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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7 日一早，稀贵金属分公司
的高级技术主管王爱荣就来到办公
室，匆忙打开电脑忙碌起来，快速浏览
起最新的稀贵金属平衡系统。

“从原料、车间过程控制到渣选
矿、金属回收，再到环境监测、产品、金
属平衡，共有上百个数据报表，我会选
择查看一些重要指标，一遍下来需要
半个多小时，如果发现异常，就会第一
时间到现场指导。”王爱荣慢条斯理
地介绍。

2008年 1月，稀贵金属分公司正
式成立，年处理阳级泥量 5000 吨，将
集团公司阳级泥综合回收利用产能整
整提高了 10 倍。王爱荣任贵金属项
目部主任，带领科研团队大规模正式
向贵金属综合回收利用领域进军。

“国内第一家自主设计、建设的

大型综合回收稀贵金属项目，从筹建到
投产，仅用一年时间并顺利生产出高纯
度的‘铜冠’牌金锭、银锭，产品质量全
部达到国家一号金银标准，至今还保持
着国内同类项目建设施工的最快速度，
同时还解决了 500 多人就业。”回想起
科技创新发展之路，王爱荣感到无比艰
难，但更多是收获。为了冲破国外在稀贵
金属冶炼技术方面的垄断，王爱荣对金
银精炼工艺进行自行设计配套，经过反
复推论比较各项技术参数，进行了上百
次新产品试验，最终用过硬的专业知识
设计出了后续金银精炼工艺，用国产设
备成功生产出了合格的产品。

在同事的眼中，长相弱小的王爱荣
最让人佩服的是那股“钻”劲。只要遇到
了技术难题，她就要带领团队没日没夜
进行攻克，一直奔跑在科技创新的路上：

自主设计生产出我国第一台间歇式加氧
加压反应釜，实现顶吹冶炼与喷射洗涤
对接的 “同步控制技术”，大幅提高金
银直收率……综合回收项目成为中国同
行业标杆。

在回收出铜、金、银等贵金属之后，
王爱荣又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向更高目标
发起挑战。在实验室内进行了近百次新
产品摸索试验，通过精炼渣和炉砖工艺
处理流程，又从中提取稀散元素碲和稀
贵金属钯、铂，且金属钯、铂等产品纯度
超过 99.99%。仅二氧化硒、精钯、精铂、
精碲等产品副产品，每年就为企业增加
效益数千万元。

永不停步，攀登科技高峰。2014 年，
针对卡尔多炉顶吹冶炼烟气波动大、含
氟氯高等暴露出的缺点，王爱荣带领科
研团队向“世界级”难题进行专项技术

攻关，采用喷射洗涤代替文丘里烟气处
理系统，先后进行了 4 次大规模改进，
在全球上率先掌握了顶吹冶炼与喷射洗
涤对接技术，实现了两者的“同步控制
技术”，使金银直收率提高 1.5%，为企
业增加了大量的经济效益。25 年来，王
爱荣矢志不渝科技攻关，科研成果先后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安徽
省科学技术一等奖等奖项，她本人也被
评为安徽省技术领军人才。目前，该项目
每年可生产黄金 10吨、白银 400 吨。

“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是荣誉，更
是责任。”作为一名来自科技工作一线
的党代表，王爱荣对科技创新和绿色发
展不仅有切身体会，而且十分关注。她表
示要将基层科技发展过程中热点难点问
题带到会上、反映出来，不辜负党和人民
群众的重托。 本报记者 夏富青

不断攻克冶炼技术难题
———访党的十九大代表、稀贵金属分公司高级技术主管王爱荣 本报讯 为着力打造忠诚、干净、

担当的组工干部队伍，推动集团公司
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创新发展，从 5
月中旬开始，集团公司党委在组织系
统中开展了“迎接党的十九大，做合
格组工干部”主题实践活动，从结合
上级精神、活动安排、统筹推进、“两
个清单”四个方面着力，推动活动有
序进行，扎实开展，取得显著成效。

