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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31 日，安徽工业大
学校长魏先文率队来集团公司交流
访问。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龚华东，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丁士启接待了魏先文一行，双方就
如何进一步加深合作，实现共赢进行
了座谈。

魏先文表示，此次来访，是希望与
铜陵有色在原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

加强交流，尤其是在环保、节能减排、降
低成本等方面的技术交流。他表示，眼
下，铜陵有色正在积极建设一流的阴极
铜生产基地、铜基新材料加工基地、资源
综合利用的示范基地，打造全球知名的
“铜冠”品牌，安工大更愿意与铜陵有色
携手并进，为铜陵有色发展贡献一份力
量。魏先文还邀请铜陵有色出席安工大
9月 20号举行的 60周年校庆，共话未

来。
座谈中，安工大冶金工程学院、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等 6 个学院相关负
责人，以 PPT 的形式向集团公司展示
了安工大在铜冶炼和铜加工等方面的
科研成果。集团公司领导认真聆听、观
看，对与企业生产相关的项目则细细
询问。

龚华东对魏先文一行的到访表示欢

迎，并感谢安工大此次带来多项科研成
果。他表示，铜陵有色希望与安工大进一
步加强沟通交流，强化产学研合作，共同
推动技术进步，实现互利共赢发展。龚华
东要求相关单位、部门，对于事关集团公
司发展的科研项目要进一步与安工大对
接，期待尽快将科研成果进行转换，让
“用得着”的技术在铜陵有色“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陈 潇

集团公司与安徽工业大学深化校企交流合作

本报讯 9 月 2 日，中国企业联
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2018 中
国企业 500 强”榜单，12 家皖企跻身
其中。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以 2017 年营业收入 1573.45 亿
元，继续排在入围皖企首位。

中国企业 500 强以上年营业收
入为标准进行评比，今年入围门槛达
到 306.89 亿元，而去年入围门槛为
283.1 亿元。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有限公司分别以 2.4 万亿元、2.21 万
亿元、2.20 万亿元营业收入位列前三
位。上榜的 12家皖企分别为：铜陵有色
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116 位)、安徽海
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27 位)、马钢(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213 位)、淮南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219 位)、奇瑞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245 位)、淮北矿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276 位)、安徽江淮汽车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325 位)、安徽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392 位)、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399 位)、安徽国贸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426 位)、中科电力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437 位)、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465 位)。

上海、江苏、浙江入围企业数分别为
29家、52 家、48家，连同我省入围企业，
长三角地区今年共有 141 家企业上榜，
总体比上年增加 8家。 本报记者

12家皖企上榜中国企业 500 强
集团公司继续排在入围皖企首位

本报讯 8 月 29 日至 31 日，集
团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李文，集团
公司党委委员、股份公司总经理蒋培
进，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方文生分别前
往枞阳县钱铺镇、庐江县泥河镇、南陵
县开展铜冠希望工程捐资助学，赶在
新学期开学前将铜冠助学金送到贫困
家庭孩子们手上。

8 月 30 日上午，集团公司“铜冠
希望助学工程”捐资助学仪式在枞阳
县钱铺镇钱铺村大礼堂举行，李文出
席仪式，并为 90 名贫困学生送去助
学金 10万元。

设立“铜冠希望助学基金”，开展
捐资助学，改善贫困地区教学设施，资
助家庭困难的学子顺利完成学业，是
集团公司践行企业使命、履行社会责
任、弘扬社会新风的具体行动。捐赠仪
式上，李文对受助学生提出殷切期望，
并勉励他们坚定理想信念，持之以恒
努力拼搏，通过勤奋学习和不懈奋斗
早日成长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才。

8 月 31 日下午，在庐江县泥河镇
捐赠仪式上，铜陵有色公司向庐江县
希望工程办公室捐赠 10 万元铜冠希
望工程助学金。共青团庐江县委员会
向集团公司赠送 “无私奉献大爱无
疆”锦旗。

在助学金发放现场，受资助学生

吴智峰接过 4000 元助学金时动情地
说：“我今年高考以 660 分的成绩被上
海财经大学录取。是你们的无私帮助，不
仅解决了我入学费用的燃眉之急，更让
我看到了继续进大学深造的希望……”

捐赠仪式上，蒋培进表示，铜陵有色
在实现自我发展、贡献社会进步的进程
中，始终以拳拳赤子之心，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并在 2011 年
启动实施了“铜冠希望助学工程”，大力
开展捐资助学活动，旨在为许多品学兼
优、家庭贫困的同学奉献一片爱心，提供
一份帮助。

