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 陵 有 色 金 属 集 团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主 办 E-mail:tlysb@tlys.cn 每 周 二 、四 、六 出 版 1
2018年7月5日 星期四 农历戊戌年五月廿二 第4105期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47 邮发代号：25—52 总第4422期

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铜陵有色
矿山开始尝试使用水泥砂石充填井下
采空区。至今，40 多年来，充填水泥，
成为铜陵有色井下空区充填的胶凝材
料。40 多年后的今天，铜冠建安建材
公司创新使用新型胶凝材料，替代传
统的充填水泥，工业试验取得良好效
果，满足了充填体强度要求与其他指
标，正在推广使用中。与传统充填水泥
相比，这一新型胶凝材料，强度更高、
环保效果更明显，与水泥相比成本大
幅度下降———胶凝充填材料替代水泥
的“新型革命”，正在蓄势待发。新型
胶凝材料替代传统水泥的背后，正鲜
明折射出铜冠建安乃至铜陵有色员工
“求实、创新、合作、自强”的企业精
神，也印刻着包括铜冠建安在内的铜
陵有色员工“创造成就未来”的开拓
勇气。

图发展，偶遇“他山之石”

铜陵市区西北角，有一条美丽的
滨江大道。大道北段濒临翠湖六路处，
铜冠建安新型环保建材公司便隐落与
此。这个外观清爽洁净的新企，建设之
初便投资一亿多元，2016 年正式建成
投产。立足于环保建设的宗旨，该公司
主要生产加气混凝土砌块、预拌砂浆、
蒸压标准砖及预制构件等新型环保产
品。与所有的新型企业一样，投产之
初，产能过剩的焦虑，随即也成为这家
新企必须跨越的困惑。

“产品与房地产关联度较高，当
时的房地产不算景气，产品的销售就
不理想，产能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砸下
去这么多钱，把这个企业交给我们，那
个急呀！” 投产 2 年后 2018 年的初
夏，新型环保建材公司经理丁成树清
楚记得当时的那个“急”：干粉砂浆的
产能 20 万吨，可接到的生产量，才一
两万吨；30 万吨产能的加气砌块，实
际生产量不过 20%；蒸压标准砖产能
则只占到 5%。一条“图生存、图发展、
图吃饱（产能）”的路，由此铺开：半
年里，铜冠建材公司一边加速投产，
一边“找米下锅”，另一边还奔赴安
徽工业大学求教、论证、考察其他建
材新型环保产品开发路上。在马鞍山
有关科研机构里，他们多次求证矿山
矿石充填发展前途，直到某一次的
“偶遇”：

2017 年春夏之交，丁成树和他的
技术团队们在安徽霍邱某矿山获悉，
该矿山正在使用由中国新型建材研究
设计院研制的一种新型胶凝材料用于
矿山充填。“别人能用，我们能不能试
试呢？矿石性质不同，尾砂性质有差
异，原理是不是相通、能不能针对铜陵
有色矿山不同性质的尾砂研制一种新
型胶凝材料呢？”在该设计研究院，建

安建材公司一行考察者敞开心扉，道出
本意，寻求技术支持。该研究院一位技术
副院长随后跟随他们来到铜冠建安建材
公司与相关矿山考察、分析、论证。得出
的结论是，“针对铜陵有色矿山不同性
质的尾砂，研制的新型胶凝材料，可以替
代传统充填水泥。”谁也想不到，本意仅
仅为了新企业那些机器能“吃饱肚子”
开始奔波的寻寻觅觅，演变成以环保、节
约为主旨的新型充填材料“革命”。一场
市场、技术与人才的融合大戏，在去年的
暮春时节即将开幕。