结合上级精神，抓好活动部署。根
据省委实施方案精神及省国资委党委
要求，集团公司党委结合实际，制定了
主题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5 月 15 日
召开了集团公司组织系统“迎接党的
十九大，做合格组工干部”主题实践
活动动员部署会。同时认真开展好学
习讨论这一环节，采取领导带头学、支
部集体学、个人自觉学的 “三学”方
式，制定个人自学计划，重点学习党
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
是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等，切实加
强组工干部学习教育。组宣部机关党
支部结合 “三会一课”、党员活动日
等，开展了 3 次集中学习讨论。在进
行学习的同时，还组织开展了革命传
统教育，集团公司组织系统部门负责
人近 40 人集体参观了皖南事变烈士
陵园和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开展向死难烈士敬献花圈、集体重温
入党誓词、实地倾听皖南事变历史的
党课报告等活动。二级单位也组织党
群工作部门人员、党支部书记开展革
命传统教育。

结合活动安排，抓好业务培训。在
学习教育的基础上，集团公司党委还
通过举办专题培训和集中研讨来增强
学习效果，先后举办了组工干部业务

培训班、基层党支部书记、基层党务工作
人员培训班、干部人事档案工作培训班，
共有 500 多人次参加，不仅对基层党建
重点任务、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党费
工作等进行了培训和研讨，还邀请省国
资委组宣处领导、省委党校教授等专家
学者授课，进一步提升基层党务人员在
党建基本知识、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和党
风廉政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
力，促进全公司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制度
化、规范化建设。

结合统筹推进，抓好中心工作。把开
展主题实践活动，与“讲政治、重规矩、
作表率”专题教育统筹结合。为深入开
展“讲重作”专题组织生活会，8 月中下
旬，集团公司党委在组织系统以支部为
单位进行集中开展，组宣部机关党支部
通过走访调研、集体座谈、发放调查表等
多种方式，征求本部门党员、各单位党群
工作部的意见建议，全面开展谈心谈话。
在专题组织生活会上，组宣部机关党支
部书记代表支部委班子说明征求意见和
查摆问题情况，提出整改措施，并带头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查找不足，进行
党性分析，明确整改方向。

结合“两个清单”,抓好整改落实。
认真抓好“两个清单”制定审核和整改
落实工作。集团公司每位组工干部结合
研讨会、专题组织生活会等征集到的意
见建议，深入查找不足和差距，形成问题
清单；认真梳理、深入剖析原因，逐条制
定整改措施，形成整改清单。领导带头听
取意见、带头查摆问题、带头制定“两个
清单”，高标准高质量落实“学、查、改、
促”四个关键环节，起到了很好的示范
带头作用。

李新民

集团公司党委“四结合”扎实开展主题实践活动

“迎接党的十九大 做合格组工干部”

11 日上午，中央环保督查组其中的港口组成员，由交通运输部马楠(中)组长
率队到铜冠物流金园码头现场进行环保督查。督查组在省地方海事局有关领导及
市港航局等相关部门人员的陪同下，来到码头现场，查看相关资料，并在现场逐项
检查排污、生产及办公场所垃圾回收、港区扬尘控制等方面设施及环保工作开展
情况。督查组所到之处，均采用拍照、拍摄等方式提取现场资料，并采取问答方式
了解企业环保状况。 陈玲琍 摄

“安全一家
亲”的宣传栏在
很多单位都有，
如何动态管理，
让安全工作做得
好的与做得不到
位的形成对比，
建安装饰装潢公
司近日对安全宣
传栏里职工安全
誓言实施 “对
照”比较，激发
员工自觉对照当
初各自安全誓言
的自觉性。图为
10 月 5 日下午
该公司组织的员
工对照情景。
江 君
汪文萍 摄

10 月 11 日
晚，在五松山剧
场由铜陵市委宣
传部举办的“喜
迎十九大”专场
文艺晚会中，一
曲黄梅大鼓《小
康路上》深情讴
歌了枞阳县黄岗
村原扶贫工作队
长、铜冠物流公
司职工张敏同志
心系困难群众、
勤奋工作，累倒
在扶贫一线的先
进事迹，深深感
染了现场来宾和
观众。张敏同志
（左二） 还与黄
岗村一名扶贫对
象应邀登上舞台，
接受了节目主持
人的现场采访。
王树强
项 武 摄

