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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冬日，在铜陵市经济开发区，
天寒地冻，而安徽铜陵有色铜冠投资金
神耐磨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我们
元月份生产任务5000吨，产品要销往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太原钢铁中国500
强等企业。”身穿蓝色工作服开发区分
厂厂长徐斌脚步生风，在车间里来回察
看锻球生产质量。

“这几年，我公司发展速度很快，
2018年产销量均比2016年增长四成
多，销售收入、产值实现翻番。”这个公
司经理王常志说。

产业转型升级 风光无限好
“及时号准市场脉搏，主动转型。

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
王常志谈起公司钢球的发展，满脸写着
高兴。

15年前，金神耐磨公司还是个小作
坊，年产铸球3000吨，产品用于集团公
司内部矿山。2004年，随着当时国内单
系列处理能力最大的选矿厂——冬瓜
山铜矿直径8.53米×4米半自磨机首次
投入使用，冬瓜山铜矿宣告正式进入大
规模开采时代，也拉开了金神耐磨公司
由铸球向锻球制造领域进军的序幕。

“大球磨机对钢球的抗冲击性要求
较高，传统电炉生产的多元合金铸球破
碎现象严重，且充填率和能量消耗大。”
王常志说，在获得国家科技部创新基金
立项支持下，金神耐磨公司与北京理工

大学、冬瓜山铜矿进行“产学研”合作，
经过长达数年不断研发、试验，延伸产
品规格，终于在国内率先制造出直径为
150毫米至200毫米的超大锻球。

“锻球在球磨时碎球率大大降低，
磨矿效率显著提高。”王常志说，超大型
球磨设备用高强韧性合金锻球不仅获
高新技术产品认定，还获“安徽省科学
技术三等奖”“安徽省重点新产品”等称
号。

花香自有蝶飞来。金神耐磨公司
领先生产的系列锻球在冬瓜山铜矿一
炮打响后，便一发不可收。产品畅销中
国黄金、中铁资源、太原钢铁、金钼股
份、马钢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并远销
巴基斯坦、刚果（金）等国家。行业影响
力及知名度逐年提升。

现如今，不断创新发展的金神耐磨
公司生产直径20毫米至200毫米的合
金锻球达到15个品种，产品广泛应用于
各类矿山、水泥厂、发电厂等工业领域。

从传统制造到创新创造，金神耐磨
公司成为国内锻球制造行业的龙头，锻
球生产规模目前进入全国前列。“锻球
由于具有能耗低、生产效率高、耐磨性
高、绿色环保等优点”王常志说，公司目
前连续两年钢球产销量达到5万多吨，
其中锻球产量占到90%左右。

随着选矿行业设备大型化发展，半
自磨的磨球面临严峻考验，磨球破碎成

为一项世界性难题。金神耐磨公司不
断摸索，利用自动化锻球生产线、数字
化热处理系统、国内首创磁谱时效等技
术，研制高性能半自磨机专用钢球。

科技打造精品 质量有保障
“仅2018年，我公司获得1项发明

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另有1项发明
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已进入实质审
查阶段。”王常志告诉记者，这是我们长
期与合肥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安
徽省机械研究所等合作的成果。目前
有发明专业1件，实用新型专利20多
件。

在这个公司荣誉墙上，许多奖牌十
分亮眼：“超大型球磨设备用高强韧性
合金锻球生产工艺”“磨球半固态凝固
成型技术研究”“超大磨机用新型耐磨
合金锻球制备工艺”被认定为安徽省新
工艺、新产品；“直径160毫米至200毫
米合金锻造钢球”荣获安徽省名牌；“直
径120毫米至200毫米矿山超大型球磨
设备用高强韧性合金锻球””被认定为
安徽工业精品……

在锻造车间，8台空气锤击打钢锻
声不绝于耳。钢锻在中频炉加热到一
定温度后，火红的钢锻被送入空气锤
中，经员工操作翻打加工而成。

“温度控制是钢球质量的生命线，
锻打后的红热态钢球立刻进入热处理
设备进行淬火——回火热处理。以前

都由人工手持红外测温仪逐个测温。”
徐斌说，不仅效率低下，产品品质也难
以确保。去年，这个公司和北京理工大
学合作，国内首创锻球等温自动控制
机，由机器替人工测温，减少了12名人
员。更重要的是质量有保证。

