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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时代的窗口，回望公元
1978，四十年大潮激荡，四十年春风
化雨。四十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
由此，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实
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
伟大跨越。

作为新中国最早建设起来的铜工
业基地，中国铜工业的摇篮，铜陵有色
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四十年来始终
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自我革命，
不断创新，实现了由单一原料生产向
全产业链循环转型，由传统型企业向
创新型企业转型，由数量规模扩张向

高质量发展转型，创造出了一个又一
个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公司先后获
得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家首批循
环经济试点企业、全国实施卓越绩效
模式先进企业、全国质量奖、中国工业
大奖表彰奖、全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
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先
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

由单一原料生产向全产业链循环转型

从建国初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铜陵有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建起了以矿山采、选和冶炼
粗炼为主要支柱及互相配套的门类比
较齐全的铜工业生产系统，创造了多项
共和国第一。改革开放以来，铜陵有色
一直在持续的促进产业链的完善，从矿
山、冶炼、加工各产业内部不断入手，打
造各产业循环经济圈，逐步实现由单一

原料生产向全产业链循环转型。
建设生态矿山。铜陵有色坚持走

绿色开采、保护生态的矿山建设新思
路，努力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成本，获
取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对新建矿
山，采用新模式和现代化开采技术，使
金属回收率和资源利用率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安庆铜矿“三高三少”（采矿
高强度、作业高效率、经济高效益；矿
山用人少、辅助设施少、企业包袱少）
新模式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创了国
内办矿之先河，在实践中走出一条绿
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冬瓜山铜
矿是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建设起来的矿
山，基本做到“废石不出坑、尾矿少入
库”，已经成为中国深井矿山开采的标
杆。矿山从设计到投产大量采用当今
世界先进技术与工艺，以国际一流的
工艺装备、亚洲一流的规模效益，国内

一流的管理体制，建设成为现代化生
态矿山。

打造绿色冶炼。铜陵有色现有
铜冶炼厂分别采用国际先进的闪速
炉熔炼、闪速吹炼、顶吹浸没式熔炼
新技术，其技术、经济、环保指标均
达国际领先水平，每年产能已经达
到 140 万吨，具有显著的低成本优
势。金隆铜业公司采用国际先进闪
速炉熔炼技术，通过不断挖潜改造，
使阴极铜产能从最初的10万吨提升
到 45 万吨，各项技术指标保持行业
领先水平；金冠铜业分公司采用当
今世界最先进的闪速熔炼、闪速吹
炼工艺技术，硫总捕集率达 99.97%，
水循环利用率达 97%以上，资源可
完全实现内部循环利用，成为世界
铜冶炼的样板工厂。

(下转第三版)

创造成就未来
——铜陵有色改革开放40年巡礼

本报讯 9月29日，中国共产党金
冠铜业分公司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会议明确提出“管理创新技术领先，绿
色发展打造样板”的战略目标，对今后
五年的建设发展进行了系统规划。会
上听取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金冠
铜业分公司委员会及纪律检查委员会
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两委”委
员。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会计师汪
农生出席会议。

未来五年，该公司将紧扣发展主题，
充分发挥奥炉工程项目部与金冠铜业分
公司两厂区系统工艺互补优势，着力提升
对奥炉系统的驾驭能力，整合技术力量做
精做强铜冶炼，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进一步促进综合产能规模再上新台阶。

以绿色发展为主题，该公司将强化
安全责任传导及风险管控，紧抓环保技
术升级，不断创新环保管理，全面提升
安全环保发展水平。同时，持续实施成
本领先战略，以提质增效为抓手，争创
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将深化改革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
强劲动力和保持企业持续活力的源泉，
金冠铜业分公司坚持贯彻落实新发展
理念，将更加注重机制转换和体制创
新，在人事、用工、分配制度方面不断优

化创新。发挥技术创新在企业发展中
的主导作用，围绕打造世界铜冶炼样板
工厂的发展定位和生产实际需要，瞄准
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对先进工艺技术、
进口设备的消化吸收和国产化改造，加
大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力度，逐步构建起
专业分布科学、年龄层次合理、技术能
力较高的人才梯队。

汪农生代表集团公司党委向新当
选的“两委”委员表示热烈祝贺，向为集
团公司改革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金冠
铜业分公司全体干部员工致以亲切问
候。他说，六年来，金冠铜业分公司深
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统筹推进项目建设，全面抓
好生产经营，大力实施管理创新，加快
体制机制变革，持续加强党的建设，各
项工作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新进步。

对于金冠铜业分公司未来发展，汪
农生寄予期望，他要求该分公司上下要
坚决讲政治担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要坚决抓安全重环保，勇
当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排头兵；要坚决抓
生产强管理，着力打造世界铜冶炼样板
工厂；要坚决促创新谋未来，争做行业
内高质量发展新标杆。 萨百灵

