丁红琴

铜陵有色稀贵金属分公司一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工艺先进回收提取术 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

2015 年，不管市场行情有多严
峻，生产经营有多艰难，已然成为过
去。2016 年起跑的发令枪已打响，
“十三五”征程已开启。站在新的起
点，我们不能纠结过去，当务之急是
要沉着冷静，正确把握形势，正视困
难，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再鼓干劲，
用真抓实干的拼搏精神，向前奋勇迈
进，全力打赢新年攻坚仗，努力实现
集团公司“十三五”发展良好开局。

认清形势，增强忧患意识。当前，
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之中，欧美等
国经济保持弱复苏态势。我国宏观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正在从
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正在
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
率型集约增长。特别是有色金属行业
在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以规模促发
展、重产量轻质量的粗放型矿业经济发
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产能
过剩严重、投资增速下降等一系列问
题，铜等有色金属产品价格大幅下跌，
并处于低位震荡，企业发展面临的外部
风险和挑战与日俱增。受大环境不利因
素影响，集团公司发展也遇到很大困难
和挑战，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增产增收
不增效的局面短时间内难以改变。面对
复杂形势，集团公司上下必须充分提高
认识，看清形势，看准方向，增强忧患意
识，增强危机感，积极主动作为，破解发
展难题。公司上下必须进一步树立勤俭

节约观念，降低企业发展成本，提高公司
的生存发展能力。

正视困难，坚定必胜信心。如果说
2015 年困难重重，压力山大，那 2016 年形
势将更加严峻，寒流逼人。面对困难，我们
无从退让，更无法逃避，企业要生存要发
展，直面困难，战而胜之是我们唯一的选
择。一直以来，我们几乎都是在困难中求生
存，在压力中求发展，而支撑我们前进的正
是铜陵有色人心中永不言败的坚定信念。
只要集团公司广大干群能够团结一心、发
扬传统，用艰苦奋斗砥砺意志、鼓舞精神、
昂扬士气，形成破除困难的锋芒锐气，汇聚
奋勇拼搏的强大人气，就会增强集团公司
发展的坚强底气。抱有信心亦将抱有希望。

真抓实干，用行动兑现目标。各级领
导干部首先自身必须振奋精神，坚定必
胜信心，要以自身的表率作用，带领广大
员工一心一意干事创业。要树立实干意
识，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以实际成果
衡量工作成绩，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实
在在的效果。各级组织要紧紧以生产经
营为中心，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员工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各级党员
干部要履职尽责，奋勇当先，以昂扬向上
的精神状态，带领广大员工攻坚克难、拼
搏奋进，全力以赴完成新年各项任务。

只要各单位坚定必胜信心，把思想
统一到集团公司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
创新发展，见行动、强举措、出实招，在
挖潜降耗、开源节流上下功夫，在增加
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效益上做文章，
齐心协力创造各项工作新业绩。那么，
实现公司“十三五”发展良好开局就绝
不是梦想。

坚定信心 努力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王红平

本报讯 日前，由技术中心选矿研
究所报送的“安庆铜矿提高伴生金银
回收率试验研究”QC 小组，被授予
2015年安徽省优秀质量管理小组荣誉
称号。该QC小组成功将安庆铜矿金银
回收率由 22%、38%提升到了 40%、
43%以上，有效提升了该矿经济效益。

为综合利用资源，提高该矿经济
效益，该 QC小组着手对提高安庆铜
矿金银回收率及金品位进行了攻关。
该 QC小组对现场生产指标进行了调
查，为找出影响金银回收的原因，小组
成员多次召开会议以及查阅相关文献

寻找原因，并用树图整理出可能影响因
素，梳理出了七个影响因素。确立了“在
保持铜品位及回收率不降低的前提下，
将金银回收率在目前基础上提高 5%至
10%，即金回收率大于 27%、银回收率
大于 43%”的攻关目标。

该 QC小组成员对七个影响因素通
过试验逐一进行了论证和解决，并就四种
不同工艺流程对金银回收率的影响进行
了考察，发现四种不同工艺流程所获得每
吨铜精矿中含金均超过1克，金回收率均
达到 40%以上，银回收率均大于43%，达
到了课题目标要求。 傅大伟 张 蓓

技术中心一 QC 小组获评 2015 年安徽省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本报讯 2015 年，有色建安钢
构公司锁定发展目标，增收节支，提
质增效，全年完成施工产值 1.208 亿
元，再次突破亿元大关，产值、利润
双双超额完成计划指标，生产经营
逆势而上。

去年，钢结构市场招标项目明
显少于往年，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
该公司上下形成 “靠质量开拓市
场”的意识，开展全员营销，才能争
取更多订单。除了与一直保持良好
合作关系的晶赛电子、紫晶啤酒等
客户继续进行项目合作，该公司以
优质产品打开市场，并对已完工程
实行跟踪服务，定期主动回访，迅速
反应帮助业主达到目标，得到业主

