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7月 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时风

2017 年 7 月 1 日，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是每一位共
产党员值得骄傲的日子，因为这一天迎来了中国共产党 96
华诞。对铜冠（庐江）矿业公司人乃至全体铜陵有色人来说，
2017 年 7月 1日更加是一个特别值得庆祝的日子，经过几年
的艰苦奋斗，设计年采选规模 330 万吨的沙溪铜矿项目建成
了，迎来了投料重负荷联动试车的重要时刻，上个世纪开采的
夙愿如今终于实现了。在省会合肥与古铜都铜陵接近中间点
的位置，在庐江县一个叫沙溪的普通乡村，一座现代化大型矿
山已拔地而起，高耸的井架、宽大的选矿车间，在乡村的山野
之间显得格外耀眼夺目。

好事多磨，资源开发战略结硕果

沙溪铜矿项目是一个大型深井斑岩型铜矿山，有着矿床
埋藏深、规模大、品位低的特点，地质储量铜矿石量为 8094
万吨 ，铜金属储量 47 万吨。主井、副井、北风井等 5 口井平
均井深近千米，其中副井井深 1025 米为最深。矿山设计生产
规模为年采选 330 万吨，即日采选 1 万吨矿石，服务年限 21
年。沙溪铜矿项目是继冬瓜山铜矿之后，铜陵有色在国内建设
的第二大主力矿山，将为铜陵有色增加铜资源自给担负着重
要角色。

沙溪铜矿项目与铜陵有色有着历史的牵盼。早在上个世
纪五六十年代，庐江沙溪当地群众就发现了铜矿的迹象，并进
行上报。于是，327地质队从当时开始了地质普查，开展了坑
探，钻探等专业探矿活动。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已基本探明
了矿床。从铜陵有色走出去、时任安徽省省长的卢荣景，当时
提出将沙溪铜矿项目交由铜陵有色开发。由于沙溪铜矿项目
矿石含铜量品位低，埋藏深，当时采选工艺落后，机械化程度
低，不适宜开采。虽然没有接受项目，但铜陵有色已与沙溪铜
矿项目结下了不解之缘，铜陵有色人期待着有朝一日条件成

熟了，一定要将这深埋山里的矿藏开采出来。而这一等就是几
十年，时间的年轮已跨入 21世纪。2004 年，国土资源部向安
徽省政府和铜陵有色转让了 4 个矿权，沙溪铜矿矿权就是其
中之一，沙溪铜矿矿权按照 1.98 亿协议转让给铜陵有色。由
此，沙溪铜矿项目的开发列入了铜陵有色资源开发战略的重
要日程。

再次面对沙溪铜矿项目，铜陵有色人已不再似当年的无
奈。通过成功建设成全国第一座新模式办矿安庆铜矿、全国第
一大千米深井坑采铜矿冬瓜山铜矿，铜陵有色已具备雄厚的
开采技术实力。铜陵有色确立要按照生态矿山、智能化矿山的
理念，将项目建设成一个数字化、信息化、自动化、成本低、效
益好、机构简、资源综合利用高的环境友好型现代化矿山。
2007 年，铜陵有色开始筹备项目，将沙溪铜矿项目交由原金
口岭矿业公司作为资源接替项目，实行新老一体化运作。
2008 年，安徽铜冠（庐江）矿业公司成立，成为项目建设的新
主体。2010 年 12月 18 日，坑探启动，副井破土动工，项目正
式开工建设。2013 年 7月 3 日，沙溪铜矿项目获得安徽省政
府核准，拉开了矿山大规模建设的序幕，主井、北风井等 5 口
深井、地表工程、供电系统开始全面建设。到 2017 年 6 月底，
矿山 9 大系统中除充填系统外，开拓、提升、运输等八大系统
基本建成。井下凤台山 2-1 采场具备打孔爆破条件，井下铲
运机就位，井下粗矿仓、细矿仓都已满载，地表选矿车间业已
建成，尾矿库施工进入扫尾，矿山投产的条件已经具备，沙溪