在数字化车间，徐斌指头圆钢锯切
机告诉记者，以前锻球由人工划线切
料，工效低且浪费料头，现在引进圆钢
自动锯切机，采用激光测距，工效比以
前提高3倍，锯切废料率由2%降低到
1.6%。

金神公司树立质量立企理念，利用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市级工程技术
研发中心等研发平台，通过科技创新驱
动推进高质量发展，成功出了一条“专
精特新”发展之路。全国市场占有率高
达53%，全省占有率高达88%。每年为
全国500强企业提供配套的耐磨产品达
到5万吨，占公司总销售收入75%左右
左；公司通过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
2008向ISO9001:2015的转版再认证。

锻球车间被认定为安徽省数字化
车间、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省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参
与起草的安徽省地方标准《直径 160
毫米至直径200毫米锻造钢球》于2015
年经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正式
发布实施。

（下转第二版）

铜冠投资金神耐磨公司——

科技创新铸精品 硕果满枝销路广
本报讯 2018年，冬瓜山铜矿克

服生产任务重、安全压力大等重重困
难，砥砺奋进圆满收官，铜料完成
32020.1 吨，采掘总量完成 512.1 万
吨, 选铜回收率完成89%，连续四年
实现达标达产。

以生产经营为中心，冬瓜山铜矿优
化生产组织、推进项目建设、强化设备
管理，产量任务圆满完成。这个矿强化
采出矿管理，加强冬瓜山60线以北盘
区供矿管理，开展采场底部废石分流工
作，新老区累计分流废石超10万吨，稳
定了出矿矿源和出矿品位，降低了损失
率和贫化率；冬瓜山60线以北续建工
程双系统成功投入生产，安全设施顺利
通过竣工验收，产量达到每天7000吨，
确保了冬瓜山产能的稳定；推行TPM
设备管理，加强设备点检和预修。全年
完成两次年度大修，完成300多项检修
项目，为2018年度产量任务的完成和
2019年生产奠定了基础。

以安全环保为前提，冬瓜山铜矿
强化风险预控、实施隐患闭环管理、加
大环保管理及安全宣教力度，本质安
全不断提高。推行“一法一单”细化安
全管理，对高风险作业中的风险进行
超前防控；加强“两作业一环节”的风
险预控管理，严格执行顶帮板分级确
认管理规定和有限空间作业分级管理
规定；坚持以季度综合大检查、专项检
查、季节性检查、针对性检查、日常巡
检相结合的多层次安全检查模式，排
除作业场所不安全因素，改善作业环
境，管控好各类危险源；加强环保设施
现场管理，严格落实井下水“三级沉
淀”管理，确保精矿生产废水处理系统

的正常运行；加强地表扬尘管理，落实
精矿车间、废石架头、新辅助井施工现
场防尘措施，做好矿区范围内固体废
弃物定期检查与处置工作；开展以“强
化意识，防控风险”暨“构建双重预防，
严格责任落实”为主题的第十四次安
全宣教活动，全年共查处不安全行为
885人次，不断提高职工安全意识。

以成本控制为目标，冬瓜山铜矿
落实责任、制定措施、严格考核，降本
增效成效显著。这个矿通过签订降本
增效承诺书的形式，压紧压实责任，做
到责任到岗、任务到人；围绕物资管
理、能耗管理、工程项目管理等方面，
在全矿范围内征集并制定107条降本
增效措施，量化考核指标，落实责任单
位和部门；对成本费用实行定限额考
核，加大成本费用的否决力度，将材
料、备件费用在年度预算的基础上下
降5%作为节支目标，与年度经营绩效
薪酬挂钩考核，提高成本考核效果，全
年材料、备件费用比预算下降1680万
元。多措并举，严格管控成本，这个矿
圆满完成了全年成本节约3500万元
的目标。

为确保矿山持续、高质量发展，冬
瓜山铜矿还以科技项目为载体，以深
井开采和矿石选别领域存在技术难题
为重点，在全矿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各项科技创新工作成绩显著，全年
完成技术革新2项，发明创造8项，授
权专利2项，先进操作法49项。其中，
实现冬瓜山矿床52线、54线盘区隔离
矿柱4个采场资源的安全高效回收，
回收矿产资源33.5万吨，各项指标均
达到设计指标。 方咸达 汤 菁