的好评，先后承接了安徽铜陵瑞铁项
目和沙溪主井井架项目，全年自揽任
务量达 5000 余万元。

该公司在成本控制上，及时开展
已完工程成本分析活动，反映真实成
本。加大对材料考核力度，制定材料节
约考核管理办法，重新调整目标值，有
效控制生产成本。对以往浪费严重的
电焊条、油漆等辅材进行严格控制，要
求每根电焊条使用完留下长度不得超
过 5 厘米，用电焊条头到仓库换新电
焊条，油漆桶用空桶到仓库领满桶，每
月检查。该公司完善了差旅费开支标
准和管理规定，规范了车辆管理，制定
了本部门挖潜降耗目标值，从节约一
滴水、一度电、一张纸做起，将成本控

制落实在每个细微之处，员工养成良
好的节约习惯。

该公司完成了加计扣除研发项目
的上报和审核工作，其中 7 项共
471.32 万元研发费用通过市科技专家
现场评审，从而为 2015 年税收减免奠
定基础；积极与市科技局保持联系，及
时掌握科技方面的政策信息，荣获了
安徽省 2014 年度 “专利管理优秀企
业”，获得 1.7 万元的奖励；持续做好
专利维护及申报工作，申报专利 17
项，其中实用新型专利 9 项，发明专利
8 项，9 项实用新型专利已全部获得国
家专利证书，8 项专利全部通过国家专
利局审核，有 3 项发明专利已获得国
家专利局授权。 陈 潇 谢玉玲

有色建安钢构公司产值利润超额完成指标

本报讯 2015 年，月山矿业公司紧
紧围绕工作方针目标，狠抓生产任务的
分解落实，全年共完成铜精矿量 781
吨，占年度计划的 104 %；铁精矿折合
量 34713 吨，占年度计划的 115%。

为保证生产任务的顺利实现，该公
司多次召开生产专题会议，布置相关工
作。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措施，抓进度，
抓安全，确保生产有序进行；扎实开展
“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在各单位
积极组织和开展安全自查、抽查，狠抓
隐患治理，认真落实各项安全规章制
度，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和人员安全。

在合理、精心组织生产上下功夫。

该公司针对生产现状积极调整生产安
排，加大掘进、重点工程及残矿回收力
度，稳定原矿品位，优化生产工艺，细化
各项生产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位，做
到指标到人、责任到人、考核到人。

在市场和生产形势不佳的局面
下，该公司积极动作，开展富余人员劳
务输出等多项举措，减轻企业压力，开
辟员工职业新生涯。及时通过各种形式
加强形势教育，全力统一干群思想，进
一步增强员工的危机感、责任感和紧迫
感，号召广大员工立足本职岗位、发挥
企业主人翁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确
保了任务的圆满完成。 田 芳

月山矿业公司去年铜铁产品产量超额完成计划任务

“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就是利
用中午休息时间，简短地开个会。
刚才接到通知，针对此次年终大
修表现突出者，矿业公司特设了
‘年终大修优秀员工奖’ 以资鼓
励。我们大班有一个名额，大家讨
论看看，谁合适？”元月 12 日中
午，在天马山矿业公司选矿车间
碎矿大班办公室，大班长黄叶贵
高兴地说。

“维修班在年终检修中任务最
重，也最辛苦。荣誉给维修班班长吴
胜吧！”生产班班长郑玉贵首先表
态。

“我已经被评为年度优秀员
工了，怎么能再获此殊荣。生产班
在此次检修中功不可没，1 号皮带
更换、3 号皮带漏斗底板更换，都
不是简单轻松的活，这个荣誉应
当给郑玉贵。”维修班班长吴胜谦
让道。

“是啊，生产班的成绩大家也
有目共睹，那就非郑玉贵莫属。”黄
叶贵赞许的眼光投向郑玉贵。

“嘀铃铃、嘀铃铃……”就在大
家一致赞同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
来。“喂，王主任啊，你好！什么？名
额只能在维修班中产生。好，好，知
道了！”黄叶贵放下电话，不无遗憾
地说：“车间王海生副主任通知，矿
业公司此次评优只针对维修班。那，
郑玉贵此次也不能参选了。大家再
议议，维修班哪位能获此殊荣？”

“我看任明堂可以，他在年终
检修中勇挑大梁，带领组员圆满
完成 HP300 圆锥破碎机活动衬板
和固定衬板的更换。” 吴胜提议
道。

“我同意，任明堂始终都是走
在工作现场的最前沿，从不计较个
人得失，脏活累活抢着干。”郑玉贵
赞同说。
“哎，不行，不行。”任明堂一听说

选自己，着急地连声叫了起来。“应
该选张金龙，他工作起来比我更认
真，中午我们休息时，他还在忙
碌。”

