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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今年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铜
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丁士启有备而来，他带来
的几个建议都是对行业健康发展具有
实打实意义的。他对记者说：“矿产资
源开发、资源综合利用、绿色环保等都
是近年来有色金属企业关注的重点，做
好这几方面，是推进资源可持续发展，
推动行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有色金属是国民经济发展重要的基
础材料，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机械制造、
建筑、家电等大部分行业都以有色金属
材料为生产基础。随着制造业技术水平
的突飞猛进，有色金属在人类发展中的
地位愈来愈重要，它不仅是世界上重要
的战略物资、重要的生产材料，还是人类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消费基础材料。

“对相关不完备的法律法规进行修
订，对有价金属资源综合利用加以重

视，是有色金属资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保障。”丁士启说。为此，今年两会上他
带来了关于“修订《矿产资源法》相关条
款”和“加强有价金属元素资源综合利
用”的两个建议。

丁士启表示，当前我国现行的一些
关于矿产资源和固体废物的法律法规
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
1986年公布的《矿产资源法》，第一次
修正是在1996年，第二次修正是2009
年，时至今时已10年时间，其中规定的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矿产资源储
量进行审查批准制度，是不符合现行矿
产资源管理现实的，也不符合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工作的要求。其次，国土资源
行政主管部门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
案工作中权责划分不合理。在现行储
量评审备案制度下，国土资源行政主管
部门仅对储量评审的书面资料的合规

性负责，储量报告的真实性、可靠性由
涉及矿业权利益的报告提供者负责，这
种权责划分忽视了国土资源行政主管
部门在资源储量评审备案中的核心地
位的现实。为此，丁士启建议：“应明
确矿产资源储量实行评审备案制度，并
细化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
他希望，将现行的《矿产资源法》第十三
条“对矿产资源储量进行审查批准制”
修改为“对矿产资源储量实行备案管理
制”。同时，加强相关部门在办理评审
备案过程中的责任及义务，提高矿产资
源储量报告提供者的资质要求，切实保
障矿产资源储量的可靠性。

此外，他还看到一些固体废物在资
源综合利用方面存在的阻碍，他指出，当
前，我国对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的管理，
因为标准不统一、规范不细化，影响了企
业的运营以及相关产品的综合利用。铜

阳极泥是铜冶炼企业在电解铜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副产品，富含多种有价元素是
我国主要的产金原料，为我国黄金乃至
金融行业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
在许多地区，如江苏、内蒙古等地却将铜
阳极泥作为危险废物管理。

“阳极泥不是危险废物！”丁士启
说，“积极改善问题现状，促进行业健康
发展迫在眉睫。”

他建议，修订2016年版《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原则，制
定新的名录实施细则，具体列出各种危
险废物名称，解决当前部分概念性定义
描述不清晰的问题；明确铜阳极泥等非
危险废物的产品为副产品，加强规范化
管理，做到有效流转、高效利用；完善危
废处置权相关管理办法，明确危险废物
处置权，落实责任法人及责任者。

中国有色金属报 于 璐

丁士启代表：推动有色金属资源可持续发展

日前，铜山铜矿分公司工程区组织人员对T-150大孔钻岩机进行大修。为让这台
“香饽饽”尽快投入到矿山生产当中，工区机组操作人员主动参与到设备的大修当中，把
脉钻机的油路、管路、电路等，以巩固提高自身生产操作及维修技能。 吴 健 摄

本报讯 3 月 8日上午，集团公
司 2018年第四季度“铜陵有色好员
工”许海燕命名表彰会在金冠铜业分
公司召开。

“非常荣幸能获得‘铜陵有色好
员工’称号，这是我‘三·八’妇女节
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是对我今后
工作的一种鞭策和动力。我将以

‘归零’的心态，继续加强学习，努力
工作……”许海燕身披大红绶带激
动地发表获奖感言，现场掌声热烈。

许海燕是金冠铜业分公司奥
炉 熔 炼 车 间 动 力 中 心 一 名 动 力
工。主要负责整个动力中心所有
设备的日常点检、润滑、维保和现
场 5S 管理等工作。2017 年 10 月
奥炉工程正处于大干期，工程项目
各区域设备安装陆续进入高峰，许

海燕被提前抽调回单位，挑起带班
培训和动力中心项目建设现场管
理的担子。她每天往来于楼上楼
下，穿梭于各种设备之间，盯紧现
场，跟踪进度，全程把控设备安装
质量，做好现场清理整顿，保障施
工安全，不到一年时间，就整整记
录了 5本工作笔记。

