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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经过为期半年多
的紧张建设，由铜陵有色合资建设的
首期年产 10 万吨精制硫酸项目已经
建成，产品成功问世。

据悉，铜冠冶化分公司目前有两
套并列的硫铁矿制酸装置，年产 80万
吨硫酸，该项目以冬瓜山铜矿硫精砂
为原料，将硫精砂在焙烧炉中沸腾焙
烧后所产生的烟气用于制酸，烧渣输
送到铁球团生产线，与铁精砂配比后
制成铁球团，而铁球团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含硫尾气经脱硫装置回收后，再
返回到硫酸生产装置中制酸。此项目
列入安徽省“861”行动计划，同时作
为国家循环经济首批试点企业的试点
项目。该公司生产的工业硫酸主要应

用于化肥生产、化工涂料等行业，近些年
来，受硫酸市场行情持续低迷影响，曾经
的工业硫酸市场已风光不在，由以前的
“抢手货”变成了“老大难”。

“铜冠冶化公司硫铁矿制酸所产出
的硫酸，具有杂质少且品质好的优点，被
下游用户所青睐。同时，由于制取硫酸的
烟气中有害杂质低，充分利用现有制酸
装置，再增加专用的特殊工艺设备就可
以用制酸系统中的三氧化硫气体直接制
取精制硫酸。” 铜冠冶化分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左永伟说。

铜陵有色近些年一直致力于工业产
品升级，着力加大由单一产品的生产逐渐
到产业链延伸，并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
发展，极大提高产品附加值。铜冠冶化分
公司在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的建设与发展
中，高举循环利用、节能减排、绿色低碳的
大旗，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以硫铁资
源综合利用、能源梯级利用为载体，依托

科技创新，大胆尝试，构建了循环经济产
业链，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推动了经
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
展。2016年，集团公司选择铜冠冶化分公
司作为硫酸产品升级，制造精制硫酸的试
点单位，和具有成熟生产工艺技术、成熟
市场的生产企业进行合作。

笔者在现场看到，精制硫酸生产系
统是将铜冠冶化分公司制酸系统中一部
分含有三氧化硫的气体，通过管线“嫁
接”到精制硫酸生产车间，再经过特殊
的过滤器除尘，三氧化硫吸收和二氧化
硫脱吸等过程，便可生产出精制硫酸。

“精制硫酸市场价格不仅要高出普
通工业硫酸许多，且市场上呈现供不应
求的局面。下一步还要进一步提高精制
硫酸纯度，减少精制硫酸生产中的杂质，
生产出更高级的电子级硫酸。”有着多
年精制硫酸市场销售经验的铜陵源丽电
子化学公司负责人杨凡说。

根据全国硫酸工业信息站的统计，
中国试剂硫酸的总用量达到 150 万吨，
是一个巨大的且正在增长的市场。优级
纯硫酸用途更加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
车、高铁应急能源供应、移动通讯基站
等。

“完善循环经济产业链，发挥资源
最大效益，以调整矿物原料为基础，拓展
延伸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精制硫酸项
目的建成，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
司硫酸销售不畅的压力，开辟硫酸新兴
市场，为精细化工及电子化学品行业生
产提供原料。”左永伟说。

经权威部门检测，铜陵有色的精制
硫酸产品质量不仅超过设计标准，达到
国标 GB/T625-2007 优级纯质量标准，
还被国内电池业巨头天能、超威、南都等
认可，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子
行业、生物制剂及其他高科技行业。

本报记者 夏富青 通讯员 朱长华

致力产品升级 满足高端需求

铜陵有色精制硫酸产品成功问世
本报讯 “第一句是感谢，第二

句是自豪，第三句是行动。” 6 月 1
日，在第一季度“铜陵有色好员工”
洪照华命名表彰会上，当事人洪照
华用三句话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洪照华是冬瓜山铜矿掘进一区掘
进三班班长，他曾连续多年获得矿
“优秀共产党员”及“十大功臣”称号。
2016年，在他的带领下，该班组完成
掘进量3.1 万立方米，超计划39%，为
全区各班之首。数年来，他所在班组未
发生一起破皮伤以上人身事故。
洪照华节约成本有“实招”，他精打细
算，从每台设备身上都能找到节约的
突破口。铲运机、卡车消耗的柴油、液
压油量大，他便狠抓跑冒滴漏，保证油
品清洁、无污染；掘进台车使用的钎
头、钎杆、钎尾易损耗，他从提高操作
工的打眼技术，加强班中巡检等方面
下手，延长钎具使用周期；平时他主持
的小改小革也不间断，给易磨损的台
车推进梁护皮加装角铁保护，使护皮
使用寿命翻倍。今年来，该班平均每月
节约生产成本 5万元以上。

洪照华的女儿 2013 年被检查出

脊柱侧弯，需常年坚持锻炼治疗并定期
到北京进行复查，妻子身体也不是很好。
洪照华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
还坚持带女儿做矫正锻炼，并照顾妻子。
“我十分敬佩他，他不仅工作出色，也是
女儿眼中的好爸爸，妻子眼中的好丈
夫。”冬瓜山铜矿掘进一区掘进二班班
长徐海洋说道。他与洪照华既是相互协
作的同事，也是竞争对手。而对于这位
“老对手”，他由衷点赞。

