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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春与夏交汇，花木扶疏，草长
莺飞，是新生，是希望。

经过9年时间，发展中的金冠铜业
分公司一如春夏时节的明媚模样，正青
春，朝气昂扬。

创新，创造。在陈旧的铜冶炼工艺
技术弊端凸显之时，金冠铜业分公司涉
激流，越险滩，革弊布新，应运而生。

2009年初，铜陵有色抢抓国家《有
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之
际，累计投资100多亿元，启动实施铜
冶炼技术升级改造工程，“双闪”项目、

“奥炉”项目全面铺开。
2013年1月18日，“双闪”项目正

式建成投产，成为彼时世界上一次性建
成规模最大的铜冶炼厂。

2018年5月18日，“奥炉”项目正
式投料试生产，创下同类工程建设工期
最短、投资最少、投产最快、安全零事故
的新纪录。

2017年12月11日，“双闪”“奥炉”
全面整合，金冠铜业跃居全国第一大单
体矿铜冶炼工厂。

时间急淌，这些关键节点，构成了
这家企业发展图景中的亮眼注脚。

金冠铜业无疑是崭新的，与此同
时，它也在不断更新着。

工艺技术之新：自信升级

“闪速熔炼、闪速吹炼”——金冠铜
业是世界上第二家采用这项技术的铜
冶炼厂，“双闪”项目也因此得名。

项目建成投产后，金冠铜业对于主
要工艺技术的消化吸收从未停止。揆

诸当下，“双闪”项目的56项主要经济
技术指标中，已有32项超过设计值。
阴极铜优质品率、铜冶炼总回收率、铜
冶炼综合能耗、电解电流效率、选矿尾
渣含铜、硫捕集率等多项生产技术指标
领先国际。

更新正是不断向前迈进，科研自信
也自此而来，“经过这些年的发展，金冠
拥有了多项核心自有技术。”金冠铜业
分公司生产部负责人臧轲轲介绍说，

“到目前，公司累计获得发明专利32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46项。其中，非
衡态高浓度转化工艺获得专利金奖，并
被2家企业引用，转让获利63万。”

有着同样升级背景的“奥炉”项目，
全称是奥斯麦特炉熔炼工艺异地重建
升级改造项目。如今，两个项目强强联
合，双方的互补性体现在哪里？

臧轲轲用了这样一个通俗的比喻：
“双闪”对食物很挑剔，要“吃”好料，但
它能耗低、效能高；“奥炉”则相反，它的
原料适应性强，难以处理的高杂矿、块
状物料……什么料都能“吃”得下去。

当下有为，未来可期。它们的整
合，带来了世界先进的闪速熔炼、闪速
吹炼、顶吹熔炼、智能数控吹炼、PC电
解、两转两吸、非衡态高浓度烟气制酸、
离子液高效脱硫工艺等各类成熟冶炼
工艺技术的一体化运行，也让金冠铜业

“打造世界铜冶炼样板工厂”的目标扎
扎实实的落了地。

环保之新：绿色升级

高效利用资源，是铜陵有色的企业
愿景之一。近些年来，铜陵有色所属企
业的蝶变一直处于进行时。

随着落后铜冶炼技术的淘汰和绿
色冶炼工艺的萌生，金冠铜业正以高

效、清洁、循环、可持续的状态大步向
前。

2019年5月8日，铜阳极泥资源综
合利用项目进入带负荷试车阶段，金冠
铜业铜冶炼产业链最终环节再次延
伸。按照项目设计，原本无法处理的铜
阳极泥经浸出、熔炼及硒回收、金银精
炼三道工序处理，将产出金锭、银锭等6
种产品。冶炼废渣变废为宝，预计年均
净利润逾2000万元。

论及绿色发展，金冠铜业多位部门
负责人都提及四个字：“吃干榨净”。

资源可贵，尤其是在已被列为资源
枯竭城市的铜陵。金冠人懂得，“非新
无以为进”的道理，深知要想实现高质
量发展，用好用活资源，重点、痛点，皆
在创新。

摸着石头过河，金冠铜业在原有基
础之上进行大规模的自主研发，创造出
熔体粒化+水处理+烟气处理的系统性
自有技术。“双闪”阳极炉产生的烟气将
分道而行：浓度高的氧化气进入制酸系
统，浓度低的还原气则进入脱硫系统。

