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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巍峨的安第斯山脉、美丽的“赤
道之国”厄瓜多尔，一座大型现代化铜
矿正拔地而起，她就是位于厄瓜多尔南
部萨莫拉省的米拉多铜矿。这座由中国
投资、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施工、中
国运营的铜矿，是由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
股公司和中铁建集团公司共同携手建造，
并同时开创出安徽省海外最大的单个投资
项目和厄瓜多尔第一座大型固体矿山开发
项目的新纪元。

米拉多项目由中铁建铜冠投资公司

建设（铜陵有色集团公司与中国铁建集
团公司双方出资比例为 7 比 3），一期工
程总投资为 18.9 亿美元，设计采选生产
规模年处理矿石量 2000 万吨，日采选 6
万吨矿石，达产达标后年产铜精矿 35.4
万吨，铜金属量 9.6 万吨，服务年限 30
年。中铁建铜冠投资公司在厄瓜多尔共
有四个铜矿床，资源总量共约 1100 万
吨铜金属量，并有较大的资源扩展潜力，
目前在建的米拉多矿床只是这四个铜矿
床之一。

“米拉多项目开工标志着中厄在矿
业合作发展史上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必
将促进中厄两国人民的友谊健康发展，
必将对中厄两国矿业合作发展产生重大
而深远的影响，必将对繁荣地方经济，带
动周边矿业规范有序开采，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为中厄共同繁荣，合作共赢做
出重要的贡献。”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杨军 2015年在米拉多铜矿
开工典礼上如是说。

加速度 热火朝天会战忙
8月9日，记者走进米拉多铜矿现场，

一派大干快上的景象映入眼帘：山上，高
耸的山峦被拦腰削平，偌大的排土场鳞次
栉比，数百台卡车在新开的山道上来回作
业，工地上到处彩旗招展，人声鼎沸；山下，
一座巨大的选矿厂房已腾空而起，十分气
派壮观，厂房内外堆满了陆续运抵的选矿
设备，工人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安装设备；
在矿山变电所，技术人员在紧张地调试着
高压配电装置，在铜达伊米尾矿库，导流
隧洞正向纵深推进……

“米拉多铜矿自去年8月份以来，各项
工程进展在全面提速。现在四个重要子项目
已全面开工，截洪沟、排土场、采矿场、选矿正
在快速推进，这里每天都在发生着新变

化。”专程赴米拉多铜矿督导工程进展工作
的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
新付说到项目最新进展，面露满意的微笑。

“我们现在每天有170多台设备在山上
作业，晴好天气一天能剥离3万立方米，现
在每月能完成45万立方米剥离量，而且每
月还能按10%速度递增。”中铁建十九局
米拉多项目部经理肖玉强说。

据悉，露天剥离工作自从去年10月份
开工以来，现已进入
快车道，进展很快。
截至到今年8月 10
日，已经完成了 1
号、2号、4号和备用
排土场土石坝的施
工；首期排土场清
表、导流沟、渗流层、
坡脚坝、沉淀池等基
础设施已经结束。

选矿生产线全
面开工。磨矿车间土
建、厂房建设和设备
基础工程已全部结
束，现转入到设备安
装准备阶段，明年下
半年磨矿车间就将

进入单体试车。浮选车间前期工作也已全
面结束，今年8月1日，立磨机开始安装，
待与球磨系统同步安装结束后，转入联动
试车。选矿车间维修间、化验楼即将完工，
近期交付使用。

记者在南排土场现场发现，尽管雨后
道路未干，但现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设
计、监理人员坚守在作业现场组织人员一
边建排土场，一边进行剥离，以加快露天剥
离进度。该矿在高差达100多米的山坡上，
几十台挖掘机“一”字型排开，挥舞着巨臂
进行着人工“梯田”作业，将所剥离出的土
进行分层碾压夯实。据现场负责人介绍，这
个排土场的容量为1亿立方米，堆土量将
从山脚堆到300米高的山腰。

米拉多铜矿存在雨水多、山势高、土层
厚的三大现实难题，给米拉多铜矿建设者
们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米拉多铜矿这里一年365天，有300
天在下雨；有时一天下好几场大雨；东边日出
西边雨在这里是常态。加上山势坡度在60
度左右，采矿场土层最厚有60米，大量的土
料堆积，会对排土场的渗流层、拦挡坝要求更
高。”铜陵有色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中铁建
铜冠投资公司总经理胡建东告诉记者。

由于受强降雨影响，米拉多铜矿建设
遭遇困难重重。由于没有石料铺垫，山上
的粘土在压实之前始终处于饱和水状态，
一到雨天就是一片泥糊，进山的道路根本
修不了。在去年7月份到11月份的道路
施工中，就曾发生过 200多次塌方，这让
以铁军著称的中铁建十四局在施工中吃
尽苦头。“进山两边土层，只要‘风吹草
动’，山上就会垮塌，最大时有一个足球场

