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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5月1日，铜陵有色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冶炼厂产出新中国第一
炉铜水。此后，第一冶炼厂改扩建项目——金隆铜业有限公司及阴极泥及渣选
矿项目——稀贵金属分公司相继建成投产。2018年1月，顺应有色金属产业链、
创新链融合浪潮，金隆、稀贵在新的时代场景下整合并进，携手开新篇。

创业维艰，改革之路又何其坎坷。一年间，新金隆步履坚实，历经磨合与转
型的风雨涤荡，呈现出了全新的风貌：智能、高效、协同，生机勃发。

新年岁初，正值新金隆迈出整合步伐一周年，本报推出“整合探索下的新金隆”
专题报道上中下三篇，与您一同回望此间的闪光历程，体味创新创造的坚定与执着。

本报讯 1月18日，金威铜业分公司
召开三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会上确立今
年产销量53000吨目标。

2018年，金威铜业分公司坚持以营
销为龙头，积极围绕公司优势产品、高附
加值产品进行生产和销售，调整营销策
略和方案，积极开拓LED黄铜、C1940、
C7701、C7025等产品的新市场，新接触
经销商20多家、客户100多家，新增客
户82家。2018年共销售产品48017
吨，创造历史最好水平。出口量8786
吨，同比增长29%，出口额3.9亿元。

今年，这个公司将以市场为龙头、以
质量为纲、以安全为保障，坚持中高端发
展方向，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强化绩
效考核，挖潜降耗、降本增效，奋力达标
达产，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力

争完成全年方针目标和各项工作任务，
这个公司确立了5项重点工作：在“改”上
下工夫，坚定不移地深化内部改革，助力
转型增效新成绩，激发内生动力，加快扭
亏脱困；在“量”上寻突破，坚定不移地加
强市场开拓，开创持续发展新局面。加
大市场开发力度，提高生产管控，夯实安
环工作基础；在“质”上谋跨越，坚定不移
地加快转型升级，打造品质至上新格局，
强化质量过程控制，坚持中高端发展，优
化生产工艺流程；在“降”上拓思路，坚定
不移地突出降本增效，增强扭亏脱困新
动能，严控预算管理，做好开源节流，成
立原料、分切、仓储“三个中心”；在“严”
上促建设，坚定不移地全面从严治党，营
造和谐发展新环境。

江 君 黄军平

金威铜业分公司

新年力争实现产销量53000吨

本报讯 1月18日，技术中心二届
二次职代会召开，对去年工作进行总
结，并确立了新年方针目标。

去年，这个中心经营业绩迈上新台
阶，超额完成集团公司年度考核目标。
其中利润较去年增长41.18%。全年开
展科研项目35项，取得授权受理专利9
件，其中发明专利4件。设计院新增大
中型工程设计咨询项目10余项，中小
项目170余项。

会上，这个中心确立了“练内功、强
改革、拓市场、促发展”2019年工作的
主题和“凝心聚力谋发展，苦练内功拓
市场；提质增效强管理，收入八二利一
三。”新年方针目标。其基本含义是：上
下齐心谋发展，聚精会神练内功，对标
行业先进水平，不断提升质量技术服务

能力，加强制度建设，完善体制机制，强
化全员绩效管理，提升组织绩效和全员
绩效，提高效率效益，坚持改革创新及
品牌建设，增强技术中心核心竞争力，
积极拓展市场；中心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8200万元，实现利润超1300万元。绩
效指标：科研计划项目完成率≥85%；
科研成果转化率≥85%；集团公司授权
（受理）专利数不少于30项；获得省部
级以上科技成果不少于4项；集团公司
新产品开发不少于6项；中心研究所获
得市级以上成果（专利）不少于6项；按
时完成技术中心相关资质复（评）审；技
术中心参与制定国家、行业标准不少于
2项；样品化验、电气检测、环境监测及
时率达100%。

夏富青 黄巍巍

技术中心新年方针目标“出炉”

从广东海亮到内蒙金剑，从新疆滴
水铜矿到上海海亮，2018年，铜冠建安
钢构公司的外部市场轨迹不断延伸，征
战版图持续扩大。企业的施工产值、利
润以及外部工程中标量均创历史新高。

来之不易的成绩，饱含企业的责任
担当，浸透着员工的辛勤汗水。做大做
强的梦想，正在这里一步一步成为现实。

1月19日下午，铜冠建安钢构公司
举办一年一度的迎新春联欢会，近三百
名职工干部欢聚一堂，共享发展成果，共
迎新春佳节。

这是钢构公司十多年来的坚持与情
怀。

无论是技术部、市场部、还是财务
部，每个部门都参与其中；公司领导、一
线工人，轮番上台，展示才艺风采。

盛会在“恭喜发财”的欢快旋律中拉
开帷幕，小品、歌舞，到魔术、诗朗诵……
一个个精彩节目次第登场，牵引着台下
的目光。

获得一等奖的音诗画《筑梦路上》，

回顾了钢构公司16年来从无到有，不断
突破自我的发展历程。从承接第一个钢
构项目——铜都环保，到首次迈出铜陵
承接合肥美菱的钢构厂房建设，再到三
度牵手海亮，钢构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拼出了一片天地。