前不久，记者到厄瓜多尔米拉多
铜矿采访，在该国首都基多巧遇中国
第一、全球第三大手机制造企业———
华为驻该国分支机构。

据悉，华为公司自从 1996 年走出
国门，仅用 20 年时间确立了其在国际
通信行业的领先地位，目前业务遍及
全球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范围
覆盖全球运营商 50 强中的 45 家及全
球三分之一的人口。

其实，华为公司在海外扩展时也
是悲喜交加，多次遭遇到碰壁现象。曾
在美国先后 4 次进行最高收购，均以
失败告终。华为公司为吸取教训，针对
美国特定人群制造出一款物美价廉且
能上网智能手机，迅速占领美国市场，
并在 2011 年底就跻身美国智能手机
销售排行榜前列

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曾
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与人最大的不
同在于，你是真的活了一万多天，还是
仅仅生活了一天，却重复了一万多次。
华为正因为能从中国手机制造业中脱
颖而出，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骄傲，就是
信奉“颠覆不变，创新永恒”的企业理
念。

无独有偶，在异国他乡的米拉多
铜矿，笔者看到集团公司二级单位铜
冠矿建公司、铜冠建安公司、鑫铜监理
公司员工的身影，成为了安徽省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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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者一分子，尽管也吃了苦头，但也收
获满满。号称“凿岩铁军”的铜冠矿
建公司身经百战闯荡全球数个国家，
但头一次遇到降雨量大、地质条件极
其复杂的米拉多铜矿，铜冠儿女多奇
志，凭借“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
破岩中”的精神，在历经万般困难中
闯出新路。

铜冠建安公司由于首次走出国
门，尽管承揽工程的技术含量不高、工
程量也不大，但意义却不一般。“我们
来时真是两眼一抹黑，不仅要学习和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还处处碰壁，但比
在家面壁要好得多，能够近距离地学
习到中铁建、十五冶等一批央企项目
管理经验，主动适应市场，努力促进自
己的队伍成长。”铜冠建安公司米拉
多项目部负责人感慨颇多，既开阔了
眼界，又学到了经验。

路是人走出来的，没有比人更高
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目前，集团
公司正打造 “一强五优” 国际化集
团，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主动融
入并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
施。希望集团公司更多的二级单位要
积极行动起来，不仅要坚定地走出
去，还要走得更远、更稳，尽管前行之
路难免有荆棘，但只要上下同心，则
无往而不胜。

宁可出去碰壁
也不要在家面壁

□夏富青

1990 年，18 岁的他成了一名钻
探工，27 年来，他上山入地，恪尽职
守，出色完成了一项又一项钻探任务。

27年，参与施工钻孔 3000 多个，
个人累计进尺 4 万余米，钻孔合格率
99%以上，岩芯采取率 95%以上。见
证了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强！

27年，解决钻孔难题 100 多项，
排除用电故障 20 余次，没有因为这
些影响过生产。见证了一个人的技术
有多高！

27 年，带出 6 名徒弟，人人都是
独当一面的生产骨干，个个都是身手
不凡的带班班长。见证了一个人的作
用有多大！

27年，从一个普通钻探工成长为
众人眼中的“钻探能手”———矿产资源
中心高级钻探工施卫，用他朴素的工作
经历，演绎了探矿工人的不平凡历程！

钻探不仅是项高强度的体力活，
而且是要求细致入微的技术活。甭说
整天和钢铁石头打交道，一个班下来，
体力消耗非常大，工作服能拧出汗水，
累得精疲力竭，走路都打晃；一旦开
机，精力就要集中，既要观察钻机电