8 月 29 日上午，方文生将“铜冠希
望助学工程”助学金送到来自芜湖市南
陵县的 70 名贫困学子手中，帮助他们
实现求学梦想。

捐赠仪式在该县交通局二楼会议室
举行。20名大学新生及 50 名中小学生
共收到捐赠助学金十万元。南陵县希望
工程办公室向集团公司赠送锦旗，对集
团公司的公益践行和拳拳爱心表示感
谢。

在听完学生代表的发言后，方文生
说:“希望同学们能够一直自强不息，拼
搏进取，朝着自己对未来生活、学习的向
往不断前行，通过努力学习，早日成才，
并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回报我们的社
会。” 萨百灵 夏富青

集团公司开展“铜冠希望工程”捐资助学活动

本报讯 8 月 31 日，全省工贸行
业安全风险“六项机制”工作现场培
训班在铜陵有色公司五松山宾馆召
开。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刘道昆出席开
班仪式并致辞。省安全监管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李大华作开班讲话。

刘道昆代表铜陵有色公司对出
席全省工贸行业安全风险 “六项机
制” 工作现场培训的领导和同仁表
示欢迎。近几年来，铜陵有色公司不
断推行安全生产过程管控，连续三

年开展 “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
动，今年又开展“强化意识、防控风
险”活动。结合安全风险“六项机
制”建设的要求，集团公司下属金冠
铜业分公司、冬瓜山铜矿二个单位
在 2016 年率先开展了安全管控系
统建设，2017 年公司在下属企业铜
冠冶化分公司、金泰化工公司、金隆
铜业公司、金威铜业分公司四家单
位推行安全风险管控系统，今年公
司在所有生产单位全面推行安全风

险管控系统，旨在强化对安全生产各
类风险的管控。近几年来，集团公司安
全生产工作稳中向好。

李大华在开班讲话中强调，一是要
提高认识，担当履责；二是要直面问题，
防控风险；三是要实效培训，学以致用。

本次培训班由第四届安徽省安全生
产专家组成员授课，内容为《铜陵有色
金冠铜业分公司建设生产作业安全管控
系统应用项目》《马钢第一钢轧厂建设
安全风险管控“六项机制”系统》。培训
期间，学员还现场观摩了铜陵有色金冠
铜业分公司。

全省各地市安监系统负责人，省内
相关企业负责人、安环管理人员 70 多
人参加培训。

夏富青 徐 敏

全省工贸行业安全风险“六项机制”
工作现场培训班在铜陵有色召开

就谦比西东南矿体施工过程中的
技术重点难点以及施工过程中技术优
化过程，我们采访了项目部技术经理
丰宏宝。

东南矿体副井下掘过程中，极端
复杂的地质水文条件给施工带了极大
的困难。副井掘进至 130 米至 140 米
的时候，遇到了本单位竖井掘进过程
中前所未见的泥质白云岩，这种岩石
遇水就会化成泥糊状，加上副井井筒
内涌水量极大，这段竖井施工过程中
就没有完整的块状岩石，完全靠工人
手工将泥糊一点一滴往上清理。回忆
这段岩层掘进快结束的时候，一位赞
比亚员工在泥糊中摸到一块坚硬的岩
石，他开心地大喊：“stone，stone！”
在场所有人都开心地笑出了声，可想
而知这段时间工人们付出了多少艰辛
与努力。同时，总量约 400 立方米的
涌水也让井筒下掘工作举步维艰，为
了解决出水，要对每次下掘工作面进
行预注浆并对井筒内涌水进行抢排，
这两个工作结合在一起，简直就难于
上青天。大量的涌水会让淹没预注浆
的闸阀，每次需要关闸阀都得工人潜
水下去操作，每人潜下去旋转闸阀一
到两圈再换人接力，直到完成闸阀的
关闭。

由于副井的施工滞后，东南矿体
先安装了主井井架，副井的罐笼未能
及时安装到位，这又给平巷开拓以及
溜坡系统的施工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溜坡系统浇灰量特别大，这就意味着
需要大量的支护材料，黄沙、石子、水
泥的倒运占用了太多的人力物力。所
有的黄沙石子水泥等都需要在地表装
袋，再由工人手把手递到大桶里，运到
井下以后，又需要人工从大桶里一袋
袋提上来，最后再运至工作面。