分类处理后，脱硫成本降低，硫回
收率提高，含硫废气也成了有效资源。
从金冠铜业今年4月的环保数据来看，
废气在线监测合格率为100%，硫的捕
集率达到99.98%。

绿色发展线走得顺畅，得益于环保
红线守得好，“对我来说，环保必须要严
防死守。”作为金冠铜业分公司安全环
保部门的负责人，倪军斩钉截铁。

“重金属废水排放”也是金冠铜业
每月环保数据表上颇有分量的指标，而
这个数值从建厂初期至今都是零。倪
军说，金冠对雨水、生产废水、生活污水
和冷却水实行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和分
阶利用，厂区内已经没有生产性废水排

污口。

管理之新：模式升级

“新模式办厂”简单浓缩了金冠的
生存之道和发展模式。“新”在于打破陈
旧规则，这需要勇气与智慧。

向内探究，科学导向牵动各方力量，金
冠铜业对所属各生产车间的考核指标不再
盯着产量，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安全环保。

金冠铜业分公司硫酸车间生产二
班班长任文磊对此体会颇深，“硫酸产
量不作为公司内部考核指标，我们只考
核尾排指标，安全环保要求严格，我们
脑袋里记着的都是安全环保账。”

导向指针指向高质量发展，变局也
由此拉开。

考核变得不再“一步到位”，金冠铜
业建立起两级考核体系，从成本到生产
指标，公司考核车间的数值被定为红线
值，车间考核班组则会在此基础上再做
提升。以硫酸车间尾气二氧化硫浓度
为例，金冠铜业的考核标准定在了400
毫克每立方米，而班组的考核则要求低
于260毫克每立方米。

大环境在变，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
体也在不断更新。

“大工种及小岗位操作”制度在人力
资源管理的土壤中不断萌发。因为不设
定具体岗位，操作人员的技能锻炼涉及
到全生产链的各个环节，臧轲轲说，“在
故障判断上，员工们的技能更为全面。”

金冠是年轻的，也体现在其人员架
构的年轻化。据统计，金冠铜业35岁
以下人员占比达21.38%，敢于任用青
年员工，给予他们最大的信任和更多的
历练机会，金冠中层管理及骨干成员中
的青年员工也占下了一半比例。

萨百灵 吴家富

——高质量发展且看金冠（上）

“创”见未来“新”以为进
本报讯 5月 16日，市政协副主

席郑晓燕一行来集团公司，就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困难职工帮扶等有关情况进
行调研。还分别到金冠铜业分公司电
解车间、冶炼车间和金威铜业分公司板
带分厂进行现场调研。

在金冠铜业分公司，调研组一行听
取了这个公司生产负责人对企业基本
情况的介绍。分别深入到电解车间和
冶炼车间闪速炉中央控制室内，参观电
解生产工艺、铜冶炼生产技术和生产情
况，了解一线职工工作环境。调研组一
行对金冠铜业分公司按照“管理职能统
一，生产组织优化”原则全面推进企业
整合、多项生产技术指标国际领先，冶
炼废渣综合利用，实现高效、绿色冶炼
目标给予高度评价。

在金威铜业分公司，调研组一行深
入板带分厂，听取这个公司党政负责人
对高精铜板带采用国际先进的熔铸和
压延生产工艺的介绍，认真察看了黄
铜、紫铜、无氧铜、合金铜和框架材5个
系列的高精度铜板带成品展区。对这
个公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致力于生产
高端高品质产品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
并对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信息产业、汽
车、军工、机电、仪器仪表、日用五金和
装饰领域给予高度赞誉。

座谈会上，调研组一行听取了集团
公司相关部门的汇报，对集团公司工会

组织和职工队伍基本情况、主要工作完
成情况、今年重点工作安排、推进产业
工人队伍改革建设和深入推进解困脱
困工作制度化、常态化、精准化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了解。

近年来，集团公司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宣传产业工人
的地位和重要贡献，让全体产业工人都
能在共享共建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集团公司一贯积极履行企业主体责任和
社会责任，始终把“困难职工需不需要、
满不满意、帮扶效果好不好”作为工会帮
扶工作的“航向标”，创新解困脱困工作
新模式，构筑“按需定制，依档施助”帮扶
工作新常态。下一步，将继续坚持“输
血”与“造血”并重，在聚焦“四个精准”上
持续发力，使工会帮扶工作取得新成效。