2018年初，这个中心阿特拉斯空
压机首次单体试车。2号空压机启动
后声响异样，许海燕凭借职业敏感，判
定可能是空压机启动阻力过大所致。
她当机立断，将空压机紧急停机，并立
即排查问题，发现空压机出口阀杆已
经掉落，若不及时停机，超大启动电流
极可能会造成电机损坏。在她的建议
下，项目部及时更换了空压机的阀门，
从源头上消灭了隐患。

2016年5月，许海燕首次查出乳
腺癌，一直受病痛折磨。为不影响正
常工作，她主动辞去班长职务，请假
到上海做了手术，术后9天，便回到
单位上班。早年公婆因意外交通事
故，双双躺进医院，大半年生活不能
自理，她与家人日夜轮班，悉心照
料。周末也常领着女儿，随工会志愿
者去养老院、福利院看望老人和孩
子，曾被原单位评为“精神文明十佳
人物”称号。

与会人员还观看了许海燕先进事
迹视频短片。集团公司组织宣传部
相关负责人为许海燕颁发了“铜陵有
色好员工”证书、奖金。金冠铜业分
公司领导为其颁发了“精神文明建设
先进个人”证书、奖金。

陈幸欣 吴家富

许海燕当选集团公司2018年
第四季度“铜陵有色好员工”

本报讯 “3·15”前夕，安徽省名牌
战略推进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
实施综合评选，经安徽省名牌推进委员
会与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办公会议
联合审定，铜陵有色推荐的“铜冠牌”
环保治理专用硫化钠获得“安徽省名牌
产品”称号。

“铜冠牌”环保治理专用硫化钠由
铜陵有色铜冠投资公司下属的铜冠神
虹化工公司研制。“铜冠牌”环保治理

专用硫化钠在环保治理过程中，主要用
于金属冶炼企业砷与重金属的无害化
环保治理。环保治理专用硫化钠可以
与水体中的重金属离子生成硫化物沉
淀物，从而将游离态的离子固化处理，
实现水体的达标排放。这一科技成果
效应，也为安徽名牌战略委员会专家们
一致称道。

“铜冠牌”环保治理专用硫化钠的
诞生，是铜陵有色与铜冠神虹化工公司

不断强化与完善质量管理工作密不可
分。近两年来，铜冠神虹化工公司以对
生产现场影响产品质量的有关因素和
质量行为的控制与管理为核心，通过有
效过程控制，标准化生产流程，有效质
量管理体系，狠抓生产关键控制点，制
定严格的现场监督检验与评价制度，使
得这一安徽省名牌产品的工序质量，始
终处于严格的控制状态。

江 君 方 珍

铜陵有色环保治理专用硫化钠获“安徽省名牌产品”称号

春回大地，新绿初绽。安徽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开展植树绿化活动，将矿山绿色生态提
升行动落到实处。 萨百灵 邢应甜 摄

本报讯 日前，冬瓜山铜矿在全矿
职工中开展“传承好家风，弘扬正能量”
主题教育活动，以“家风”带矿风、促作
风、树新风，努力在全矿职工中营造爱
国爱矿、孝亲敬老、勤俭节约、崇礼重
德、诚信守法、和谐友善的家庭风尚，着
力提升全矿职工道德素质，打造和谐幸
福矿山。

为传承、弘扬家庭的优良家风，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矿主
题教育活动以“建设优良家风”为重点，
通过宣传发动、学习教育、寻找典型、评
选表彰、传承弘扬等五个方面“十一个
一”内容贯穿全年，培育全矿职工形成良
好家风，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在营
造浓厚的活动氛围中，这个矿向全矿职
工及家属发出一封倡议书，动员全矿职
工及家属共同参与，携手追求，进一步传
承良好家风，建设一个温馨和睦的家
庭。并遴选一些古代讲诚信、节俭、孝道
家风家训的经典故事，和矿山近年来涌
现的“安徽好人”“铜陵好人”“铜陵有色
好员工”以及铜陵市“最美家庭”等一批
矿山员工的典型人物，制作以“培育好家
风，传承好家训”为主题宣传展板在全矿
巡展，突出宣传传承良好家风的重要意
义，加强对全矿职工的教育，鼓励和引导
全矿职工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并通过开

展“我家里的人和事”好家风主题征文、
摄影及家风家教家训书法比赛活动，让
广大职工讲家庭和谐故事、晒家庭幸福
生活、展家庭文明风采、秀家庭未来梦想
以及家人间温暖感人的亲情故事。还精
心挑选一些关于家风家教的励志书籍和
影视资料片送到职工手中，通过阅读和
观看，让职工积极撰写心得体会，唤醒职
工心底的家风记忆，并能从自身做起，传
承优秀的家规和家训，共建和谐美好家
庭深厚的社会氛围。