为了加快工期，项目部在施工过
程中做了很多技术创新和工艺的改
进，很多时候都突破传统，打破常规，
改变步骤。在上下部矿石仓、废石仓掘
进过程中，采用平行施工，大大提高了
效率。

1080中段泵房施工过程中，充分
利用了无轨设备运输的长处，采用斜
坡道分层施工工艺，将原计划 5 个月
的施工工期缩短至两个半月。采用的
斜坡道施工工艺也荣获安徽省部级工
法荣誉，这是对项目部施工工艺的充
分肯定。

鉴于赞比亚当地的施工条件，项
目部还有很多的工艺创新项目。如上
下部矿仓锰钢板的挂设过程中，由于
当地弯设工字钢的能力有限以及使用
槽钢挂设的便利性，采用槽钢取代工
字钢进行圈梁的安装，取得了非常好
的效果，锰钢板挂设过程十分便利，极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当然，在东南矿体的建设中，铜冠
矿建公司创造了许多同类矿山未曾达
到的骄人战绩。积极推行的光面爆破
工艺，在东南矿体以及周边矿体的建
设中都是标杆。多打眼，少装药，增长
钎杆，提高爆破效率，很多巷道的掘进
获得了监理和业主的一致好评。同时
很多超长巷道的精确贯通也体现了本
单位的施工责任心和施工精确度，例
如南风井 680 中段至副井 800 中段
的超长距离贯通，全长超过 3100 米，
中间更有南风井 680 米中段至 800
米中段下坡道，标高差为 120 米，巷
道总长和巷道标高差都十分罕见，项
目部技术组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每隔
三十米布设中腰线，同时为保证贯通
精度进行了导线复测、敷设陀螺边以
及通风井内高程联系测量，最后贯通
精度符合测量工作规范。

周宗雄 吴 江

矿建儿女多奇志 异国他乡建伟业
———铜冠矿建公司谦比西项目部走访之二

冬瓜山铜矿是亚洲最大的深井坑
采矿山，主井系统每年要担负着 400
多万吨矿石提升运输任务，是矿山生
产的动脉和咽喉。集团公司劳动模范
郑守明是冬瓜山铜矿提升一区维修班
班长，他和他的班组就是这个矿山
“咽喉”的守护者。

笔者日前到冬瓜山铜矿采访，
恰好遇到郑守明和工友们正对主井
提升系统进行机械点检和钢丝绳检
查。当日 9 时 30 分，在主井井塔的 6
层，郑守明发现左箕斗平衡缸已经上
到位，他通过油泵对平衡缸加压，检
测到是平衡缸连通器油管破损。郑守
明立即和钳工组长吴孟先等人系上
保险绳，悬空更换连通器和油管密封
圈，而他们作业的脚下是 1200 米幽
黑深邃的井筒……郑守明介绍：“主
井提升系统工作量大、运行时间长，
每天都会有磨损，因此每天都要检
查，一定要做到一丝不苟，不能有半
点疏忽。”

提升一区承担井塔提升、皮带运
输、矿石破碎、粉矿回收和局部排水等

工作，大型设备有 20 多台，而这些系
统和设备维修、维护都要靠维修班来
完成。郑守明告诉笔者，他喜欢干维修
这一行，虽然苦点、累点，但觉得有一
种成就感。

既要保证矿山“咽喉”时刻保持
健康，又要确保每天不少于一万三千
多吨的提运矿任务，这不是一件轻松
就能完成的工作。由于生产任务重，冬
瓜山铜矿主井提升系统几乎都是满负
荷工作，因此留给维修班预检预修的
时间比较少，而且时间不确定。郑守明
和维修班就早早地做好维修前的准备
工作，只要生产有间隙，就见缝插针，
经常是快下班时有了维修时间，连班
加点的事几乎每月都有好几次。尤其
是在换绳作业期间，郑守明既充当
“前线指挥长” 的领导角色，又充当
“战斗员”的冲锋角色，每天工作时间
都在 12 小时以上，确保安全高效地
缩短换绳时间，为矿山的生产运行赢
得宝贵时间。

