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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厄瓜多尔当地时间7月
18日10时30分，在“赤道之国”厄瓜多
尔萨莫拉——钦奇佩省旁圭市铜达伊
米镇，备受国际关注的中铁建铜冠投资
公司米拉多铜矿投产仪式盛大启幕，开
启厄瓜多尔矿业新时代。

随着厄瓜多尔共和国国歌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响，投产仪式正式启
幕。

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中铁建铜冠投资公司董事长杨军首
先致辞，向出席投产仪式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
来关心、支持和帮助米拉多铜矿项目建
设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在中
厄两国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下，在项目两大股东的强力推动下，中
铁建铜冠投资公司全体员工克服重重
困难，不懈努力，项目参建各方争分夺
秒，辛勤工作，经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一座现代化的矿山初步建成。

杨军在致辞中指出，今天的投产仪
式是米拉多铜矿项目建设中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开启了厄瓜多尔矿业新时代。
我们必须树立更远大的理想，确立更宏
伟的目标，采取更有力的举措，全力以赴
创造矿山更加美好的明天。为此，我们
要全力以赴把矿山“责任、尊重、承诺、团
队合作”的企业价值观，把矿山建设成为
实践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精品工程，
建设成为铜陵有色、中国铁建和厄瓜多
尔政府友好合作的典范，建设成为安徽
省在拉美地区的新窗口。全力以赴做促
进中国与厄瓜多尔交流的桥梁。积极传
播中厄合作的种子，始终做中厄友谊的
使者。我们坚信“世界一流、厄瓜多尔标
杆的花园式矿山”一定能建成！我们坚
信米拉多铜矿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中国铁建股份公司党委常委、副总
裁李宁在致辞中表示，中国铁建将与铜
陵有色共同努力，依法合规建设好经营
好米拉多铜矿，并以此为新的起点，在
厄瓜多尔政府指导下，为厄瓜多尔社会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汪春明在致
辞中指出，米拉多铜矿项目是安徽省积
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支持企业“走

出去”加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实践，
是安徽省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希望
铜陵有色以米拉多铜矿项目为契机，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安徽企业更好更多
参与厄瓜多尔的建设发展发挥好桥梁
和纽带作用。

铜陵市委书记李猛在致辞中代表
铜陵市委、市政府和170万铜陵人民，
向项目的投产表示热烈祝贺，向关心和
支持项目建设的当地政府部门、工程建
设者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他说，
中国有句古话，“志合者，不以山海为
远”。在米拉多铜矿项目的建设过程
中，厄瓜多尔国家主管部门、地方政府
严格的标准要求、科学的管理方法、高

效的工作节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厄瓜多尔总统代表、能源和不可再
生自然资源部部长卡洛斯佩雷斯，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厄瓜多尔共和国大使馆
经济商务参赞陈峰，社区代表、铜达伊
米镇镇长路易斯乌迪亚莱斯也分别作
了致辞。

米拉多铜矿由铜陵有色集团公司
和中铁建集团公司共同投资建设，铜陵
有色集团公司投资比重达70%。铜矿
一期工程总投资为18.9亿美元，设计规
模为年处理矿石量2000万吨，达产达
标后年产铜精矿35.4万吨，铜金属量
9.6万吨。

投产仪式上，佩雷斯、汪春明、李
猛、杨军、李宁共同按下米拉多铜矿生
产启动按钮。

厄瓜多尔能源和不可再生自然资
源部矿业副部长费尔南多、厄瓜多尔矿
业监管局局长安德莉亚、厄瓜多尔萨莫
拉钦奇佩省省督玻利瓦尔，安徽省国资
委副主任陈方、中国铁建股份公司资本
运营部总经理陈梦月，中国铁建投资集
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沛然也出席
了投产仪式。

投产仪式前，与会人员还参观了米
拉多铜矿采矿、原矿破碎及选矿等作业
现场。

王红平 钱庆华

中铁建铜冠投资公司米拉多铜矿投产仪式盛大启幕
开启厄瓜多尔矿业新时代

铜陵铜箔公司注重设备日常管理，以点检定修为重点，充分发挥点检员的作
用，通过“一听、二看、三手摸”，全面掌握生产设备的运行状况，做到早预知早维
护，以及时整改、消除设备问题或隐患，有效保证了设备的持续有效运行。图为这
个公司员工正在对生箔机设备轴承进行点检。 陈幸欣 赵 胜 摄

本报讯 厄瓜多尔当地时间7月
16日下午，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军陪同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汪春明，
安徽省国资委副主任陈方，铜陵市委书
记李猛到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拜会
了大使代办、政务参赞王新明，经济商
务参赞陈峰，并开展了会谈。集团公司
总经理助理、中铁建铜冠公司党总支书
记、总经理胡建东及中国铁建股份公司
有关领导也参加了拜会活动。