为梦想，无惧雨雪风霜

折腾的人，只是希望越来越好。这
句话，用在铜冠建材公司一班人试验
新型胶凝材料过程中，再也恰当不过：
去年 5 月，新型胶凝材料正式落户铜
陵有色的协议签订，3 个月后，铜冠建
材公司这个投产仅仅 2 年的新企业，
为梦想成真，便不再因循守旧：果断对
预拌砂浆的生产线进行大规模改造，
其他配套的生产线或生产工艺同时改
进。

当新型胶凝材料实验在铜冠建材公
司实验室内一步步实验过程中，集团公
司技术中心采矿研究所所长桂旺华带着
最得力干将日夜关注。新型材料实验过
程中，得到了集团公司、股份公司主要
领导的多次询问与关心。这一科研项
目，并立即作为“铜陵有色集团公司重
要科研项目”立项建设。不同层次的众
多呵护，直指一个目标，那就是，成功
了，铜陵有色矿山充填成本将大幅度下
降；以水泥为主的充填材料带来的环保
问题也得到很大程度地改善，为铜陵有
色建设绿色环保型矿山打下了良好基

础；顺带盘活的，还有建材公司这个新
企的产能。

去年 12 月，已是寒潮汹涌的季节。
在铜陵西北角长江之滨的铜冠建材公
司，冰天雪地里，所有参加新型胶凝材料
的实验人员却被怀揣的巨大梦想激励。
实验室内，灯火通明，日夜鏖战，每一个
实验数据都不会错过，每一个以分钟论
计的变化过程，记录在案。而在当年的 8
月份，数百公里之外的安庆怀宁县月山
镇，铜冠建安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工会主席王彬，爬上高出地平面数十
米的尾砂库，在摄氏 38 度的尾砂库里，
与铜冠建材公司经理丁成树双手扒拉清
理尾砂表层的厚泥：必须取出足够带回
实验用的尾砂。从与地面落差数十米处
的高坝上，两人手提 120 多斤重的尾砂
挪回车内，一趟一趟，全身湿透。如是这
番，从月山矿业公司的尾砂库，到安庆铜
矿的尾矿库，如法“折腾”。

———“辛苦，意味着责任与良心。”
铜冠建材公司党支部书记高明介绍，
“为了取到有代表性的尾砂，只能爬上
老尾砂库。选了 15个不同的点，代表不
同时期排放的尾砂。从公路抵达那个尾
砂库，2.5 公里的路程，车开不上去靠腿
走。脚踩荆棘与灌木丛，每次取一趟 100
来斤的样品，得花费 4个多小时。”

2017 年的年关逼近时，利用铜陵有
色不同矿山的尾砂开展的实验数据一一
出来。集团公司技术中心采矿研究所的
专家们无一不惊讶于新型胶凝充填材料
的独特：无论强度实验，坍落度实验，还
是流动性实验，泌水实验，其效果，均大
大优化于传统水泥。

今年 1 月 9 日，首批新型胶凝充填
材料被送往首个实验性使用的矿山———
月山矿业公司进行井下采空区实地充
填。

(下转第二版)

筚路蓝缕立新功
———铜陵有色矿山充填胶凝新材料诞生记

本报讯 近年来，铜冠矿建公
司党委在推进企业党建工作中，不
断改进党建工作方法和活动方式，
实现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
合，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
发展优势。

该公司党委确立了“一年达标、
二年巩固、三年提升”的战略部署，
全面推进公司党建工作再上新台
阶，向国际一流的矿山建设公司目
标迈进。该公司结合开展“四强”党
组织、“四优” 共产党员等争创活
动，制定了 《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
设实施方案》，按照标准化要求，以
标准化建设推进日常工作的规范
化，以日常工作的成效来检验标准
化建设的实效，积极推进创争达标
工作，提升基层党支部党建标准化
创建水平，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
覆盖率达到 100%。