金威铜业公司板带分厂职工日前正在进行带板材剪切作业。金威铜业公司板带分厂1250横剪机组是该公司惟一生产
带板材的剪切生产线。该机组生产的带板材因板型好，性能优良，目前已成为国内高铁铜母排所采购铜板的主要供货源。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秋风起，凉意生。即使是阳光明
媚的上午，走在金隆铜业公司芳草碧
绿，树木葳蕤的厂区内，肩头脚踝，仍
不免觉得凉飕飕。

待走进了电解车间，一股暖意扑面
而至，秋日的寒凉瞬间消褪。而车间
内，与这股暖意相互映衬的，是热火朝
天的出铜景象：近400米长、30多米宽
的巨大厂房内，密密麻麻挤满了正在
电解槽中进行电解的阳极板。明黄色
的大行车“抓”起已经完成电解上面覆
满铜片的阴极板，呼啸着向车间另一
边驶去，机器人拨片手“拎”起阴极板，
左右开弓的向两边输送……

“我们每天出铜4组，每组18槽，
现在已经出了9槽。”国庆当天，正在指
挥着工人清扫现场的出铜班组长吴家
保说，这里总共有四万多块阳极板。

每块阳极板进入电解程序后，9天可出
单极（阴极铜），出双极（阴极铜和阳极
板）则需要18天。

话正说着，一辆装有新的阳极板
和不锈钢板的行车，在工人的驾驶下
声势浩大地驶来，在一空槽上方停住，
将阳极板和不锈钢板置于其中，落槽
后，立马有操作工拿着铁锹上前，手脚
并用的调整极距。

此时，行车已向旁边，将隔壁电解
槽内的阴极板“拎”出。守在一旁的工
人拿起水管，对着电解槽进行冲洗。

“每一次出铜都不能大意。”吴家
保说，电解槽内每块阳极板的间距，还
有电解槽的清洁度，都影响着电铜的
质量。

巨大的行车载着完整的阴极
铜，放置于电铜移载台车上，由操

作工检查，一旦发现不平整的阴极
板，便采用特制的小铁铲将覆在板
上的疙瘩粒打落。再由台车向前运
输，由机器人拨片手将玫瑰红色的
电铜自不锈钢板上剥落后，堆叠在
指定位置。

在电解车间外，玫瑰红色的成品
电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经由工人
打包，叉车运输，再被整齐堆放在一
处。

吴家保说，每年有20多万阴极铜
从电解车间产出，然后走向国内以及
国际各大铜金属交易市场。在这里工
作，感到自豪，也有压力，在国庆这个
特殊的日子里，自己和同事们十分愿
意以坚守岗位和加班加点的方式，为
祖国献上一份祝福。

陈 潇 章 庆

国庆长假忙出铜

10月1日一大早，笔者走进铜山
铜矿分公司生产区，干净整洁的厂区
道路两旁种满了各类花草树木，伴着
清晨的微风，空气里弥漫着桂花的清
香，综合楼前，上中班的员工们陆续
走进综合楼内，不一会儿，铿锵有力
的安全宣誓声音已从各基层单位的派
班室内传出。

8时30分刚过，笔者在新副井乘罐
大厅内，看到采矿区爆破班班长张兴国
和技术员聂进学同30多名穿戴整齐劳

保用品的工友们陆续通过指纹考勤
系统，踏上罐笼，伴随着清脆的信号
铃声，奔赴井下负 523米中段 4号矿
体 v-4 号采场，为当班爆破药量为
1260 公斤的大孔扩井爆破而辛苦劳
作。15时整，采场按时成功起爆，估
计可产矿量2500吨。

国庆长假的第二天9时许，笔者看
到新副井井口依然是一派繁忙景象，一
辆崭新的运矿车正被缓缓吊至停在井
口轨道上的两台小车上，采矿区副区长

李杰、维修班班长徐矿明及其班组人
员，大家各自分工，有指挥吊车的，有给
车辆调整方向的，也有准备工器具的，
大家正忙着将这台新运矿车运送到井
下负523米中段“服役”，由于车身过
长，新副井罐笼无法承载这台运矿
车，只有对车辆进行“解剖”后，分批
次吊装到罐笼内，再运送到井下工作
面进行组装。“这可是我矿第一台运
矿车，可真是缓解了目前井下出矿的
燃眉之急了，现在，井下采场也有了，
设备也有保障了，完成全年的任务咱们
有信心了……”正在拆卸运矿车油管的
李杰深有感触。

当日13时整，运转区维修车间内

正在上演着一曲技能比武的“交响
乐”。 一个个技艺高超的“蒙面侠”，
头戴防护罩，手持电焊枪，细心地在
材料焊接处不停点焊，在闪烁飞舞的
焊花中，电焊的滋滋声、锉刀的摩擦
声、锤子的敲打声此起彼伏，原来，这
是该公司年度电焊工技能比武正在火
热进行中。担任此次技术比武的一位
评委告诉笔者，参赛选手只有通过前
期理论考试的前4名才能进入实践比
武，比赛是进行 V 型坡口平板的对
接，评委将根据选手比赛时间、焊缝
外观质量、焊缝表面状态等进行综合
打分。