铜矿项目终于建成，铜陵有色人跨世纪的夙愿终于成真，资源
开发上收获了又一重要成果。

生态文明 矿农相处和谐相融

从开工到建成，铜冠（庐江）沙溪铜矿建设经历了风风雨
雨，项目推进都倍加艰辛。“事不经过不知难”从头到尾参与
并见证了项目建设的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党委书记高定海
深有感触地说。项目初期面临着采矿许可证申请、土地报批、
环评、水资源论证、征地、拆迁等大量繁琐的工作。由于沙溪铜
矿项目地处乡间，占地面积 156公顷，尾砂输送 7.54 公里，供
电线路 12.5 公里，供水管路 3.5 公里，涉及周边 3 个镇、20多
个自然村。征地、拆迁牵涉到千家万户，工作巨大。虽然沙溪铜
矿项目一开始就被设计为建设绿色生态文明现代化矿山的高
标准，但想要取得当地村民的信任、理解与支持，不是一朝一
夕的事，大量的沟通和宣传解释工作等着他们去做。

为推进项目建设，妥善处理好矿农关系至关重要。铜冠
（庐江）矿业公司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坚持“安全第一、协调
优先”的原则，始终把调解放在第一位，做到不损害村民利
益。尊重乡规民俗，依法依规，稳步推进拆迁。在尾矿库征地
中，当地村民担心尾矿库会造成空气和水污染，拒绝在征地协
议书上签字。针对村民的误解和疑虑，矿业公司负责征地拆迁
的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上门，反复向村民解释矿山生产工
艺、环境保护措施、尾矿库设计方案，并邀请庐江县矿发局负
责同志为村民作宣传解释工作。同时，还积极组织村民组长、
村民代表 20多人，用专车送他们到冬瓜山铜矿尾矿库实地
考察。通过多方面的工作，最终打消了村民心中的疑虑，达成
了协议。

征地中，征地范围内有大量坟墓，需要迁出的近 3000
棺。为推进迁坟工作，方便村民迁坟改葬，矿业公司特意在尾

矿库附近建了一座公墓。为赢得村民的理解，矿业公司尊重村
民的习俗，在迁坟中从不采取强迁。工作人员耐心一户一户上
门，坦诚沟通，认真做工作。在村民迁坟时，积极提供机械支援
与协助。其中，少数坟主家属早已搬离了乡村，一时难以联系
上，工作人员不为难，多方面、多渠道走访打听，直至联系上。
矿业公司工作人员真诚的态度，辛苦的付出，感动了村民，村
民从开始的不理解，慢慢转变为支持态度。

在与村民打交道过程中，矿业公司工作人员始终秉持矿
农和谐的理念，以真心换真心，与村民交朋友。2013 年元份，
矿业公司综合协调部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位客人是征地拆
迁范围内胜岗村姚岗村民组的组长姚嗣府，他反映其村民组
的一口池塘的塘埂被穿山甲钻通了，如不及时处理，村民将面
临用水困难，请求矿业公司提供帮助。面对村民的困难和求
助，综合协调部负责人十分重视，当时带上部门里工作人员和
工程部相关同志，随同姚组长赶到现场查看，并当场敲定了施
工方案，第二天便开始了施工，不仅修复了塘埂漏洞，还给塘
埂铺上了一层石子，使得塘埂更加坚固，通行更方便。包括施
工机械、材料、人工在内，矿业公司没让村民出一分钱。矿业公
司办事高效的作风、及时的无偿帮助，赢得了该村民组的信
任，姚组长还与综合协调部工作人员交上了朋友。随后在牵涉
该村民组征地时，姚组长带动村民组给予了全力配合与支持。
而当年 3 月份，矿山进风井开工，这口井所处地点正好在该
村民组，需要租赁土地，也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同意与支持。

“没有他们的签字，进风井开工建设也就不会如此顺利。”矿
业公司综合协调部工作人员深有感触地说。矿业公司以真心
换真情，赢得了周边村民的普遍欢迎，矿农关系呈现了和谐友
好的局面，为沙溪铜矿项目顺利建设创造了良好环境。

精心设计 铸就沙溪铜矿新模式

沙溪铜矿项目是一个大型深井斑岩型铜矿山。由于矿床
埋藏深、规模大、品位低，被列为国家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项目之一。为建设资源综合利用高的环境友好型现代化矿山，
突出新模式、低成本、高效率办矿，针对沙溪铜矿项目特点，项
目设计方案进行了科学论证和精心遴选。采矿方法采用大直
径深孔阶段空场嗣后充填采矿法，选矿工艺采用 SABC 流
程，即半自磨加球磨流程，实行自动化控制，日采选矿石达 1
万吨。项目建设中凸显了“四自”、“四新”亮点，打造了沙溪
铜矿新模式。

