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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攻坚，是党中央 2020 年实现“四个
全面”的重要战略部署，是省委省政府交给
我们的政治任务,是国有企业必须承担的社
会责任。集团公司领导前往对口扶贫点太湖
县江河村，嘘寒问暖，走访调研，帮助寻找脱
贫致富“命脉”。集团和股份 12 名高管结对
帮扶 12 户特别贫困户。安庆铜矿精心实施
具体项目扶贫，指派专人担任村第一书记驻
点扶贫；在江河村，兴建铜冠农业示范园，购
置设备扩大茶叶加工能力。援建祁门古溪乡

黄龙村，出资、出智、出力，帮助他们建起锚
网厂。一村一品，一户一策，产业扶贫，精准
扶贫，以“输血”形成“造血”，只期望伸出
的手能携着贫困的乡民早日脱贫，走向小
康。

5 年，1700 万元，7 所学校、1 个图书馆；支
教、援建，铜陵有色的助学足迹遍及太湖、庐江、
南陵、金寨、祁门。偏僻的乡村竖起宽敞明亮的
铜冠希望小学；寂静的山野响起孩子琅琅读书
声。铜冠助学，明亮了孩子的心灵，照亮了村庄

的明天。
排忧解难，积蓄温暖，传递力量。铜陵有色被

授予“安徽省最具爱心企业慈善奖”，获评“最受
尊敬的上市公司”。

集团内部，更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十二
五”期间，集团上下结对帮扶层层展开。300 余名
中层以上领导、600 余名科干，结对帮扶 600 多位
困难职工。18.65 亿元的投资，258 万平方米施工
面积，2500 户棚户区、拆迁户得以安置，铜陵有色
棚户区改造惠泽广大员工。

精准扶贫 铜冠助学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2011 年，“十二五”开局之年，铜陵有色以
破竹之势实现快速增长，营业收入首次问鼎全
省企业之首。

2012 年，营业收入突破千亿大关，成为安
徽省首家超千亿元企业。

2014 年，主产品电解铜以 131 万吨产量，
名列全国第一、世界第二。

2015 年，全国 500 强排序由 2010 年第 158
位跃升至第 110 位，前进 48 位；连续五年营业

收入蝉联全省第一。
数字见证辉煌。和“十一五”相比，截止到

2014 年底，“十二五” 铜陵有色的发展无论是
体量、增量，还是增速，都是空前的。

举改革大旗，走转型之路，这是铜陵有色持
续增长的重要秘诀。“越是困难越要改革，改革
就有出路！”“十二五”，我们在不断改革改制
中解除枷锁，进一步释放活力，赢取红利。股权
多元化进一步推进，整合重组步伐加快，三项制

度改革持续深入，员工持股计划启动。改革点燃
了全员热情，释放出强大的正能量，企业绽放出
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2015 年 9 月 10 日，省长李锦斌在铜陵有色
调研时指出：“铜陵有色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保持
了企业稳定健康发展，规模实力不断增强，创新升
级持续深入，深化改革稳步推进，发展氛围更加浓
厚，展示了一个老国企的新生机，彰显了一个大企
业的大气概，传递了奋发图强的巨大正能量。”

营业收入实现千亿跨越 连续五年蝉联全省第一

2010年“双闪”项目开工建设，2013 年首
批电解铜产品顺利下线。随着“双闪”的问世，
世界一次设计产能最大量、世界单系统铜精矿
最大处理量纪录双双刷新。2014 年，金冠铜业
平均投料量及作业率均超过设计能力。2015
年，金冠铜业电铜产量 37.5 万吨，硫捕集率达
99%以上，水循环利用率达 97%以上。肩负传统
产业升级使命的金冠铜业成为中国民族铜工
业最先进绿色冶炼技术的代表。立足世界铜冶

炼舞台，铜陵有色展示出令人赞叹的中国水
平。

产业升级，我们一直在努力。以铜冶炼为
例，从密闭鼓风炉到奥斯麦特炉，从闪速熔炼到
闪速吹炼；从一冶到金昌，从金隆到金冠，这些
年，工艺技术不断升级，全硫利用率不断提升，
冶炼综合能耗不断下降。“十二五”以来，铜陵
有色以“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为主线，积极
构建新的发展模式。“双闪”正是这一战略下的

一次大手笔。
找准转型与发展的黄金平衡点，存量上优

化，增量上发展。“十二五”，铜陵有色全力推进
战略转型，全面加速项目建设，既“布点”，又
“铺面”。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一批在建或
拟建项目按计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开始远期
谋划。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在转变，企业规模、经
济总量在增长，铜陵有色迎来转型发展的崭新
局面。

“双闪”项目建成投产 打造传统产业升级版

2012 年，铜陵有色同时捧起全国质量奖和
安徽省首届政府质量奖两项大奖。

2015 年，铜陵有色顺利通过三年一次的全
国质量奖复审。

荣誉弥足珍贵，而更为珍贵的是我们在创
奖过程中收获的管理持续改进、绩效不断提升。

铜陵有色着眼于导入国际先进的管理模
式，设立铜冠质量奖，全面实施卓越绩效管理。
期间，每一步推进都是一次自我超越。

时值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家经济面临下

行压力，各类风险明显增多。逆势中，我们持续
深入推行卓越绩效模式，潜心于管理、技术、产
品、服务各层面的创新创造。胸有成竹，所以临
危不惧。逆势中，我们保持了竞争优势，立于行
业领先地位。