那么大范围。像这样在长期多雨的天气里
施工，我们在国内外还是第一次遇到。”中
铁建十四局米拉多项目经理李庆收说。

“我也辗转过国内外几个矿山，山势
陡的有，但土层都没有这么厚。”中铁十九
局米拉多铜矿项目经理肖玉强说，剥离现
场曾发生无数次塌方，最为严重的去年10
月 14日晚上，下雨造成山体出现大面积
滑坡，几十万立方米塌方，险些将停放在
露天平台的 4台几十吨重的挖掘机冲出
山崖。

截洪沟和导流渠工程建在采矿场上
方，由于山峰险峻和工程量大，被员工称
为“天堑”。在山壁上刨土、凿石、开渠，
可见工程建设难度非同一般。“我们一
开始来就吃住在山上，在没有开通山路
之前，全靠人工往山上运送石料，克服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经过一年多苦战，
现在总算将‘硬骨头’啃得差不多了。”
李庆收介绍。

“这个项目直接关系集团公司未来
发展。集团公司派我们来这里工作，我们
的责任大啊！早一天建成投产，就早一天
受益。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都会勇
敢面对，攻坚克难。我们现在就是要咬定
一个目标，瞄准一个方向，目标就是要全
力推进米拉多铜矿建设项目，方向就是
要确保 2018 年年底建成，2019 年第二
季度试生产。”在和记者交流时，胡建东
的目光里透着坚毅。

就在记者结束专程采访时，从山上的
采矿剥离现场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米
拉多铜矿有好几处提前见到铜矿了！

夏富青/文 王新疆/图

不 用 扬 鞭 自 奋 蹄
———走进建设中的米拉多铜矿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讯 冬瓜山铜矿 1至 9月份
生产铜量预计完成 21200吨，目前，正
动员大干四季度朝着全年目标迈进。

今年来，这个矿围绕既定的目标
任务，群策群力，攻关克难，合理组织
生产，全面开展降本增效活动，坚持运
用成本漏洞分析法，制定了106条降本
增效措施办法，力争实现成本节约
4000万元。同时，强化管理，落实安全

责任；加大技改力度，推动矿山技术进步，
实现了稳产高产。下半年，这个矿以“争创
新业绩，献礼十九大”为主线，重点抓好五
项工作，一是合理安排采掘接续，加大对
续建工程64线溜破系统、粉矿回收系统、
排水系统的施工力度。二是完善安全管理
制度，夯实安全管理基础，尽快推进安全
管理信息平台建设，推进作业场所隐患排
查治理和考核工作，努力消除作业场所存

在的安全隐患。三是强化全面预算管理，
继续实施成本漏洞分析法，做好挖潜增效
工作，靠技术手段实现降低大宗材料、备
件消耗。四是积极完善企业标准体系，扎
实开展“三标一体化”管理工作。五是持
续开展以 《CMS 三维激光空区探测技
术》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常态化技术成果转
化及应用，更好地服务矿山生产。此外，这
个矿在主要生产单位组织开展“实现年度

方针目标夺金牌”“节能降耗降低吨铜
(矿)成本”“提高选矿经济技术指标”“重
点工程”“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等竞赛
活动，促进广大职工争创一流的工作热
情，不断提高生产效率。

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和文化建设，利
用职工“讲台 10 分钟”政治学习等形
式以及矿局域网、宣传栏、班组园地等载
体，重点学习党的辉煌历程和矿山近年
来三个文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先进
典型人物，激发了职工蓬勃的生产干劲。

汤 菁

冬瓜山铜矿动员大干四季度朝着全年目标迈进

本报讯 9 月 20 日，集团公司在
安工学院举办干部人事档案工作培训，
进一步提升公司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整体
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推动公司干部人
事档案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各单位政工
部长、干部人事档案工作者共85人参加
培训。

此次培训，是集团公司近 10年来

首次举办的干部人事档案工作培训。培
训分为理论培训和实务操作两个阶段，
为期各一天。省委组织部选派了 2 名同
志到集团公司，专题讲解干部档案相关
业务，这是省委组织部首次派员到企业
给基层干部人事档案工作人员授课。培
训内容主要包括干部人事档案人事审核
要点、干部人事档案材料收集、整理、利

用、转递和保管保护等，以及入党志愿书
遗失、学历学籍材料缺失处理办法，干部
任免编辑器使用等业务。

近年来，集团公司干部人事档案工作
仍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各单位对干
部人事档案工作的普遍认识不够；相关材
料收集不全、进档不及时，甚至多年未整
理；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机制不全、制度落实

不到位；干部人事档案工作人员责任心、业
务素质有待提高，普遍存在业务不熟悉，投
入精力不够等现象。

理论培训结束后，集团公司将分批开
展实务操作培训，实行以干代训，使每位管
档工作人员都能掌握干部人事档案整理的
操作办法，做好干部人事档案整理工作。

本报记者 陈 潇

集团公司举办干部人事档案工作培训

本报讯 日前，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正式发布 2017 中国
制造业企业 500 强榜单，铜陵有色金
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位列第 38 位，
继续蝉联皖企之首。

