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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7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铜基电子材料及加工技术安徽省工程研
究中心揭牌暨年产 2 万吨高精度储能用
超薄电子铜箔项目（一期）投产仪式在
铜陵铜箔举行。铜陵经济开发区、铜陵铜
箔项目参建单位、铜冠铜箔公司负责人
和员工参加。

在投产仪式前，铜冠铜箔公司党政
负责人为铜基电子材料及加工技术安徽
省工程研究中心揭牌。铜基电子材料及
加工技术安徽省工程研究中心是由铜陵
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中南大学、合
肥工业大学等院校合作组建，下设电子
铜箔等三个研究室、三个中试线和一个
铜基电子材料检测与分析试验中心。此
工程研究中心建设和运行，将形成以电
子铜箔、高强高导铜合金带材、异型铜合
金带材为主体的铜基电子材料加工产业
群，对推进我国铜基电子材料的中游加
工产业向高端应用的下游深加工产业延

伸、打造具有完整产业链的铜基电子材料
产业集群，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铜箔机控制开关的开启，均匀转
动的钛辊慢慢披上一层黄铜色的“外衣”，
标志着铜陵铜箔项目正式拉开了试生产的
序幕。据悉，铜陵有色集团公司为做优做大
铜箔产业，投资 15.85 亿元在铜陵经济技术
开发区建设年产 2 万吨高精度储能用超薄
电子铜箔项目，一期工程于 2016 年 11 月
10日开工。铜陵铜箔项目的试生产，标志着
铜箔公司合肥、池州、铜陵三个铜箔生产基
地正式形成，铜冠铜箔公司的锂电铜箔产
品产量成功迈入行业第一方阵，为集团公
司在“十三五”末实现铜箔产能 5.5 万吨、
利润 5 亿元、国内铜箔行业综合排名第一
目标奠定基础，成为国内领导、国际一流、
持续发展的行业领军企业。

上图为铜陵铜箔生产基地成功生产出
一卷高精度储能用超薄电子铜箔。

夏富青 / 文 王红平 / 图

铜冠铜箔铜陵项目（一期）建成投产

本报讯 经过长达 6 年的奋斗，
2017 年 12 月 28 日中班，冬瓜山铜矿床
开采续建工程 64 线生产溜破系统通过
设备安装验收，标志着该溜破系统达到
设计每天 10000 吨的生产能力。

冬瓜山铜矿床开采续建工程是集团
公司重点工程，自 2011 年 4月份动工，6
年来，在集团公司的高度关注下，以铜冠
矿建公司冬瓜山项目部为核心力量的参
建各方，克服了深部开拓工作面温度高、

岩石条件差、水文地质复杂、工作量大、运
输线路长、生产基建交叉干扰等重重困难，
先后按工程节点计划完成了主斜坡道、胶
带斜井、盲混合井、负 790 米、负 850 米通
风系统、负 1000 米运输系统等工程。

该项工程如期建成，为冬瓜山铜矿床
开采生产能力接替创造了良好条件。今年
初该出矿系统将投入生产运行，将为冬瓜
山 铜 矿 后 期 生 产 打 下 坚 实 的 基
础。 罗建华

冬瓜山铜矿床开采续建工程

64线溜破系统通过设备安装验收

在 2018 新年到来之际，仙人桥矿业公司在大会议室举办了 “迎新年联欢晚会”（如
图），欢庆新年。 江君 周钧 摄

2017年 12 月 27 日，天马山矿业公司选金车间碎矿大班员工正在对磨损严重的 2 号皮
带进行更换（如图）。该车间利用年终停产检修时机，依靠员工自身力量，做好设备维护和
保养工作，为新年的安全生产奠定坚实的设备基础。 朱艳 吴奕敏 摄

亲爱的读者，当您手捧今天这一
张带有墨香的《铜陵有色报》，新年的
曙光已经开启了 2018 年的时间之门。

总是习惯于在这样的节点，追
忆过往。看看一年来做了哪些事情，
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通过对过去
的浏览，感知自身的进步，锁定努力
的方向。