铜陵有色将对标和挖潜、降本与增效紧密
结合，在对标中挖潜，在降本中增效。指标对标、
职能对标、流程对标、综合能力对标……与自己
最好成绩比，与行业最优指标比，与国际先进水
平比；对出了差距，对出了进步空间，更对出了

我们的员工见贤思齐的创造力。严寒不去，我们
就在严寒中强健体魄。

随之并举的，还有全员绩效管理和信息化的
应用。由上而下，人人肩负起自己的 KPI 指标，千
斤重担人人挑。ERP 的实施应用，为我们搭建起
人财物、产供销核心业务运营平台，为精细化管
理奠定下坚实的基础。

以卓越绩效模式为主体的各项管理推进，让
铜陵有色在寒冬中绽放出提质增效的惊艳繁花，
培育出独特的竞争优势。

股份公司荣获全国质量奖 卓越绩效模式持续深化

2012年，年产 1 万吨高精度电子铜箔建成。
2014 年，年产 1.5 万吨高精度特种电子铜

箔项目正式投产。
铜陵有色在进军高端锂电池铜箔领域一路

高歌。如今，我们已具备年产 2.75 万吨电子铜
箔产能，拥有 8 微米至 210 微米的高精度产品，
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电池负极材料载
体，成功进入苹果、三星、联想等国内外巨头的
产业链。

紧盯市场，结构优化，铜陵有色正以这样的
战略眼光抢占铜基新材料制高点，在提高产品
附加值的同时，延伸产业链，进入新能源、物联
网等新型经济领域。

年产 22.5 万吨高导铜材项目顺利建成，铜
陵有色铜产业链进一步完善。

金威公司研发的 C194 高端电子铜带成功
下线，产品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完全替代进口，
成为制造半导体、集成电路引线框架等领域的

抢手货。
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高铁、军工领域，铜

陵有色的铜加工产品正替代进口逐步抢占国内
市场，并远销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等 10 多个国
家和地区。

“十二五”，铜基新材料在铜陵有色产品结
构中占比不断增加，以铜基材料为代表的新产
品，为铜陵有色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开创了新
的途径。

高精度电子铜箔项目相继建成 产业结构调整向中高端跃进

2015 年 11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调研铜陵有色，充分
肯定铜陵有色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中取得的成
效。

在此之前的 2014 年，铜陵有色“立体循环
经济项目”被授予第三届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
这枚三年才评定一次的奖章，彰显了铜陵有色
在循环经济领域从试点到示范的积极探索与突
出成就。

“十二五”期间，铜陵有色以“高效利用资
源、贡献社会进步”为使命，率先构建起采选、冶
炼、加工、化工、资源综合利用全产业链立体循环
经济体系。立体循环让铜陵有色每一个产业相互
承接，每一项产品废料充分利用，初始原料被吃
干榨尽，资源高效利用，梯级利用，循环再利用。

值得一提的是，自 2011 年起的五年里，铜
陵有色成为全国首批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
地，肩负起提升“十二五”国家资源保障力的历

史使命。五大项目，十项工程，随着基地建设走向
深入，愈发凸显示范项目的经济效应、环境效应、
技术效应和示范引领效应。

如今，铜陵有色全硫利用率 98.86%，水循环
利用率达 91%，矿产资源综合回收率、万元增加
值能耗等各项指标均明显优于国家标准。立体循
环经济让铜陵有色步入“环境友好、增长持续”
的内涵式发展轨道，成就了传统企业的绿色发展
梦想。

立体循环经济全国示范 捧得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

铜陵有色是国内有色金属行业最早确立
资本运营理念的企业，自股份公司上市以来，
积累了丰富的资本运营经验。2014 年 10 月 16
日，铜陵有色定向增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
上市，这是铜陵有色历史上的第 7 次融资。历
时两年，历经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大宗商
品价格下跌、企业效益下滑、股票市场低迷等
种种波折。在一片不被看好声中，铜陵有色坚
定推进增发步伐，最终，铜陵有色以稳健的经
营业绩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获得资本市场的热

捧。
此次增发募集资金总额 44.93 亿元。这是

铜陵有色历史上，也是当年省辖区上市公司
里募集金额最大的一次融资。45 亿元的新增
资金不仅为铜陵有色重点项目发展提供了资
金支持，也使股份公司资本实力大幅增强。行
业颓势里，成功增发缓解了资金压力，降低了
资产负债率，增强了企业抗风险能力，推动了
集团公司国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进一步融
合。

时序更新，市场跌宕。“十二五”期间，铜陵
有色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两手抓，两手硬。资本
的力量变成铜陵有色高空展翅的丰满羽翼。增
发、融资、并购一系列资本运作中，铜陵有色运筹
帷幄，纵横驰骋。资本配置合理，存量资本被盘
活，资本效益进一步提高。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充足
的发展资本为上市公司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优化
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不断注入了新鲜血液，
并持续提供了超越投资者期望的回报。