从 2004 年的一名普通维修工，到
矿山的“先进生产者”“十大功臣”“优
秀共产党员”……洪照华所在党支部的
支部书记刘平军见证着他的成长。他认
为，洪照华是一个不断进取的人，是一个
负责任、视安全为生命的人，是一个细
心、乐于助人的人。

表彰会上，集团公司武保部副部
长王立明为洪照华颁发了 “铜陵有色
好员工”证书、奖金。冬瓜山铜矿党委
副书记都静明为其颁发 “冬瓜山铜矿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证书、奖金。
与会人员一同观看了洪照华的先进事
迹视频短片。

陈潇

洪照华当选集团公司第一季度“铜陵有色好员工”

本报讯 “各中段请抓紧时间撤离
与防洪演习无关的井下作业人员，防洪
演习马上就要开始。”日前，随着指挥员
的一声令下，2017年凤凰山矿业公司防
洪演习在一声急促的防洪警报声中开
始。各有关部门接收到指令后立即行动，
按照防洪演练预案，分赴各自演习地点。

为切实做好今年的防洪防汛工作，
早在演练开始前，该公司就将防洪演习
常识宣传到位，并发布通知告知广大职
工家属和矿区居民，对于演习期间的防
洪警报不要产生恐慌心理，确保矿山正
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保障防洪演习工
作的正常开展。

防洪演练只是今年该公司防洪工作
一项内容，随着雨季的到来，该公司为确
保汛期安全生产有序进行，保障矿山安
全度汛，成立了由公司主要领导任总指

挥，各有关部门为成员的防洪防讯指挥部，
明确部门和人员责任，对在防洪防讯工作
中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造成重大损失者，
逐级追究责任。

做好抢险物资准备工作是防洪工作的
首要任务。该公司将水泵、编织袋、铁锹等
防洪物资做到存放有序、专库专人专管，随
用随提，保证抗洪抢险所需。把防洪物资贮
备到主副井口、风井口、变电所等重要部
位。为应对汛期突发事件，该公司组织防洪
抢险队，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做到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调度部门实施昼夜值班，及
时收听收看每天的天气预报，并做好值班
记录。对排水设施、供电设备和排水管路进
行了全面检查。

该公司还制订出抢险救灾实施方案，
编制井下特大洪水应急预案，以及供电负
荷控制及停送电程序等。 段青

凤凰山矿业公司扎实做好防洪防汛工作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电价

去年以来持续下调。记者 30 日
从国家电网公司获悉，已征收 50
多年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近期
被取消，此举可使我国平均每度
电价降低 1分 1左右。按全国销
售电量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用电
成本约350亿元。

很多人都认为电价有统一的
标准。但实际上一张张居民用电缴
费单里，含有多项“附加”费用。

“电价里附加的政府性基金及
附加资金共有七项，其中向用户直
接征收的有六项，包括城市公用事
业附加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基金、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农网
还贷基金等。”国网公司财务部价
格处处长吕栋告诉记者，这六项共
占电价总额的6%左右。

国网公司专职新闻发言人王
延芳表示，除停止征收城市公用
事业附加费外，2017 年，该公司
实施新一轮降费措施，包括全面
推进剩余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改
革，停止向铁路运输企业收取电
气化铁路还贷电价，扩大发电企
业和用户直接交易规模等。

2016 年，国网公司多措并
举，发挥平台作用，降低用户用能
成本超过 1400亿元。其中，已核
定输配电价的省份年降低工商业
用户电费超 110 亿元；严格执行
“调整两部制电价执行方式”政
策，降低企业基本电费超 130 亿
元；扩大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直
接交易，节约企业电费超 300 亿
元；严格落实煤电联动等电价调
整政策，三次降低工商业用电金
额 900 亿元。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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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铜冠机械公
司加工分厂党支部利用一月一次
的“党员活动日”，组织全体党员
开展了“重点工程突击”和“绿
化带修整”等系列活动。

铜冠机械公司加工分厂党支
部现有 25 名党员、3 个党小组，
党员分布在该分厂 3 个工段，全
部为分厂生产和管理骨干。

近段时间以来，由于生产任务
繁忙，加工分厂党支部根据重点工
程需要，合理组织生产一线党员对
“70浮选机打磨”“铜陵铜箔槽罐
制作和现场安装”“3立方铲运机
组焊”等公司重点工程进行生产突
击。并组织分厂管理人员对分厂
“绿化带”进行清理修整。既丰富
了支部党员活动内涵、又增强了党
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进一步践
行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
学、关键在做的精神实质。