冬瓜山铜矿连续四年实现达标达产

本报讯 日前，铜冠铜箔公司开
二届二次职代会。会上明确了今年方
针目标是：精益求精拓市场，双百指引
谋发展；箔超三四锂过万，利润争创三
亿二。

2018年，铜箔公司面对一系列新
困难、新问题、新考验，立足现实，紧盯
年度目标，砥砺奋进，全年完成铜箔产
量32538吨，同比增长11.01%，其中
锂电箔6818吨，同比增长48.48%；实
现销售收入 25.69 亿元，同比增长
10.8%，顺利完成集团公司下达的利
润指标。

同时，这个公司按照国务院、国资
委开展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和省国资

委开展“深化改革创新发展”试点的要
求，对合肥、池州、铜陵三地公司进行
了有序整合。

今年，这个公司力争实现铜箔
34000吨，其中锂电箔10000吨的产
销量目标，提升营运效益，确保铜箔公
司在连续六年盈利的基础上，实现利
润3.2亿元。

为此，这个公司将重点围绕“五个
稳“开展工作：一是改变营销策略，切
实做好“稳市场”；二是优化精益制造，
切实做好“稳生产”；三是落实精细管
理，切实做好“稳职能”；四是科技创新
驱动，切实做好“稳引领”；五是加强党
建提升，切实做好“稳人心”。 何 亮

铜冠铜箔公司明确今年方针目标和工作重点

日前，安庆铜矿职工食堂一台新型厨具设备——电磁灶正式点火投入使用。
据了解，电磁灶是继燃油、燃气炉后的新一代加热设备，它不仅具有健康、安

全、节能、环保等诸多优点，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人员劳动强度，使用
电磁灶取代传统的高能耗炉灶是这个矿大力提倡节能减排的一项创新举措，也
是改善矿山民生工程的一项重要举措。 胡耀军 摄

天马山矿业公司员工正在交换浓密机轴承。日前，天马山矿业公司顺利完成
净化站直径30米的浓密机平面轴承更换工作。为了不影响污水净化工作的正常
进行，这个公司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提前使8000吨污水池预留出污水储存空间，
为维修人员更换轴承赢得宝贵时间。 朱 艳 黄叶贵 摄

金隆铜业公司电解铜堆场一片紧张忙碌景象，职工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工作着。这个公司虽然去年取得了矿产铜
和阴极铜产量双创新高的可喜成绩，但2019年开年之初就全力投入到新的任务目标之中，抓好每一天的生产，确保实现首
月开门红，为全年工作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章 庆 摄

本报讯 2018年，铜冠池州资源
公司实现选矿处理量13.54万吨，完成
铅 锌 金 属 量 分 别 为 1643.58 吨 、
703.692 吨 ，分 别 占 年 计 划 的
104.14%、108.13%、160.66%，超额完
成生产任务。

2018年，铜冠池州资源公司面临
供矿告急困难，全力攻关，井下全力保
供矿，选厂根据原矿品位变化和波动，
加大工艺指标管控力度，大力开展挖
潜降耗、节支增效等工作。选矿处理
量从去年一季度欠产后，逐月追补，全
年处理量超计划4.14%。虽然作业量
上升，选矿处理量上升，但是原矿品位

下降，导致金属量反而下降。这个公
司创新工作方法，有效应对原矿品位
低贫波动难题。深化细化“精采”作业
方案，稳定原矿品位：采用从矿柱设计
上优化方案，在薄层处、低品位处留矿
柱或留超大，在品位厚度高处多采超
采，改变规则留矿柱方案；在施工中强
化技术及现场管理，将设计方案结合
实际根据厚度、品位变化而变化；以台
班作业为基本单元，适当控制开采强
度与台班效率，减量提质，围绕提高品
位布置孔眼参数；针对绕不开的废石，
坚持分采分出，控制贫化；掘采运各班
组、各环节全员把关自觉围绕提高品

位提出具体办法。坚持以动态工艺模
式管控生产指标：选矿车间安排专业
人员了解当天的出矿地点，现场矿石
性质，分析、判断、预测并确定当天的
生产工艺要求，交付工段组织落实，