在推进过程中，各党支部立足
各自实际，按照“硬件完善、软件规
范、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要求，
开展了富有特色的创建活动，规范
基层党支部软硬件建设，统一印制
党支部工作手册、党员会议、支委会
议、党小组会议、二级中心组、职工
政治学习、党员学习记录本等 “六
本一册”，统一格式规范记录和填
写党支部工作和活动台账，各党支
部做到资料台账齐全、分类清楚、内
容详实，便于各党支部之间对标管
理和上级部门统一检查；以生产经
营为中心，围绕经济抓党建。在安全
管理上，党务干部实行一岗双责，党
政工团齐抓共管，围绕安全生产抓
安全、促生产。通过积极开展党员示
范岗、党员责任区、党员增收节支、
党员身边无事故等活动，充分展现
了广大党员在工作上讲奉献、在生

产上带头攻坚的良好形象。各基层党
支部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围绕关
键节点任务和重点工程发挥模范引领
作用，积极开展义务奉献和突击攻坚
活动，加快工程进度；在增收节支、降
本增效活动中，各基层党支部组织党
团员积极开展回收、修旧利废活动。实
现了基层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深度
融合。

该公司党委对基层党支部实行交
叉任职推动党建工作开展，扎实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党委班子
带头开展党员教育、民主生活会，同时
对基层党支部实施联动考核，该公司
党委每年开展党支部书记党建述职评
议考核会，对支部“三会一课”执行情
况、日常党务工作完成率、满意度等进
行量化考核，支部工作与书记考核直
接挂钩。同时开展“党员先锋岗”“党
员责任区”“我为企业提合理化建
议”等党员实践活动，严格党的组织
生活，纷纷围绕如何加强党性修养，做
新时代合格党员，创新党建工作展开
了实践，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
作用，形成了热烈的互动氛围。

以党建带动群团组织建设，两级
工会组织结合生产经营实际开展系
列活动，关注员工生活，组织开展员
工体检、员工生日送去生日蛋糕卡；
定期开展员工满意度调查，针对满
意度调查中得分较低的项目适时整
改；主动将合同履约率、工资增长
率、员工满意率等指标纳入经营管
理目标体系。团委积极发挥青年团
员在重点工程建设、安全管理和社
会服务中生力军作用，营造干事创
业的浓厚氛围，增强了全体员工的
组织感和归属感。

曾红林

铜冠矿建公司
“红色引擎”助推企业发展

本报讯 日前，安庆铜矿对
600 余封职工家属的安全回信初评
之后，从中精选出 16 封职工家属安
全回信进行了最后的评审工作。最
终经过紧张激烈评审，该矿工程工
区职工陈文革妻子张名华、客车驾
驶员曹小玲儿子周锦全、月山矿业
公司驻安庆铜矿项目部职工杨积群
爱人孙云霞等 6 封家属回信感动了
现场评委并获得奖项。

此次活动是安庆铜矿 “强化意
识，防控风险”系列活动之一。据了
解，该矿自开展“强化意识，防控风
险”活动以来，积极发动“亲情”攻
势，各项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通过
家属安全座谈、安全一家亲照片上
墙、安全寄语、致职工家属一封安全
公开信等一系列活动，目的是让
“亲情感召安全”，企业与家庭联
手，通过职工家属常吹耳边风，达到

共同提高广大职工重视安全环保的自
觉意识。

自五月中旬一封安全公开信发出
以后，该矿陆续收到广大职工家属的
回信达 600 余封。每一封回信都是那
么的情真意切，饱含着对亲人满满的
祝福和浓浓的厚爱，对身边亲人从事
矿山安全生产工作表示关心关注，对
矿山这些年来狠抓安全环保工作和在
安全环保工作方面取得成绩表示支持
与肯定。为激发广大职工的工作热情，
进一步增强广大职工的安全环保意
识，该矿继续发动“亲情”攻势，一方
面组织职工利用班前会、安全座谈会
形式朗读自己家属的安全回信；另一
方面将具有代表性的职工家属安全回
信陆续发布到矿局域网上，号召大家
一起来阅读，从而进一步营造“人人
讲安全，大家齐宣传”的安环文化宣
传氛围。 胡耀军