王征社 钟林

铜冠机械公司加工分厂党支部
开展“党员活动日”活动

据央视报道：第三批 7 个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组自 4 月底陆续对天津、山西、
辽宁、安徽、福建、湖南、贵州等省市实施
督察进驻，截至 5 月 28 日，各被督察地
区已查处环保问题 23599 件，其中立案
处罚 7086 家，处罚金额 3.36 亿多元，有
4018 人被问责。天津市武清区王桂某、
王永某等一家三口因非法排放有毒物
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已构成环
境污染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1
年 6 个月、1 年，并分别处罚金 3 万元、2
万元、1.5 万元。安徽省寿县永固混凝土
搅拌站负责人许某和寿县大顺养鸡场
负责人李某因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污染环境，分别受到行政拘留 7 天、10

天的处罚……
连日来，中央环保督察组对进驻的

省市边督边改信息向社会公开后，广大
群众对本地环保治理的认可度和信任度
大幅度提升，称赞为 “史上最严环保督
察”“铁腕治理环境问题”。

环境保护是关系人人的大事，是关
系子孙万代生存发展的大事，受环保之
害还是得环保之益，老百姓会立马感知。
中央环保督察组边督边改信息公开公布
得到民众的广泛好评，看来，环保问题关
系到千家万户，环保治理担当到位，大众
的认可即来。老百姓身边的环保问题常
常是小事，但是，越是看似不起眼的小
事，不闻不问就会变成大事。比如乱扔垃
圾，一个人扔在这里，很快就有第二、第
三人，很快就会形成一个垃圾堆。

治理环境问题我们有一条重要经
验，就是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就像治

病一样，早检查、早发现、早根治，这样就能
减少许多人力物力的投入，会减少影响居
民生活的干扰，最终减少治理环境污染的
成本。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41 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我们要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治理环境问题，并非
一朝一夕之功，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要想打赢这场胜利，这就要求我们每个公
民，特别是各级政府、部门、企业负责人把
环境保护治理常态化制度化，如果能做到
督察不走过场，发现问题负责担当，我国
的整体环境就会大幅提高。督察不是搞运
动，要和风细雨常年有，这样的环保督察
定会给老百姓带来福祉。

人人需要清新的空气，家家户户需要青
山绿水，愿我国的环保督察常态化制度化 ，
愿铁腕整治环境问题整出一片新天地！

为环保督察严 整改力度大点赞
□ 殷修武

本报讯 目前，在铜山矿业公司凡
是入井作业的员工都必须通过井口指
纹考勤、下井前安全知识答题、井下作
业人员定位卡识别三道“关卡”才能进
入作业现场工作。

今年，铜山矿业公司为使“安全环
保，意识先行”活动得以创新顺利开展，
在全矿范围内重点开展安全环保宣誓、安全
环保职业健康知识培训和考试、安全一家亲
等，还深入开展反“三违”自查自纠和安全
生产标准化创建达标等一系列活动，提升全
体从业人员的安全环保意识，增强岗位风险

辨识能力，遵守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
安全环保事故的预防能力，促进岗位作业和
现场管理达标，为实现“安全发展、绿色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

另外，该公司在开展安全环保自主
创新活动中，除向向外协队伍分别派驻
安全管理人员或安全督导员，专职负责
外协队伍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外，还计
划开展以“大家来找茬”为主题的安全
活动，把安全活动现场搬到工作现场，不
打招呼，跟踪一线班组，实拍多个现场工
作过程，剪辑成片，让员工通过观看影片

查找所拍作业现场存在的违章情况，提高
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杜绝类似违章现象，
避免事故的发生。

与此同时，该公司还将搜集整理矿业
公司或行业历次发生的典型生产安全、环
境污染事故案例，整理创作成相声、小品、
快板、演讲等文艺节目，组织开展安全环
保文艺演出，通过让员工眼看耳听，了解
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用身边事教育身
边人,更好地使员工从中得到警示，认识
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违章操作的危害。

张霞

铜山矿业公司安全环保工作持续发力

5 月 30 日上午，铜山矿业公司运转区维修人员正在为提升箕斗做定期 “健
康”维护体检。为确保安全生产建设与管理始终处于长态化，该区将机械设备的
安全性、稳定性与可靠性紧密地融为一体，通过采取日检、周查和月度综合维护保
养方式，增强了机械设备的“免疫力”和抗压力，有效地保障矿山公司提升供矿生
产系统的顺利畅通。 吴健 谭桂明 摄

日前，天马山矿业公司选铜车间开展磨矿工、浮选工等专业技能培训工作，通
过学习以《选矿三百问》为基础的理论知识和请专业人员现场教授磨矿、浮选操
作流程的实践操作培训，促进员工专业技能的提升，为该车间安全生产打下坚实
的基础。图为专业人员现场演示滴定法测试矿浆 PH值。 朱艳 汪萍 摄

金威铜业公司板带分厂质量巡查员杨智日前正在查看板带拉弯矫直情况。杨智作为金威铜业公司板带分厂质量巡查员，主要
从事生产过程质量的检查控制和关键产品的质量跟踪工作。他每天随身携带手电筒、放大镜等专用质检工具，对每个带卷进行仔细
检查，仅去年累计检带卷 3000 多卷，并创造性的提出在铣面机组“大油量二次铣”的方法，大大提高了板带铣面后表面质量，为该公
司产品综合成品率提高 2%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因此被集团公司授予了 2016 年度“优秀岗位能手”称号。王红平 黄军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