郑晓燕感谢铜陵有色对市政协工
作的支持和配合。她表示，在金冠铜业
分公司和金威铜业分公司看到了先进
的生产工艺技术和高度自动化生产
线。企业的改革发展和转型升级，体现
出国企的责任担当和对广大职工关怀
重视，希望能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更
多职工，造福于社会，实现人企共同发
展和企业利益、社会价值的共赢。

市政协有关领导，市政协工会、共
青团、青联界别组全体政协委员，集团
公司工会等相关负责人参与座谈。

陈幸欣

市政协副主席郑晓燕一行来集团公司调研

“我矿的选矿药剂略有腐蚀，加药
机管道安装不到几天，短节处还是容易
漏量……”;

“频繁更换也不是个事，既浪费时
间还影响选矿指标，要不我们换个思路，
安排人员到其他矿山‘取取经’，看看可
有与我们选矿相匹配的加药机……”

日前，在铜山铜矿分公司选矿车间
磨浮工段加药机旁，行政主要负责人孙
浩正向车间负责人了解车间关键设备一
周运行的情况并对加药机出现的“喉炎”
进行“问诊”，这也是这个公司正在召开每
周选矿例会的一幕，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
次的会议的地点不在办公室，而是直接开
在了生产现场。

现场是发现问题的源头，也是验证

工作质量的“试金石”。今年，这个公司
改进工作作风，以务实、高效的原
则，创新会议形式，打破以往在会议室
听汇报的模式，把会议地点由“内”而

“外”的进行延伸，让管理人员零距离了
解当前生产、设备运行情况，收集生产
上亟需解决的问题，并利用集体智慧对
生产中重点难题及时进行“把脉”，现场
理思路、定措施，及时为生产排忧解难。

“以前大家都是坐在办公室里说问
题，问题都是空对空，现在把会场搬到了
现场，有问题，我们眼见为实，发现的及
时，解决的也快，既节省了时间，又提高了
生产效率，我为今天的现场例会点个
赞！”参加例会的一位选矿技术人员现场
点赞了当天的例会。张 霞 丁宜生

例会搬到现场开

金威铜业分公司板带分厂1250清洗线班长陈根杰日前正在指导学徒工操作。金威铜业分公司在抓好生产的同
时，注重加强新工人的操作技能培训，并积极安排一线生产技术骨干与新工人结对，开展传帮带，通过现场讲解和指
导，使新工人尽快掌握操作要领。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为给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铜冠铜箔公司铜箔一二工场去年专门引进双
幅分切机，但投入生产后，出现了操作难、外观检查难、处理问题难的问题。为了有效解
决“三难”问题，这个工场成立了一支由党员和业务骨干组成的突击队，通过实施严控车
间的温湿度和洁净度，定做分切机防尘罩，配备强光手电筒检查产品外观，党员在线行
动等措施，这台分切机切出来的产品品质稳定，客户反映良好，1至4月共生产铜箔66
吨。图为员工正在用强光手电检查产品外观。 何 亮 吴云霞 苗恬静 摄

铜冠建安钢构公司承接的沙溪铜矿矸石项目共有产品库、破碎车间、筛分车
间、缓冲仓4个新建厂房，5条皮带廊组成，总建筑面积约5240平方米，计划安装
工期90天，项目建成后将满足沙溪铜矿矸石加工需求。图为钢构件吊装正在进
行中。 陈 潇 谢玉玲 摄

“说句心里话，老公，作为你的妻子，我不
期待你能干多大的事，当多大的领导，我期盼
你每天传递给我的都是平安的消息……”

“爸爸，我把心里话说给您听，您是我和
妈妈的依靠，我们愿意承担起家里的事务，
我会好好学习，请您务必：高高兴兴上班去，
健健康康回家来……”

日前，冬瓜山铜矿举办的“亲情筑防线
同心保安全”职工家属安全演讲活动现场，
台上演讲者深情表白，殷殷嘱托；台下听众
聚精会神，为之动容。

演讲者有一线矿工质朴体贴的妻子，有
他们牵挂珍爱的儿女。演讲中，妻子的深情
表白，淳淳叮嘱；孩子的喃喃细语，殷切期盼，
表达出对亲人的牵挂和祝福，对家庭的爱护
和依恋，对安全工作的重视和责任。“安全”这
根绳，将演讲的职工家属与现场职工紧紧相
连，形成了一种直指人心的巨大力量，使整个
比赛现场成了安全教育的强大磁场。