“因变而变”，按料下单”;加强选矿试
验指导，针对不同的矿石性质，选择对
应的磨矿细度和药剂制度，以动态有
针对性制定工艺方案，指导实际生产。

同时，这个公司通过强化对标管
理，QC小组攻关、班组员工分析活动、
班组之间经验交流、车间总结分析、专家
诊断指导，不断完善作业指导书，原矿品
位下降势头得到控制。 江 君 程 虹

铜冠池州资源公司完成2018年生产任务

本报讯 新年伊始，铜冠电工公
司党委按照集团公司《关于做好困难
党员调查摸底工作的通知》精神，召开
专题会议，部署开展梳理、摸排生活困
难党员工作。

铜冠电工公司始终将生活困难党
员的调查摸底作为关心爱护党员的一
项基础性行动，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
是的态度和“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组织专人对支部困难党员逐一摸排核
实，确保不漏一人。

申报过程中，这个公司各党支部
一方面了解困难人员的家庭结构、生
活状况及需求，稳定困难党员思想；另
一方面，各党支部根据摸排情况，认真
梳理致困致贫的原因，进行困难分级，
建立困难党员信息库。

在去年确定的困难党员基础

上，这个公司重点关注罹患大病等
困难理由较充分、致贫因素较大的
困难党员，严格做到“有异议的党员
不推荐”“困难条件不充分的党员不
推荐”。此次摸排工作底数清、情况
明、分类别、分层次，这个公司着力
构建党内激励、关怀、帮扶长效机
制。

萨百灵 岳 莹

铜冠电工公司开展困难党员摸排工作

本报讯 2018年，铜冠矿建公司
在国内经济有所下行、矿建行业竞争
激烈、安全环保压力增大等条件下，果
断应对挑战，攻坚克难，实现了持续较
快发展，全年产值利润均超额完成了
年度既定目标。

抓生产落实突出一个“狠”，生产
经营工作在坚持发展中实现新突破。
2018年，面对严峻的市场挑战，这个
公司以市场为导向，适时调整生产经
营策略，全面降低成本，有效增强了应
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在国内矿建行业
进入低谷局面下，生产经营总体保持
了良好态势，取得显著成绩。集团公
司内部工程有序推进，冬瓜山项目部
完成60线以北基建工程，新辅助井掘
砌到底；沙溪项目部提前完成“四个贯
通”，建成矿山安全通道；安铜项目部
完成马头山端部矿体工程。国内项目
稳步发展，山东招远项目部负1020米
水平至盲混合井实现贯通；云南大红
山项目部采矿、掘进生产稳定；甘肃金
川项目部工程全面完工。国外项目取
得成效，赞比亚谦比西项目部出色地
完成了生产经营任务；刚果（金）金森
达项目部斜坡道掘进稳步加快；蒙古
乌兰矿项目部超额完成了业主下达的
生产计划；厄瓜多尔米拉多项目部导
流隧硐硐内二次衬砌全部结束。

抓安全管理突出一个“严”，安全
生产工作在强化制度落实中取得新进
步。认真落实现场安全确认制、下井
挂牌等制度，扎实推进安全标准化管
理。严格落实领导下井带班制度，加
大下井次数与安全责任奖的挂钩考核
力度，各级带班领导把以身作则、履职
尽责落到了实处。坚持生产单位安全
自查、公司季度大检查、每周安全督查
制度，严查隐患和“三违”，全年累计查
处“三违”行为2863人次，以高压的态
势强化安全生产工作。强化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的安全监控，特别是对思
山岭项目改绞、天马山项目强酸水质
条件下井筒安装、姚家岭项目2号井
罐笼临时提升系统安装等项目加强组
织和监管，确保了安全施工。

抓市场开发突出一个“准”。这个
公司把市场视为战场，全面展开市场
开发攻坚战。其中，国内项目中标河
北马兰庄进风井竖井转平巷工程，国
外中标赞比亚谦比西东南矿体平巷开
拓、采准工程，井下供排水管道和管件
的采购加工及贸易业务以及蒙古国乌
兰铅锌矿的采掘、供矿等重大工程项
目等。全年累计新签续签合同50项，
合同总额8.5亿元。

王红平 陶 莉

铜冠矿建公司
2018年产值利润均超额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