2017年，处于改革发展关键期的
集团公司稳步疾行，提前完成利润
指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
矿山板块发展进入新阶段、冶炼企
业高歌猛进、铜加工产业渐入佳境。
改革发展、提质增效、国际化、科技
创新等工作全面推进，一项项行之
有效的战略规划落地生根，诸多掣
肘企业发展难题有了破解之道……

作为书写者和见证者，我们面对
自身的责任与使命，从不曾有一丝的
懈怠。我们忠实记录着集团公司的改
革发展史，全方位展现着企业的面貌
与风采。

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我们
立场坚定、从未偏离。沙溪铜矿、铜
陵铜箔建成投产，奥炉、米拉多铜矿
项目建设全力推进……有关企业发
展的关键节点、重要时刻，我们客观
报道，从未缺席；党建标准化建设全
面加强、巡察利剑出鞘……对于集
团的热点事件，我们及时发声，从未
沉默。

这一年，我们为集团公司取得的
诸多成就喝彩，也为自己的努力和坚
守感到欣慰。

在特殊的节点，我们还习惯于畅
想未来，说说新的一年要有怎样的新
气象，说说明年这个时候想做成什么
样。我们从未来的擘画里，坚定拼搏的
信念，汇聚前行的力量。

站在党的十九大和集团公司第二
次党代会开启的新征途上展望未来，
我们看到了集团公司改革创新的魄力
和锐意进取的勇气。调整主业，让以金
融贸易为核心的金融服务业快速壮
大；关停金昌生产系统，高瞻远瞩践行
绿色理念；提高岗能工资基准额，推动
人企共同发展……前行中，一个国有
大企的担当被充分诠释。

如今，金冠与奥炉、金隆与稀贵正
在整合，铜冠矿建主板、铜冠物流新三
板上市工作稳步推进，新产品不断研

发……这一轮改革发展大潮已经起
势，集团公司必将乘风破浪，实现新的
跨越。而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听从脚
步的催促与情怀的召唤，不避艰险、不
畏繁难，真正做到贴近企业、服务基
层、文化引领、传承创新。

事物总是相互关联。我们置身于
集团公司的改革发展的征程中，得到
关于自身成长的启示，那是奋斗的价
值、坚持的信念以及前行的方向。

我们为集团公司的下一程加油呐
喊，也为自己的未来歌唱。

2018 已经到来，亲爱的读者，新
年快乐！祝福你们，祝福我们，祝福新
时代。愿激情常在，初心如磐；愿征程
万里，与企共成长。

本报编辑部

愿征程万里 与企共成长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冬瓜山铜矿广大干群克服了生产技改交叉、产量任务重、安全压力大等重重困难，紧
紧抓住矿山生产建设这个重点，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统筹协调，加强经营责任制考核，加大挖潜增效措施落实，
圆满完成 32000 吨铜量任务，连续三年实现了达标达产，出色地完成了集团公司下达的成本和利润考核指标，
为集团公司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图为该矿选矿车间生产场景。 汤菁 摄

本报讯 在岁末年初喜迎
2018 年到来之际，铜冠矿建公
司召开三届二次职代会，对新的
一年工作进行统筹部署，理清发
展思路，确立新年目标，力争通
过把握新年工作重点，抢抓国家
“一带一路” 战略的发展机遇，
推动公司向国际化矿建施工企
业奋力迈进。

铜冠矿建公司 2018 年的
方针目标是：“改革创新促发
展，规范制度抓落实；精细管理
增效益，产值超十利争六。”围
绕这一目标全年需要完成掘进
量 96.58 万立方米 ，支护量
7.36 万立方米 ，采矿量 533 万
吨，确保全年实现产值超 10 亿
元、争取实现利润 6000 万元。

科学组织生产，保障施工进
度，是该公司新年工作的重心。
在国外工程方面，继续秉持稳步
经营的理念，稳扎稳打。在国内
外部工程方面，狠抓工期、创高
效，努力降成本，提高效益。在集
团内部工程方面，做到保主保
重，紧扣节点目标。

规范企业管理，强化制度落
实，是推动该公司新年发展的重
要举措。强化制度管理，进一步
梳理修订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加
大制度的执行力度，改进考核方
式，以规范的管理来促进企业的
发展。推进企业管理创新，进一
步深化对标管理、5S 管理，加强
全员质量意识，继续争创优质工
程。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满足公
司快速发展对高素质人力资源
的需求。大力开展降本增效工
作，积极落实公司制定的各项具
体措施，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到
岗到人，纵深推进降本增效。加
强科技管理，以解决生产难题为