“这话不假，我都看见了几次。
大家休息时，他还在工作台前敲敲
打打，敬业精神让人佩服。”黄叶贵
竖起了大拇指。

“那是我的本分工作，我得努
力完成啊！评优应该选任明堂，他在
年终检修中功能最大。”张金龙腼
腆地说。

就在他们俩人互相推让时，黄
叶贵笑着说：“可惜，只有一个名
额。不然，你们俩都可当选。任明
堂在检修中带领组员完成的任务
较多，就任明堂吧！张金龙，你看
呢？”“我同意！”张金龙高兴地
说。

窗外，寒风凛冽；室内，温暖如
春。大家在公平、公正、民主地氛围
里选出了“年终大修优秀员工”，人
心所向，其乐融融。

吴奕敏

评优在谦让中进行……

1 月 14 日，铜冠电工公司漆包检验班职工正在检验漆包线样品。铜冠电工公司漆包检验班组共有员工 20 人，负责原材料
的入厂检验、生产过程半成品质量、漆包产品出厂检验及产品售后服务工作。近年来，班组通过严把“三关”，积极开展对标管
理和“5S”管理，提高业务素质检验技能，快速应对顾客需求，较好地满足了公司产品生产销售的需要，赢得了客户信赖。日
前，该班组被中国质量协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授予 2015 年“全国质量信得过班
组”荣誉称号。 王红平 芦广胜 摄

本报讯 2015 年，铜冠投资神虹
公司抓住工作重点，生产经营和技改
任务同步落实，全年硫化钠产销量超
过 35000 吨，再创历史最高水平；各
项工作均取得了新的成绩，超额完成
“十二五”计划 。

为充分挖潜产能，提高生产效率，
清洁生产，该公司主要技术改造工
作按时顺利实施，新增四个成品罐
已全部建成投入使用，硫化钠液体
储存 量 由先 前 的 700 吨 增 加 到
1200 吨，储存量增加了 71﹪。新布
袋除尘器、浓缩锅改造、钢制主烟
道、自主设计制作的烟道降温烟室、

沉降管道合理布局、转炉和热化烟囱
增高等工作也顺利完成，硫化钠产能
得到了有效提高。

企业技术改造后，该公司硫化钠产能
有了较大幅度提高，通过积极努力，公司外
部市场也随着不断扩大，由先前的东至、池
州、南陵等多个周边外部市场，逐步扩大到
浙江、江苏、江西等省外市场，目前外部市
场的销售量已经占到总销售量的 40﹪以
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通过生产工艺优化和劳动竞赛，该
公司加强硫化钠生产原料配比研究和用
水、用电管理，提高转化率，硫化钠灰饼
含量平均达 65﹪以上，创国内同行业最

高水平；全年吨硫化钠电耗比标杆值下
降 10﹪以上，水耗下降近 10﹪。

科技创新也取得新成果。该公司
《硫化钠生产废气综合利用技术研
究》 申报了义安区科技项目，《高纯
度、绿色无水硫化钠生产工艺技术研
发》、《新型焦炉煤气炉头研制》 通过
了市科技局科技项目认定。《转炉烟气
余热利用》 获省重大合理化建议项目
和技术改进成果项目奖，《大功率电机
变频改造项目》 获集团公司合理化建
议三等奖。公司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证书。

王松林 陆文武

铜冠投资神虹公司生产经营市场开拓双丰收

一等奖（2篇）
铜冠矿建公司非洲大陆奏响“铜陵有色好声音” 傅大伟 陶 莉
咱们“淘金”去 李志勇
二等奖（6篇）
探亲记 汤 菁
金隆公司一科研成果矗立世界科技前沿 王松林 鲍 镇
矿产资源中心干群同干事 同吃住 月考核 江 君 萨百灵
金冠铜业分公司绿色冶炼环境优美产量攀升 朱 莉 封保敏
铜山矿业公司党委聆听职工心声稳步推进民生工程 方咸达
因为有爱 所以美丽 齐宏明
三等奖（8篇）
稀贵金属分公司金银产量在安徽省行业继续保持领跑 王红平 章 庆
铜冠机械公司系列产品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王征社 朱胜利
她们是矿山最美丽的“女汉子” 蔡 媛
铜冠冶化分公司一技术指标突破刷新全国同行业最高值

陈 潇 朱长华 李文波
阔步在千米井下的“红色方阵” 汪为琳
青春的历练 吴美娜
铜陵有色唱响提质增效主旋律 王松林
金冠铜业分公司着力打造“青”字品牌 封保敏
优秀奖（10篇略） 本报编辑部

《有色华彩》征文评选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