2016 年，集团公司实现销售收
入 1496 亿元，盈利 2.27 亿元，顺利实
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在规模优势
上，公司现为国内最大阴极铜和铜箔
生产制造企业之一，阴极铜年产能达

到 135 万吨，铜箔现有产能 3 万吨，在
建 2 万吨，锂电箔已进入比亚迪、国轩
高科、沃特玛等锂电池厂供应链，规模及
技术均处于国内领先。在技术优势上，公
司设备和技术工艺先进，尤其是矿山采
选、冶炼、铜加工有着多年的历史积累，
具备明显的行业领先优势。其中，“松散
介质环境下难采矿安全开采及灾变防控
关键技术”和“高产能‘双闪’铜冶炼工
艺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等两个项目

获安徽省科学技术三等奖；《高频高速
PCB 用高性能电子铜箔工艺技术研究
及应用》项目获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技
术进步一等奖，成功研发出 6 微米锂电
铜箔。在区域优势上，公司地处华东，位
于长江之滨，交通便利。从国外进口铜精
砂到南通港卸货后沿长江水运到工厂，
运输成本处于相对优势。华东地区经济
总量大，铜消费量占全国用铜量的三分
之一以上，在销售市场具有较强的区域

经济优势。
据悉，2017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是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连续第 13 次向社会发布的中国制造业
最大 500 家企业年度排行榜。与 2016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相比，2017 中
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营业收入与入围
门槛均有所回升。本次入围门槛为
67.85 亿元，与上年相比提高了 3.75 亿
元。 钱庆华

集团公司位列 2017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第 38位
本报讯 当面对集体利益与个

人利益相冲突时，遇到市场形形色
色的各种诱惑时，当受到人情网、关
系网的影响，该如何正确应对与处
置，该如何有效防范与自律？安庆铜
矿的做法是，坚持用制度为经，用规
矩为纬，扎紧思想笼子，把牢防范关
口，构筑起廉洁自律“防火墙”。

安庆铜矿属于边远矿山，远离
集团公司本部，矿党委切实从建立
健全制度规章管起，从整治规范秩
序入手，全面强化各项管理。先后制
定出台了党委及其班子议事规则，
制定和规范了对涉及矿山改革发
展、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涉及重要岗位人事任免的重要人事
安排，对涉及安全、生产、技改等重
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 《“三
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细则》，提炼
了各级人员的《廉洁从业理念》《班
子成员廉洁承诺八项规定》《中层
管理人员廉洁自律十六不准》，全面
落实集团公司关于加强 《重申中层
管理人员加强廉洁自律若干规定》
等相关制度办法，由矿纪委汇编成
书，下发到各级管理人员手中，作为
学习对照和贯彻落实的基准，切实
做到有规可循、有据可依，把日常生
产、经营、管理行为规范在制度的笼
子里，实行阳光运作、民主科学决
策，堵住管理的真空、盲区，让有形
的制度管住无形的人情与关系，让
“私下的操作” 变为公正公开的规
范化制度化运作。

矿党委还十分注重培育崇廉、
倡廉、守廉良好的廉洁文化氛围，在
厂区内主干道旁、办公楼、生产综合

楼等张挂廉洁文化宣传画、标语牌，在
文化长廊设立专题文化墙，进一步引
导党员管理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名利观、人生观。还多次邀请集团公司
纪委、市检察院人员来矿进行廉洁从
业警示教育，讲好廉洁故事，对涉及
人、财、物、工程项目的人员进行专门
培训和教育，明确纪律和规矩。利用反
面典型的警示效应发挥警醒作用，组
织党员、干部参观廉政教育基地，到革
命老区缅怀先烈，重温入党誓词，牢记
宗旨，不忘初心。

在贯彻落实廉洁自律过程中，党
委班子成员坚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
执行各项规章制度，通过推行廉政谈
话、诫勉谈话、警示谈话和廉政承诺、
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提高各级班子
成员执行制度的自觉性。自从《安庆铜
矿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操办婚丧嫁娶
等事宜的暂行规定》实施后，全矿没有
一名中层管理人员违反规定大操大
办、收受礼金，注重倡导勤俭节约文明
新风，为全矿职工带了一个好头。

矿纪委还着力强化党风廉政监督
责任落实，开通了管理人员微信群，在
节假日期间，通过微信发布廉洁自律
温馨提示，吹好廉洁风，进行警示提
醒，让防范的警钟长鸣；每年组织对基
层班子成员及中层管理人员进行打分
测评，对照目标任务及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和廉洁自律要求，全面考
核德能勤绩廉表现，对表现差的班子
及后 3 名管理人员进行集体约谈和提
醒谈话，明确限期整改，进一步增强规
矩意识和进取意识，全面提升管理人员
的管理水平和自身素养。

陈文革

安庆铜矿用制度规矩构筑廉洁自律“防火墙”

建设中的选矿厂。 建设中的矿山。

火热的建设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