这是钢构人对自己的总结与犒劳。
最佳管理者、优秀员工、优秀班组长

……对于每一位勤恳工作的职工，钢构
公司坚持在这特殊的时刻，为他们送上
荣誉和祝福。

最佳供应商、最佳业主……对于一
年来的合作伙伴，钢构公司同样评先评
优，既是感谢，更是激励。

让员工有价值，让员工为企业骄傲，
让员工的付出有回报。逐梦路上，企业
与员工的良性互动，让钢构公司行稳致
远。

迎新春联欢会表演环节在合唱《怒
放的生命》中落下帷幕。而钢构人心中
努力奔跑、追逐梦想的信念更加坚定。

陈 潇 马能飞

——铜冠建安钢构公司迎新春联欢会侧记

逐梦路上

本报讯 新年伊始，铜冠电工
公司与铜冠铜材公司重组整合的
铜陵有色铜冠电工公司积极谋划
布局七个方面重点工作，确保新公
司整合重组后转型升级、效益提
升，努力实现 1 加 1 大于 2 的整合
效应。

2018 年 12 月份，集团公司为
提升铜加工板块运营效率，优化资
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将铜冠铜
材 100%股权划转至铜冠电工，铜
冠铜材变更为铜冠电工全资子公
司。为积极稳妥实施两公司整合
重组，深化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
新铜冠电工公司 2019 年重点从七
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是稳步实施重组改制。按
照集团公司改革改制计划的统一
部署，积极稳妥地推进实施铜冠电
工与铜冠铜材的重组整合，明确目
标任务，分解落实责任，保持改革
措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结合公司

重组后的定位、发展目标、铜加工
行业的特点，让两个公司充分融
合，确保公司和谐稳定；二是全力
开拓产品市场。进一步加大开发
新市场、新客户的力度，进一步加
强和现有客户的沟通和交流，密切
跟踪市场变化和政策信息，以边际
收益最大化为导向，重点加大空调
压缩机、新能源汽车电机以及微晶
磷铜球等市场的开拓力度，努力提
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实现产销双突
破；三是盘活闲置设备资产。利用
铜冠电工本部闲置的漆包机改造
生产铝漆包线，下大力气盘活公司
闲置资产，加快实施技术改造，努
力使闲置设备产能得以有效发挥；
四是加大新产品开发。加速推进
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用漆包线、空
调压缩机用漆包线、铝漆包线、微
细线、微晶磷铜球等高端客户的开
发进度，优化产品结构，提高高附
加值产品占比；五是加快技改项目

建设。将设备管理从静态管理变
成动态管理，对现有设备不适应生
产要求的部分进行改造，充分挖掘
现有设备的潜力。5 年内对高速
漆包机分批进行节能改造，以降低
能耗，提高产品的盈利能力；六是
全方位开展挖潜降耗活动。以对
标为手段，确立横向以行业先进指
标、纵向以企业历史最好水平为标
杆，确保公司各类技术经济指标和
工序加工成本、采购成本、销售价
格向行业先进水平靠拢，提升企业
盈利水平；七是加强货款清欠和逾
期货款管理力度。加大资金风险
防范意识，在加大收款力度、加速
货款回笼的应收账款管理工作中，
引入对应收账款事前、事中和事后
的全过程风险控制，加强客户信用
管理、建立健全赊销审批制度、加强
合同管理以及应收账款台账管理，
加大货款回笼力度，减少呆坏账。

方咸达 华 伟

整合资源谋发展 突出科技重项目

铜冠电工新年谋划1加1大于2的整合效应

安徽省铜陵市金山西路两侧，金隆
铜业有限公司与稀贵金属分公司相对而
立。2018年始，乘国有企业转型发展和有
色金属行业供给侧改革春风，两家公司整
合序幕拉开。

天影长波里，双水合流更显浩荡之
势：一年间，主产品阴极铜产量创历史新
高；硫酸、黄金产量及全年累计处理的电炉
渣、转炉渣、固铍等物料均超年度计划，主
要经济技术指标突破历史最好水平，继续
保持国内同行业领先。

萦回而上，风帆再举。敢想、敢做，艰
苦年代传承而下的拼搏斗志，改革开放中
孕育出来的创新基因，为整合而成的新金
隆带来了开放兼容、不懈进取的精神气
质。2018年，新金隆阳极板生产量、处理
量首度持平，变大量外购阳极板为对外出
售；硫酸产品率先扬帆出海，出口销往海
外。

“聚焦完善有色金属产业链，积极推
进产业、业务、资源等关联性较强单位的专
业化整合。”刚刚闭幕的集团公司九届三次
职代会上，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纲举目
张。孤流不在，如今，一个集铜粗炼、精炼、

烟气制酸、贵金属回收、渣选矿等铜冶炼生
产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已成滂湃之势。

挖潜、互补、共享，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昔日里，金隆、稀贵生产系统自成一

体，中间环节产出的多余物料因处理能力和
费用的限制而低价售出或委外加工，其中含
铜物料的计价系数低至60%，无形间的资源
流失和成本消耗日积月累。

现如今，金隆升级改造后的电解净液
系统，可以自行处理稀贵生产中的分铜
液。一年里，处理的分铜液达到21480
吨，回收铜量770吨，每年增加综合效益逾
1300万元。