同时，这个矿以庆祝建国70周年和
集团公司成立70周年活动为契机，举
办一场“爱国、爱企、爱家”主题观影活
动。要求各党支部适时组织全体党员
观看一部反映革命传统教育和“家风、
家训、家教”题材类的红色影片，让“爱
国、爱企、爱家”理念深深植根于广大职
工心田。并紧紧围绕矿山生产发展、经
营管理、安全环保、降本增效等工作，开
展一次征集“弘扬企业正能量献一策”
金点子建议活动，积极引导广大职工通
过好家风、好家训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
和工作态度，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发挥积
极作用。为使广大职工学有榜样、赶有
目标，这个矿党委还将在年终开展一次

“最美矿山家庭”评选表彰活动。
汤 菁

冬瓜山铜矿
开展“传承好家风 弘扬正能量”主题活动

本报讯 “党
建工作要求高，各
支部负责人还要
协助行政管生产
管安全。部门在
布置、安排工作
时，要尽量多为基
层考虑，不要把简
单 的 工 作 复 杂
化。”工程技术分
公司党委政工部
成员在部门工作
交流会上说道。
今年以来，这个公
司党委倡导部门
工作下沉，主动

“上门”，为支部
“量身”提供个性
化服务的党建工
作思路。

这个公司各
项目部驻点在业
主单位厂区内且
分散，需提供 24
小时检修服务，为
避免项目部来回
奔波之苦，履行好
部门服务、指导、
监督职能。2月份
以来，这个公司党
委政工部率先推
出了“支部工作
日”活动，转变工
作形式和内容，定
期在各支部进行
现场办公，实地解
决支部党建工作

中的难题疑点。
“没想到这刚上班你们就来了。”

活动第一站来到了这个公司金隆项
目部党支部。“拿到这本支部实录已
经一个多月了，这如何规范记录还没
完全研究明白。”实录是支部组织生
活的缩影，为了让刚担任这个支部副
书记的黄升平尽快熟悉业务，党委政
工部一行人以问题为线索，开始对症
下药，协助支部负责人解决党建工作
中的“疑难杂症”。“‘三会一课’是党
支部组织生活的基本形式”“发展党
员一共要经历5大阶段25个流程”

“党费收缴、管理等内容要及时进行
党务公开”…… 遇到支部有疑惑的
地方，他们对照支部实录进行一项项
讲解。

指导完支部实录的记录，他们
紧接着跟随着支部负责人的脚步，
来到了支部党员活动室，仔细查看
了支部组织架构、文件公示的更新
情况。同时，对今年的工作要点做
了大致的阐述，希望支部党员、职工
们一同对公司的党建工作提出意
见，全方位、多层面来丰富党员组织
生活，创新支部活动。“说实话，你们
来之前，我还有点紧张。作为党务
新手，支部工作还有点‘丈二和尚摸
不着头脑’，经过你们现场针对性指
导，工作理顺了，工作思路也明晰
了，真是收获颇丰啊，欢迎你们随时
来。”黄书记有感而发。

“怎样将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
党员活动开展的有深度、有效果”“如
何开展形式新颖的党日活动”“支部
如何操作‘学习强国’APP，完成党员
注册”这些记在工作记录本上的点点
滴滴是每周深入支部进行上门“贴
心”服务工作的关键词。 方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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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由铜陵市经信委
会同市科技局、市发展投资集团对申
报“小巨人”企业进行评审，铜冠投资
金神公司通过了2018年度市“科技小
巨人”企业认定。

科技“小巨人”企业的认定对象是指
从事符合国家、省市产业发展方向的高
新技术领域产品开发、生产、经营和技术
（工程）服务的科技型企业，应具有较完
善的企业创新体系、创新机制及与之相
适应的科研投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
牌产品、一定的经济规模和良好成长性、
良好的信用和较强的融资能力。

近年来，金神耐磨公司始终坚持

“产品创新”不动摇，充分发挥自身在
材料领域的技术优势，相继与北京理
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签
订产学研合作协议，从材料、工艺及应
用等方面大胆创新，积极开发新产品，
加快推进企业转型升级，企业规模和
产品质量均走在国内耐磨钢球行业前
列。目前，这个公司获得新产品和各
类专利30多项，先后被认定为“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铜陵市高强韧性锻造
（轧制）耐磨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安徽省名
牌产品”“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
业”等称号。 夏富青 徐金鑫

金神耐磨公司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认定

金威铜业分公司熔铸分厂职工日前在炉前作业。金威铜业分公司根据市场
需要，在规格1040毫米C2740铸锭的基础上，由熔铸分厂组织工艺人员和技术骨
干进行了技术攻关，并于近日一次性成功开发出1250毫米宽大规格的C2740铸
锭，为这个公司今年生产新增了一种大规格铸锭产品。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