出发点，大力开展科研课题研究，加快成果
转化，提高公司核心竞争能力。加强设备物
资管理，强化物资采购全流程管控，推行
TPM 全员全过程设备管理，不断提高设备
综合利用效率。

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是该公
司新年发展增添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稳
步推进主板上市工作，按照要求，制定目标
计划，建立例会制度，稳步推进公司主板上
市的各项工作。深化用工制度改革，深化分
配制度改革，进一步发挥绩效管理的激励
与约束作用。探索项目管理新模式，积极借
鉴国内外项目管理先进做法和经验，提高
项目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积极拓展市场，坚持走出去战略，是该
公司打造国际化矿建施工企业的抓手。针
对当前矿建市场竞争激烈，迎难而上，时刻
紧盯市场，积极参与竞争。在服务好集团内
部工程的同时，积极拓展集团外部市场，坚
持国际化发展战略，紧跟“一带一路”长远
发展方向，不断加快公司“走出去”步伐，加
大国际市场开发力度。以现有的赞比亚、刚
果（金）、厄瓜多尔等国外在建项目为平台，
积极开展国际交往与联系，努力创造条件争
取新的项目，并依托在建项目，带动机械修
造、机电安装、防治水等业务走出去，力争集
团外部的业务量达到 70%以上。

切实加强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实现
人企和谐发展，是该公司确保实现新年
发展目标的政治保障。全面学习宣传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提升党建
工作水平，增强组织凝聚力，为全面实
现“十三五”发展战略提供坚实的思想
保证。

王红平 曾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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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厚厚的一本台历在眼前
一天一天的翻完，不知不觉到了
2018 年。

只有回首过去，我们才知道
自己已经走出多远。过去的 2017
年，有许多值得盘点和审视。

对于集团公司来说，2017 年
可谓是厚积薄发，抓住了铜价回
升的有利机遇，有色金属和以金
融贸易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两
大主业稳健增长，矿山自产铜、
冶炼、铜加工等持续发力，产量
和质量稳中有升，提前完成全年
利润指标，为集团公司 “十三
五”全力建设“一强五优”国际
化企业集团的发展目标又迈进
了一步。

成绩来之不易，值得喝彩。而
关键是立足于当前和当下，做好
已经到来的 2018 年。

春的觉醒、夏的奔放、秋的收

获、冬的积蓄。我们每一天、每一
周、每一月、每一季都要过得从
容，干得更扎实。要有“不积跬
步，无以至千里”壮志，更要有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
高层”的气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
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的攻关期…… “质量第一”和
“质量强国” 被同时写进党的十
九大报告。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提出了经济
发展目标从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
发展，由“总量”切换至“质量”。

2018 年被人们列为质量元
年，集团公司发展也不例外，要全
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注重
安全环保、质量、效益、速度的协
调发展关系，实现人企共同发展
目标。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国
企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企业改革要敢于破旧立新，敢于

啃硬骨头和敢于涉险滩，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突出短板
和薄弱环节。敢于啃最硬的骨
头，善于接最烫的山芋，抓铁有
痕、踏石留印抓落实。要让“出
血点”的企业尽快止血，对长期
处于亏损、扭亏无望的“僵尸”
企业要坚决退出，把更多的资金
投入更有效益的企业，不断做强
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上下同欲者胜。2018 年，集
团公司又有一批重大项目要建成
投产，广大干群要有真抓的实劲、
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
韧劲，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千方百
计确保奥炉、米拉多铜矿等重点
工程建设速度，为集团公司可持
续发展迸发活力，让员工共享企
业发展成果。

风正潮平，自当扬帆破浪；任
重道远，更须策马加鞭。新的一
年、新的起点、新的梦想、新的征
程等着我们扬帆起航！新的机遇、
新的挑战、新的作为需要我们全
力去创造！

新年新起点 更要有新气象
□ 夏富青

2017年冬瓜山铜矿完成铜量 32000 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