定向增发成功实施 资本运作再获佳绩

2015 年 12 月，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项目
正式开工，这是一项铜陵有色国际化战略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工程。

国内矿产资源短缺，自身资源禀赋先天不
足。要发展，必须甩掉过分的原料依赖。走出国
门，我们在面向全球配置资源中，谋求新一轮跨
越发展。

米拉多铜矿正是铜陵有色第一个海外资源
开发项目，是安徽省境外投资最大的工程，是中
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施工的大型露天矿山。

随着项目一期的全面建成，到 2019 年，米拉多
铜矿将达到年产 2000 万吨采选生产能力。

2015 年 12 月，股份公司与加拿大鹦鹉螺
矿业公司达成关于深海项目新的承购协议。铜
陵有色将成为全球第一家从事海底矿选冶企
业，根据协议，每年将有含铜 8 万吨铜精矿收入
囊中。

“立足安徽，拓展国内，开拓海外，内外并
举”。围绕这一方针，铜陵有色建立起较为稳定
的国内外资源储备基地和原料供应基地。

沙溪铜矿建成投产在即，姚家岭矿也在紧锣
密鼓的筹建之中。“十二五”期间，铜陵有色新增
自有和合作探矿权 22 个，新增矿产资源折铜量
830 万吨。

国际化发展撬动了海外资源，也拓宽了铜陵
有色人国际化经营思路。2015 年，铜冠矿建成功
承建蒙古国新鑫矿业乌兰矿采掘工程。至此，铜
冠矿建的足迹已踏上非洲、欧洲和亚洲多国；“铜
冠”系列产品也远销世界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铜
陵有色在国际化发展的大路上越走越宽广。

米拉多铜矿项目开工建设 国际化发展迈出更大步伐

2015 年 5 月 11 日至 6 月 12 日，省委第五
巡视组进驻铜陵有色专项巡视。对铜陵有色来
说，这是一次全面的政治体检，一次深刻的反腐
倡廉教育。面对巡视整改，铜陵有色集中力量打
“歼灭战”。一项一项、一件一件列出清单，问
题、责任、措施、完成，所有清单，时间节点明确，
内容要求清晰。万无一失，只为确保每一项整改
落实到位。

“十二五”，铜陵有色党员干部作风建设一
直在路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铜陵
有色坚持整风精神，从严要求。专题学习，集中

培训，全体中层管理人员带头学理论，上台讲体
会；下矿井、上炉台，进班组，两级班子走访调
研，征求意见，与基层员工面对面、零距离。半年
里走访调研百余次，征求意见建议 570 多条。亲
民新风劲吹，干部的作风更实了，干群的心更近
了，上下同欲，形成企业逆势奋进中势不可挡的
铜陵有色力量。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铜陵有色深
入查摆“不严不实”问题，一手抓整改、抓落
实，一手立规矩、建制度。建立设备物资和建
设工程两个招标平台，阳光工程全程阳光；

不断强化预防职务犯罪体系建设，强力推进
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进一步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权力运行制
约和监督体系。抓住关键领域，紧扣三重一大
决策、管理人员选拔任用、项目建设与管理、
物资采购、财务资金管理等重点环节，构建可
执行、可监督、可问责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
防治腐败。

活动锤炼出务实作风，制度保证务实作风的
落地。作风建设酝酿出铜陵有色风清气正的发展
氛围。

省委巡视组专项巡视 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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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省市学科带头人，数千名各类专业技
术人才、技师、高级技工；每年 以上的销售
收入用于科技活动，鼓励新产品、新装备和新工
艺的开发应用。

“十二五”期间，集团公司获得省部级以上
科技成果奖 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项；获授权专利

件，软件著作权 项；组织开展各类新增
科研项目 项，其中新产品开发项目 项；
主持或参与制定国际、国家和行业及地方标准

余项。集团公司荣获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称号； 家子公司发展成为高新技术企业；
个创新团队分别被评为安徽省“ ”和铜陵市
“ ”产业创新团队。

强大的技术实力成为铜陵有色提速增
长、加快转型的有力支撑。全尾砂高浓度连续
充填、无矿柱连续回采等技术成功破解深井
开采技术壁垒，使冬瓜山铜矿成为国内深井
矿山大规模高效低成本开采的典范。稀贵金
属“复杂稀贵金属物料多元素梯级回收关键

技术”成果打破了奥图泰公司在国际上的独家
垄断，并实现技术的大幅跨越，处理物料由
种增加到 种，入炉物料由 种增加到 种，
金银直收率提高 ，达 ；硒回收率提高

，达 以上，实现了金、银、铜、硒、碲、铂、
钯、铅、锑、铋等 种元素的高效回收，整体技
术关键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井下无轨设
备、陶瓷过滤机、碳酸二甲酯等新产品走出国
门；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正成为
铜陵有色的发展引擎。

三个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科技创新硕果累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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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有色“十二五”最有影响力的十件大事（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