“安全是一种爱，更是一种无可比拟的
美，而它的美往往体现在维系安全的行为过
程中。作为矿工的妻子，我深深知道井下作
业丝毫不能分神分心，更不能带着情绪下
井。作为爱人，我懂得让丈夫休息好，身体
好，心情好是多么的重要。”这个矿“十大标
兵”、掘进二区一线职工汪宝平的妻子章翠
道出了矿嫂的心声，朴实感人的话语让倾听
者深深感叹。

“今天，当我站在这里，真实看过，走过
爸爸上班的地方，我才深深理解我的‘岁月
静好’只不过是爸爸妈妈的‘负重前行’。我
只想对爸爸说：爸爸请您注意安全，放心工
作，我不会让您烦心的。希望您每天开车慢
一点，上岗工作时细心一点……”来自这个矿
选矿车间的职工袁缘有一位上小学二年级的
女儿袁嘉言，乖巧可爱，聪明懂事的她当天身
穿艳丽的红裙子如小精灵般站在台上，稚嫩
的语言，清澈的眼神，深情表达出最想说的心
里话，在场的观众报以热情的掌声。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充
满快乐，拥有平安，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
最后一个上场的是全国劳动模范、掘进一区副
区长王利胜的女儿王娟，演讲中她向观众“晒”
出全家人多年共同坚持的安全经，并用歌声道
出矿工家属们对亲人的挚爱，对平安的祝愿，
对家庭的守护。 汤 菁 牛守萍

——冬瓜山铜矿职工家属安全演讲侧记
说句心里话

本报讯 日前，铜冠（庐江）矿
业矿业推行“121”工作法，全面提升
安全环保管理水平，助力实现企业
安全绿色发展。

“1”个引领。以安全环保文化
创建为引领，着力创建安全环保文
化，营造安全生产良好氛围。矿区
范围内，随处可见的安全生产文明
标语、横幅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尤其在深锥浓密池、矸石利用项目
等施工现场，红色的标语格外引人
注意，时刻警醒职工安全的重要
性。同时，将安全文化创建同安全
管理相结合，以文化引领安全管理
工作，强化全员风险意识和风险防
控水平，职工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
意识明显提高，实现“要我安全”到

“我要安全”。
“2”个抓手。在营造安全生产

的良好氛围的基础上，这个公司以
反“三违”、现场管理为抓手。创新

开展反“三违”活动，实施班组岗位
作业人员遵章守纪结对联保机制，

“通过签订联保协议，除了按规定罚
款违章者外，还要按违章罚款的
30%处罚其联保对象，确保‘遵章守
纪’和‘三违’互相监督”，这个公司
安环部负责人邹贵胜说。四月份，
这个公司掘进、提升等生产任务创
历史新高的同时，曝光的“三违”数
量环比下降37%，同比下降29%，

“三违”现象明显改善。
加大反“三违”查处力度的同

时，还强化现场管理。安全督导员
日常巡检、安全员定期培训、周末实
行值班制等都成为常态。“今年以
来，定期召开区队长会议，至少一周
一次，并且要求项目部安全员每天8
时前和我们安全员碰头交接，及时
沟通、复核前一天发现的安全隐患
整改情况”，邹贵胜说，“安全管理的
重心永远是作业现场”。通过不断

加大现场管理力度，各项目部车辆
点检、锚网及迎头临时支护、作业面
尤其是独立迎头通风、各溜井口和
爆破器材的使用闭环等重点工作管
理也趋于常态化。

“1”一条主线。今年是开展“强
化意识，防控风险”主题活动第二个
年头，这个公司以此为主线，不断拓
宽活动深度和广度。安全培训、安
环管理大检查、班前安全宣誓、“安
全一家亲”“安全伴我行”等主题系
列活动如火如荼进行中。截至四月
底，这个公司培训新进员工509人
次，开展月度、季度及专项检查6次，
查处隐患139条，均已挂网限期整
改。同时，安全生产铸安行动、安全
风险“六项机制”“1+6+N”等风险管
控专项行动陆续开展，规定动作和
风险防范同步进行，全面推动安全
管理水平更上新台阶。

邢应甜 周建军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121”工作法 安环管理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