流、水泵水压、钻孔返水，标尺进度，又
要倾听钻孔内声音、设备运转状况，稍
不留神，就会出现钻孔事故，造成无法
挽回的损失，形容钻探工人“眼观六
路耳听八方”一点都不过分。钻探岗
位工作了 27 年的施卫，早已习惯了
这样的节奏。2008 年 5月的一天，在
安庆铜矿负 700 米中段东线施工的
探矿钻孔过程中，他正在聚精会神地
观察钻孔进度时，只听“嘭”的一声，
高压管从水泵脱落下来，像蛇一样的
扭动起来，水瞬间喷涌而出。施卫清
楚，钻孔内大量出水了，不采取封堵措
施，整个中段巷道将被淹没。钻孔堵
水？谈何容易！首先要把钻孔里的钻杆
取出来，钻孔内水压特别大，钻杆脱离
钻机会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来，异常
危险。他丝毫不敢大意，先在硐室帮部
固牢一个开口铐子铐住孔内的钻杆，
再小心翼翼地把钻杆一根一根从钻孔
里移出，浑身湿了个透。接着，又争分
夺秒地下堵水器，钻孔内水压异常大，
堵水器根本送不进孔内，巷道的水不
断上涨，情况十分危急，堵住出水口刻
不容缓！施卫当机立断，把孔口扩大泄

压，利用钻机把堵水器固定到出水孔内，
经过 12 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终于“降
服”了水患。这一年，施卫在这条工作线
上打了 26 个出水钻孔，无一事故，全部
合格。

2009 年 4 月，在安庆铜矿负 580
米中段施工的探矿钻孔中，遇到了的麻
烦。钻孔设计 500 米，采用组合钻具，施
工难度大，技术要求高。起初还算顺利，
当钻进到 120 米时，由于钻孔是 40 度
角，内管无法下到孔底，只好改用 6 米长
的直径 54 毫米钻杆，采取普通钻进法，
这种方法耗时费力，产量低，易偏孔，要
不厌其烦地上管下管，硐室内闷热难当，
汗水顺着脸颊淌，眼睛都睁不开，为了抢
进度保质量，施卫不辞劳苦，早出晚归，
精准操作，仅用 3 个多月就保质保量地
完成了任务。这是矿产资源中心当时井
下钻孔深度最深、口径最大的一个采用
普通钻进法的钻孔。他还未来得及分享
成功带来的喜悦，东马鞍山矿区实施的
地表钻孔又出了“岔”子，因地层复杂使
钻头受力不均匀，造成严重偏孔，鉴于当
时纠斜技术落后，钻孔无法施工，只有组
织技术力量强的钻探工从头再来，施卫
被点了“将”。套管下到位后，他就施展
自己的能力，采用高速低压，均匀进尺的
办法，为防止再次偏孔，和工友密切配
合，统一转速、统一转压，协同作战，提前
一个多月完成了任务。（下转第二版）

上山入地显身手
———记矿产资源中心高级钻探工施卫

本报讯 日前，冬瓜山铜矿自主
开展的多金属硫化矿无酸工艺研究在
试验室获得较大成功。

该矿在选矿生产工艺中，从 2007
年采用优先选铜加全尾选硫作业，由
于使用的硫酸为废液，酸浓度低且不
稳定，并含有大量的红粉，存在着添加
量大、成本高、易造成管道堵塞等情
况，造成选硫指标一直不稳定。针对这

些问题，该矿一直把选矿工艺技术改
造当作重点工作来抓，坚持每周二在
选矿车间召开选矿技术指标专会，现
场协调解决问题、商讨技术难题。同
时，组织选矿车间技术人员开展自主
技术攻关，从无酸工艺的研究方向来
破解这一难题，经长期不懈的努力，精
心试验，成功找到并掌握了无酸选硫
工艺。目前，该工艺采用价格低廉、无

毒、低腐蚀的常规选矿药剂达到了硫酸
工艺的技术指标，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使
用过程中不产生硫化氢气体，安全性能
有了极大的提高。

目前，该工艺正在选矿车间全面进
行现场工业试验，它的成功应用，不仅有
效改善了现场操作环境，从根本上解决了
硫酸的污染和危害，为职工创造了安全的
工作环境，也由于价格低廉，每年可节约
采购成本达到400万元，对国内乃至国外
同类高硫矿石矿山的选硫生产具有极高
的推广价值和社会效益。 邓禾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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