安庆铜矿
以“亲情感召安全”开展家属回信评比

本报讯 近日，2017 年度安
徽新闻奖评选揭晓，本报记者陈潇
采写的通讯《两代人的敬业传承》
获得三等奖。这是她继获得 2016
年度安徽新闻奖二等奖和 2015 年
度安徽新闻奖三等奖后，再一次获

得安徽新闻奖等级奖。
安徽新闻奖是由安徽省新闻

工作协会主办的全省优秀新闻作
品年度最高奖，每年评选一次，旨
在鼓励广大新闻工作者牢记新闻
舆论工作职责使命，努力提高新闻

报道水平，多出精品佳作。本次评
选共选出报刊类 161 件、新闻论文
37 件、国际传播 10 件、广电类 167
件和网络类 60 件作品分获一二三
等奖。

本报记者

2017年度安徽新闻奖评选揭晓
本报一件新闻作品获三等奖

金隆铜业公司坚持质量第一理念，在企业日常生产中注重产品质量的全流
程管控，从原料进厂的源头开始就严抓质量不放松，确保阴极铜、黄金、白银和硫
酸等主副产品质量过硬。近年来，该公司产品质量一直保持稳定状态，赢得了市
场和用户的高度好评。

图为该公司质检人员正在对阳极铜产品外观进行检查。 章庆 摄

本报讯 今年，月山矿业公司
通过在职工中开展“星级员工”评
选，展现新时代劳动者的精神风貌，
引领员工爱岗敬业，岗位成才。

评选以面向基层、面向一线岗
位为原则，以提高现场作业效率、优
化改善经济指标和创造实用新技术
为重点。当选的“星级员工”，要政
治素质好，完成生产（工作）任务
好，团结协作好。在技术改进、技术

革新、先进操作法、合理化建议、对标
管理、信息化建设、5S 管理、QC 活
动、节能减排、挖潜降耗、增加效益等
方面有一定成绩的普通员工。

评选的星级员工中，有技术出色，
勤劳肯干的电焊工陈明；有善于创新，
勇于挑战的班组长容全睿；有经验丰
富，长于攻关的老师傅胡吉艮；有服从
企业劳务输出举措，展现公司员工良
好综合素质的陈灵龙；有恪尽职守，十

几年零失误的火工品采购员刘少山；
有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圆满完成任务
的工程施工和巡视员吴嘉旺……他们
甘于奉献、爱岗敬业的先进事迹受到
广大员工的称赞。

“星级员工”每月评选 1 名，当
选的“星级员工”可推荐为集团公司
“岗位之星” 候选人并给予一定奖
励。

鲍小康

月山矿业公司开展“星级员工”评选

本报讯 6 月 30日上午，技术中心庆
祝建党 97 周年暨“一先两优”表彰大会召
开，该中心党委负责人在会上作题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扬红船精神，做知行
合一的共产党员》的党课报告，成为会议的
主要内容。

《报告》回顾了“红船精神”的诞生历
史，深刻阐释了其具体内容、精神内涵和当
代价值。《报告》中强调，技术中心党委希望
该中心的广大党员干部都能在“红船精神”
的指引下，通过学习深化认识、通过思考加
深理解，以理论武装头脑，使“红船精神”成
为加快建设更高效率和更好效益的科技服
务型企业的不竭动力。全体党员干部要把握
深刻内涵，始终铭记“红船精神”；要认识时
代意义，持续传承“红船精神”；要贯穿发展
实践，切实践行“红船精神”；要奋力拼搏，
扎实推进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

会议表彰了 2017 至 2018 年度技术中
心涌现出的 1个基层党支部、2 位优秀党务
工作者及 10名优秀共产党员。与会党员共
同重温入党誓词。 萨百灵 张 蓓

技术中心开展专题党课
庆 祝 建 党 97 周 年

产品正在外运。

工作人员在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