在沙溪铜矿项目建设上，铜陵有色充分发挥自身技术积
累和综合实力，展现了自主建设能力，项目上做到了自主设
计、自主施工、自主监理和自主生产设备等“四自”。在设计
上，项目蓝图、技术图纸均由铜陵有色技术中心包揽；在施工
上，铜冠矿建公司和铜冠建安公司分别承担了矿井和地表建
设施工；在监理上，由铜陵有色鑫铜监理公司负责工程监理；
在生产矿山设备上，除球磨、卷扬、隔膜泵等少部分设备外购，
其余几乎全部由铜冠机械公司生产提供。在创新科技能力与
水平上，围绕打造科技矿山，实现了“四新”突破。新设备上，
采购了深锥浓密机、隔膜泵等一批新装备；新工艺上，选矿采
用 SABC 流程，实现自动化控制。凿岩采用伞形钻，提高工
效；新技术上，首次使用深锥浓密机，既解决充填问题，又可解
决运输问题。使用隔膜泵有效解决长距离、高浓度尾砂运输难
题；新材料上，采用了像管道复合材料等这样的一大批新型材
料。大大提升了矿山数字化、信息化、自动化程度。

为控制投资、高效率办矿，矿业公司建设过程中不断优化
设计方案，力争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利益。在优化投资方
案方面，通过公开招标引入外来施工队伍，斜坡道工程节省投
资近千万元；铲运机购置经过反复考察选型协商价格，节省设
备投资近 200 万欧元。按“阳光工程”招标程序共自行组织
工程招标比价 13 项，降低工程造价 200 余万元；在优化设计
方案方面，对每个工程的设计方案进行反复论证，通过优化中
段盘区放矿溜井硐室施工、泄水孔施工和中段支护、供电系统
等方案为工程建设节省工程量 3500 立方米，支护节省 900
立方米，节省投资 350 万元；井下中段供水、六大系统管路设
计优化也节省了单项工程建设费用约 100 万元。项目建设投
入按设计规划较好地控制在了总投资 17.5 亿范围内。

沙溪铜矿项目矿山设计生产规模为年采选 330 万吨，按
照传统的管理模式，用工需要两三千人，而矿山实际设计定编
只有 473 人。如何实现项目矿山人员精简、高效和高收益？
“我们必须走现代化、机械化、智能化的运营模式” 铜冠（庐
江）矿业公司行政负责人胡洪文坚定地说。项目充分依靠机
械化减人，在井下泵房、总降变电所等很多地方，通过远程控
制，实行无人作业。依赖选矿 SABC 流程自动化控制程度高
技术优势，选矿生产采以巡查制替代岗位制，突破传统管理模
式，打造智能化科技矿山。

环保先行 矿山成为沙溪一景

沙溪铜矿项目着落在乡村，特殊的地理环境，对矿山建设提
出了更高的环保要求。从矿山建设的一开始，铜陵有色就确立了
建设绿色生态文明矿山的总基调，按照环保要求，高度重视生态
保护，将项目打造成了环境友好型现代化矿山的样板，使矿山成
为了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

按照绿色环保要求，沙溪铜矿项目采取矿山生产用水循环
利用，不对外排放。生产用水来自井下涌水、尾矿库回水、雨水收
集、黄泥河补充取水。矿山生产废石不出坑，直接用于井下充填。

选矿工艺采用 SABC 流程，实行自动化控制，整个流程具
有工艺先进合理、高效节能等诸多优点。在选矿关键设备方面，
以高效、新型、大型化为原则，采用国内外成熟先进高效的选矿
设备，选择了大型球磨和半自磨设备，最大限度简化了生产系
统，减少配置占地面积，充分展示了大型高效设备对选矿能耗降
低的突出作用。