金隆硫酸镍生产过程中产出的黑酸，
现已不再全部返回电解系统，而部分进入
稀贵的贵金属系统。如此每年处理的黑
酸将有6720吨，节约下来的硫酸则达
6000吨，回收的镍量约50吨，综合效益也
有400万元。

资源难得，须得“吃干了”“榨净了”。
新金隆的资源循环利用思维不仅落子在
主系统的工艺流程优化上，也着眼于细节
处。

转炉检修后废弃的镁砖进入了他们
的视阈。这些废砖被送入稀贵工场进
行破碎后倒运至精炼课，与含铜耐火粉

料、粗铜包壳、床下物等杂料一同加进
转炉处理，一年下来就有500吨之多。
改变了传统的外销途径后，铜的回收率
得到相应提升。

金隆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文燕说：
“金隆与稀贵整合后形成了统一的生产指
挥系统，厂际沟通通道发生转变，而工序沟
通具备了条件。”

聚力之势业已形成，新金隆敢为人
先，提出“建设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绿色
冶炼样板企业”的发展目标，未来蓝图清晰
铺开。

前行中，水资源“梯级利用”概念正中
鹄的，循环利用产生的规模效应凸显。
月度节约废水2400立方米，年节约废
水处理费用115万元——这是工艺优
化后，稀贵综合回收课产生的废水送往
硫酸课废酸工序处理达成的结果。年
度节约新水365000立方米，节约新水
成本约70万元、清洁废水处理成本36
万元——这是工艺升级后，金隆硫酸清
洁废水送往稀贵渣选充当缓冷场补水
省出的效益。

（下转第二版）

——整合探索下的新金隆（上）

同源水合流 向新生

本报讯 经过一年的梳理整合，金
冠铜业分公司于2018年年底全面完成
奥炉项目部包含机构、人员、财务、业务
等在内的企业整合工作。

这个公司计划财务部在完成对原
“奥炉项目部”的并账并表工作的同时，
完成了“奥炉工程项目”预转固工作，实
现了两厂整合后这个公司整体运用一
套财务报表的目标工作任务。

经过前期的系统构建设想与设计、
后续的系统优化开发、数据整理收集、
组织架构调整、系统测试完善、静态数
据导入等工作，这个公司按照拟定的工
作计划和节点要求，已于日前全面完成
ERP一个套账下“双闪厂区”与“奥炉厂
区”两个成本中心设计构想，至此，这个
公司ERP财务业务一体化整合工作圆
满完成。 罗 新

金冠铜业分公司ERP财务业务
一体化整合工作完成

据《铜陵日报》报道，我市交警部门
在整治非机动车交通秩序中，对一位喝醉
酒骑电动自行车的违法者进行了严厉处
罚，众多网友纷纷对此事进行点赞，称“早
就应该这样严抓了！”

大家都知道醉驾机动车易引发交通事
故，“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成为驾驶
员的共识。然而很多人错误地认为，交警
查酒驾只针对机动车司机，非机动车不在
此列，即使喝醉了，也能骑车上路。殊不知
醉驾非机动车，同样是交通违法行为，同样
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笔者查阅《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
就有明文规定：“不得醉酒驾驶自行车。”而
且这条规定，早在2004年就已经实施了。

醉酒骑车同样是很危险的。因为人处
在醉酒状态下，往往意识不清，行为异常，
甚至失去理智和自控能力，很容易出现无
视交通信号、逆行骑车、闯红灯、不避让其
他车辆等危险情况，尤其是驾驶电动自行
车，车速较快，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因此，
市民对酒醉骑车的危害应有足够清醒的认
识。

值得提出的是，还有少数人对交警部
门查处醉酒骑车理解不够，认为是“多管闲
事”。笔者认为，这个“闲事”管得好，只有
依法硬起查处手腕，用查处机动车的力度
来查处醉酒骑车，才能让非机动车主心有
敬畏，行有所止，自觉遵守交通安全规则。

朋友，2019年春节即将来到，春节期
间走亲访友较多，互相喝酒共乐的次数频
繁，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您千万注意

“喝酒不骑车，骑车不喝酒！”
殷修武

注意！醉酒骑车也属违法

编者按：

日前，铜山铜矿分公司采矿区电修组员工对报废的振动筛电机进行诊断、修复，分析电机轴承损坏、线圈烧毁的原
因，彼此交流维修心得。这个工区鼓励员工相互学习，苦练技能，2018年修复63台电机重新“上岗”，保障了生产的持续
高效运行。

余 飞 摄

交流心得提技能

日前，池州市委书记王宏在铜冠有色池州公司有关负责人的陪同下到这个公
司铅分厂困难职工王银杏家中进行慰问。王宏详细询问了王银杏的身体状况和
家庭生活情况，勉励他克服眼前的困难，同时为他送上慰问金及新春的祝福。

叶 玲 摄

池州市委书记王宏慰问铜冠池州公司困难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