张 霞

假日不休为生产

本报讯 铜冠
（庐江）矿业公司“用
于井下出矿系统的
防堵溜井”“一种安
全、稳定的罐道”“一
种新型井下主排水
系统”三项实用新型
专利于日前获国家
知识产权局授权颁
发证书。

据了解，该三
项专利均源自于庐
江矿业建设生产、
实践工作中革新创
造。其中，“用于井
下出矿系统的防堵
溜井”属于井下出
矿系统的技术发明
领域。对原有的斜
溜槽不施工，新增
放矿漏斗代替斜溜
槽。不仅有效解决
了斜溜槽施工难、
安全隐患高的技术
难题，还减少了溜
井的堵塞，同时，方
便了震动放矿机的
检修。

“一种新型井下
主排水系统”属于井
下排水系统的技术
发明领域。新型排
水系统采用一条排
水管道环形布置，主
排水泵仅用一条出
水管道错位连接在
排水管道上。新型
排水系统既能满足
主排水系统设计要
求，又能避免传统方
案故障点比较多等
缺点。

“一种安全、稳定的罐道”是
属于竖井提升系统的技术发明领
域。将柔性罐道与刚性罐道相结
合，这样既可以保证箕斗在井筒中
运行平稳、高速，也可以保证箕斗
装载与卸矿时的稳定、安全。当箕
斗卸矿与装矿时，箕斗滑槽块通过
增设的木引道导入，在钢罐道固定
区间内运行，避免箕斗产生晃动，
确保了箕斗与井筒设施的有效安
全距离，从而提高装矿与卸矿的安
全稳定性，保障了提升系统的安全
高效运行。

黄从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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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新中国
69 周年华诞，市住建
委对天井湖公园旅游
度假区和滨江生态公
园等处新建 12000 多
平方米的花圃和多处
大型花坛，成了国庆节
黄金周市民游玩的好
去处。图为市民在铜
文化园广场上的“花开
新时代”花坛前留影拍
照。 殷修武 摄

本报讯 10月 9日，集团公司召
开第三轮巡察工作准备会，安排和部署
集团公司第三轮巡察的具体工作。集
团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李文出席会
议，巡察组全体人员及巡察办相关人员
参加会议。

根据部署，集团公司党委将成立四
个巡察小组，于10月15日开始，对技
术中心、动力厂、铜冠矿建公司、铜冠冶
化分公司、铜冠机械公司、金泰化工公
司、铜冠电工公司、矿产资源中心8个
党组织领导班子及成员进行第三轮巡
察监督。

在此次巡察中，巡察组将采取“一托
二”的方式，在被巡察单位驻守二周，采
取听取专题汇报、个别谈话、查阅复制有
关文件资料、受理来信来电来访、抽查核
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民主测评、问
卷调查等方式，对近三年以来被巡察单
位党委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党的建
设，履行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遵守党的

“六大纪律”，选人用人，贯彻落实集团公
司党委、集团公司重大决策部署以及公
司管理规定制度执行等情况进行监督。

李文在会上作动员讲话，他就集团公
司开展好第三轮巡察工作提出三点要求。

一要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巡察工作

的重要意义，增强从事巡察工作的责任
感和荣誉感。他指出，集团公司经过前
两轮巡察，积累了丰富的巡察经验，也
取得显著成效。两轮巡察为集团公司
党委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面
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我们要按照党的
十九大提出的新要求，坚持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二要集中精力，把握巡察重点。李
文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巡察组要
坚持问题导向，把握重点工作。要结
合被巡察党组织特点，因时因地因人
制宜，着力查找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
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
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方面的突
出问题，切实增强巡察工作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察。

三是加强能力建设，勇于担当作
为。李文要求，巡察人员要有高度的自
觉性，用更加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既要提高政治鉴别能力、谈话突破能
力、组织协调能力、明察暗访调查能力、
信访处置能力，更要有解决问题的勇气
和决心，尤其是涉及到群众利益的工
作，更要拿出推动工作的担当和魄力，
切实做好巡察工作。 陈 潇

集团公司第三轮巡察工作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始

10月10日至11日，集团公司在安工学院举办了为期2天的纪检监察业务培
训班。集团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李文作了开班讲话，并作了《领导干部要讲政
德》专题报告。2天的时间里，培训班还就增强规矩意识，保障职业安全，纪律审
查业务、案件审理业务和集团公司纪检监察信访工作业务进行了系统培训。集团
公司各单位纪委书记、纪委副书记及专兼职纪检干部，集团公司纪委全体人员参
加了培训。 本报记者 王红平 摄

金冠铜业分公司规划未来五年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