地处乡间，矿山为降低选矿生产对周边农户和田地的影响，
在降低粉尘上，从选矿工艺入手，优化工艺技术，摒弃传统的干
式破碎，采用湿式破碎方法，从源头减少粉尘产生。在降低噪音
上，对设备采用减震基础，车间设置隔震垫和密闭操作间，实施
物理降噪。同时将矿石粗碎工序安排在井下运行，将粉尘和噪音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由于沙溪铜矿的所在地环境特殊，矿山处理规模大，这对环
保、安全地处理尾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矿业公司对尾矿处置方
案、尾矿库选址、尾矿库筑坝方案、尾矿输送及排放方案、尾矿库
防渗方案及尾矿库回水方案组织了详细比较和论证，选择了最
佳尾矿处理方案。在尾矿库选址上，初步选定在徐山地块，库容
加大，尾砂输送距离仅 3公里，这对矿山生产有利。但徐山附近
有一个黄陂湖，时间长了，尾矿库可能会对湖水水体造成影响。
为保护周边水源和生态不受影响，矿业公司果断更换地点，选择
了尾砂输送距离 7.54 公里的龙王顶。新选址使尾砂输送距离不
仅增加了 1 倍多，而且库容也缩小了，只有 1400 万立方米。同
时由于新选址位于 3 镇交界，较之前选址只牵涉一个镇，无疑大
大增加了征地拆迁工作量和难度。矿业公司从环保大局出发，以
保护村民利益为先，舍近求远，坚持选择了新选址，树立了打造
环境友好型现代化矿山的典范。

在尾矿库建设上，矿业公司按照了库底和坝体全防渗的高
标准建设。在尾砂输送，建设了高浓度尾矿输送管线，并在铜陵
有色矿山内首次采用高分子复合涂层管道，提高了管道使用年
限和安全性，降低了环境事故发生率，保障了尾矿处理的安全环
保。

党建同步 助力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哪里有经济建设，哪里就有党的建设。矿业公司党委坚持以
服务项目建设为中心，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推动项目建设中的政
治核心作用。项目建设到哪个地方，党支部就建立到哪里。通过
党建促基建，项目建设保持了稳步推进。

作为新建矿山，矿业公司把制度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党的建
设同步跟进完善。特别是针对矿山基建期，把作风建设始终摆在
安全环保和职业健康同等位置，对干部廉洁从业从严管理。对物
资、设备采购坚持阳光工程、招标采购，避免了矿山建起来干部
倒下去现象。

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凝心聚力抓基建。矿业公司职工最早来
自原金口岭矿，这是一个市区矿山，离家近、工作环境优越。职工
刚来沙溪铜矿从事项目建设，感觉工作条件反差非常大，人心难
免动荡。为稳定人心、稳定队伍，矿业公司始终把员工的利益放
在首位，不断提升员工生活工作环境，先后投入三百多万元，建
成了室内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健身房、阅览室等文体活动场所，
丰富了职工文娱生活。重视后勤保障，兴建了职工食堂和公寓，
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使职工逐步对新矿山有了认同感和归属
感。

沙溪铜矿因其处于在建期，是铜陵有色最年轻的矿山，也拥
有着年轻的矿山队伍。矿山 35岁以下青工 44人，占员工总数
21.8%，其中不少人还没成家。为使单身青年安心工作，扎根矿
山，矿山关心和重视青年们的婚姻问题。矿业公司团委先后与庐
江县团委、泥河镇团组织取得联系，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平台，并
在 2015 年七夕牵头组织的单身未婚男青年参加合肥 (庐江)第
三届单身青年联谊会活动。并多次积极组织单身青年参加铜陵
市团委和铜陵有色内部组织的联谊活动，并有单身青年通过联
谊确立了恋爱关系，进一步坚定了服务有色、奉献沙溪的决心和
信心。

吹尽狂沙始到金。经历几年的风风雨雨，沙溪铜矿项目终于
从蓝图变成了现实，几代铜陵有色人的夙愿兑现了。在 2017 年
7月 1日沙溪铜矿投料重负荷联动试车历史性时刻，铜冠 （庐
江）矿业公司人在兴奋喜悦之余，他们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因为他们知道，矿山投料重负荷联动试车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前
进的脚步还不能有丝毫放慢，他们的目光已瞄准试车成功后的
全面投产。也就是在投料重负荷联动试车前夕，铜冠（庐江）矿
业公司第一次党代会成功召开了，从战略高度确定了沙溪铜矿
力争 3年内实现达产达标的目标，真正将矿山建成名副其实的
现代化绿色生态文明矿山。

王红平 钱庆华 潘小祥

吹尽狂沙始到金
———写在铜冠(庐江)矿业公司沙溪铜矿项目重负荷联动试车之际

专 版

开工仪式。

沙溪主井卷扬安装。

沙溪铜矿鸟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