千米竖井首绳更换施工一直是困
扰矿山安全生产的难题之一。作为现

场指挥人员的郑守明清楚整个作业流程
和技术要求，同时又十分了解各个工种
的技术特点和技能水平。郑守明 20 多
年对起重工作的坚守，他参与更换矿山
各条竖井中的各类钢丝绳达 400 多根，
成就了他在冬瓜山铜矿起重行业首屈一
指的地位。传统的更换工艺作业时间长，
且必须逐根进行更换，工作量大，危险性
大，工期较长。郑守明和技术人员一起研
究换绳方案，不断优化施工工艺，换绳时
间由以前的十几天减少到七八天，再缩
短为三四天，现在换绳时间只要两天半。
这不仅减少了矿山停产时间，而且大大
降低了职工在井筒作业工作量，降低了
高空作业安全风险。2017 年，郑守明带
领维修班先后安全完成了首绳、罐道绳、
尾绳的更换，共计 24 根，两万六千多
米，总重量约 230 吨，共节约换绳时间
160 小时。

通过多年对竖井钢丝绳的维护保
养，郑守明已经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管理
方法，在深井钢丝绳管理技术上属于佼
佼者。过去主井首绳使用时间长的半年、
短的只有三个月，一套首绳价格是 60
多万元，更换费用还要 40多万元。现在
郑守明和他的班组通过勤检查、勤维护、
勤调整的“三勤”工作法，使首绳寿命延
长到 8个多月。

方咸达 汤 菁

矿山“咽喉”的守护者
———记集团公司劳动模范郑守明

本报讯 金泰化工公司未雨绸缪
做好今年最后一个季度的生产筹划工
作，出台 4 项措施，为今年平稳发展
力争画上圆满句号。

在内部管理上，该公司最后一个
季度里将对现有管理流程进行梳理，
堵塞各类管理漏洞，完成企业三大标
准的修订和完善工作，用标准指导工
作；开展各类标准、制度的宣传贯彻和
培训，培养员工守纪意识，提升自主管
理水平。

在人力资源工作上，该公司还将
进一步优化组织形态，提升工作和管
理效率。持续压缩劳务用工队伍，降低
用工风险，鼓励职工进行小改小革和
参与合理化建议，把节能落实到生产
和管理的每一个环节，杜绝能源浪费。
同时按照集团公司有关要求，定期梳
理和分析风险点源，将各类风险控制
在可控范围内。

在费用降低上，持续抓好“挖潜降
耗、提质增效”工作，采购方面坚持比质

比价、次多量小和机会采购，强化“零库
存”意识，规避存货跌价风险。一方面，该
公司积极利用相关政策，降低财务费用，
强化应收和应付账款管理，加强应收账款
回笼，确保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和资金安
全；另一方面，该公司还将持续压缩维修
费、办公费和业务招待费，实现全年同比
下降目标。

该公司还将持续开展好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全面落实
“两个责任”，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严格执行“三重一大”管理有关规
定，对集团公司单位督查反馈的问题进
行彻底整改；坚持开展廉洁从业警示教
育，推行廉洁承诺制度，增强防腐拒变能
力。强化意识形态工作建设，牢牢掌握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动权，利用好内
部网站、微信群等媒体，坚守主阵地、凝
聚正能量、唱响主旋律、发出好声音，为
公司改革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舆
论环境和精神动力。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高 敏

金泰化工公司四项举措确保四季度平稳发展

8 月 29 日，
天马山矿业公司
开展为期三天的
季度检修工作，
围绕 “安全、文
明、质量、进度、
成本”五要素集
中对关键设备进
行修理维护，为
下一步安全生产
奠 定 坚 实 的 基
础。图为员工正
在对新大井卷扬
机中罐主轴轴瓦
进行更换。

朱 艳 摄

9 月 2 日下午，省经信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王厚亮一行来集团公司调研两化融合工作，铜陵市副市长黄化锋陪同调研。
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丁士启在五松山宾馆会议室接待了王厚亮一行，并进行座谈。调研中，王厚亮一行听取了集团
公司近年来两化融合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发展重点和推进思路，目前信息化重大项目建设等情况汇报。王厚亮对集团公
司两化融合工作和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提出作为安徽省工业企业一面旗帜的铜陵有色，下一步在电子新材料等方面
要努力培育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希望铜陵有色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报记者 王红平 摄

省经信委副主任王厚亮来集团公司调研

金隆铜业公司生产的优质电解铜正在被铲运下线，称重包装后将直接进入流
通市场。入夏以来，该公司克服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因素，科学安排生产，激励员
工干劲，六七八三个炎热月份均超额完成生产计划，为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
下了坚实基础。 章 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