会谈中，王新明介绍了厄瓜多尔的
项且投资发展环境，对国内企业在厄瓜
多尔投资建设中遇到的困难，他表示，
大使馆也做了很多工作，全力去维护国
家企业的利益，同时，希望企业也要从

自身去找问题，加强沟通，完善相关的
合法手续和程序。我们这次的米拉多
铜矿项目，对厄瓜多尔来说是历史最大
经济规模的项目，厄方也有很大期待。
项目在投产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去
做，需要不断推进。

汪春明在会谈中，对大使馆在米拉
多铜矿项目开发建设过程给予的帮助
和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这个项目是
安徽省对外投资的最大项目，也是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倡议的“一带一路”重大
举措，希望大使馆在项目的下一步发展
上继续给予帮助，推进项目做大做强，
并通过项目来扩大我们国家的影响。

本报记者 王红平

杨军陪同省市领导拜会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官员

本报讯 1至6月份，铜冠（庐江）
矿业公司累计选铜回收率达90.02%，
同比提升1.28个百分点，“千万不要小
看这不足1.3个百分点的增长，可直接
创造效益近200万元。”这个公司质量
计量室主任贾帅说。今年以来，这个
公司针对选矿技术指标始终居下不
上，无法突破至90%关口的瓶颈问题，
组织精干技术力量，围绕工艺、设备
等，积极开展技术攻关，2月份选矿回
收率首次突破至90.02%，并逐月基本
保持在稳定状态，效率效益凸显。

优化工艺流程，环环控制排矿浓
细度。“为适应沙溪矿石硬度要求，我
们对流程进行了优化，采用半自磨+球
磨+顽石破碎的SABC流程。”这个公
司选矿车间副主任孔艳珍介绍道，“因
为引入了顽石破碎机，可以通过调节
半自磨磨矿回路，减少难磨粒子在半
自磨机内的积累”。经过初步加工的
矿石进入半自磨，半自磨产品经筛分
分级，筛上产品经过皮带运输机运至
顽石仓，再经皮带给矿机给到顽石破
碎机，把半自磨机中排出来的全部“难
磨粒子”经顽石碎机破碎后，再返回半
自磨机，将加工的“难磨粒子”和筛下
产物送至660旋流器组进行分级，合格
粒级矿粒进入浮选作业，粗颗粒进入
球磨机进行再磨作业。

球磨作业中，提高球磨机钢球充
填率可以有效提高球磨机的磨矿效
率，提高合格粒级产出，加之控制磨矿
分级泵入料浓细度、660旋流器溢流量

和分级压力，匹配矿石处理量，控制入
浮选矿浆的浓细度。“4月份，球磨机运
行功率从4300千瓦提高至4600千瓦，
660旋流器溢流细度从负200目65%
提高至70%，从而保证了入浮选矿浆
的浓细度。”孔艳珍说。

创新“五定法”，提升设备使用效
率。积极推行TPM设备管理方法，加
强日常巡检配套专业技术点检，实施

“五定法”——定责、定人、定时、定项
目、定点，时刻为设备“把诊问脉”，实
现设备管理全员、全方位、动态化管
控。同时，针对提升选矿技术指标的
QC和小改小革活动从未间断。通过
粗选精矿泡沫管道由原先的自流方式
改为泵送方式，有效解决了粗选浮选
机溢流槽经常性堵塞造成的浮选作业
稳定性不足，导致回收率指标下降问
题。此外，加固半自磨机进料口、改造
球磨排矿口、优化搅拌桶的PH计标等
小改小革，都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
效益。

激发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头脑风
暴”效应。这个公司经常性开展岗位
操作工专业技能操作培训，强化人机
磨合度。定期召开技术指标分析会，
总结分析钢球量、药剂、石灰等实时添
加数据，适时改变用量，改善指标。成
立由专业技术人员和岗位操作工为骨
干的技术攻关小组，开展技术实验和
攻关以及黄药选型优化试验，使药剂
整体使用量降低近20%等，起到了很
好的效果。 汪海滨 邢应甜 李沛原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多措并举提质增效

提高一点点 创效两百万

杨军致辞杨军致辞。。 领导共同按下米拉多铜矿生产启动按钮领导共同按下米拉多铜矿生产启动按钮。。

本报讯 从年初到7月份，铜冠电
工公司漆包线分厂首批6个“党员示范
岗”创建短短6个月来，每台漆包机单
位产品电单耗比去年同期下降 6.3% ，
同比节电117万千瓦时。这是铜冠电
工公司党员示范岗带来的新变化。

1月初，铜冠电工公司漆包线分厂
党支部将党建融入生产，让党员扛起责

任，以模范作为示范，创标准成为习惯，
利用主题党日开展“共产党员示范岗”，
将党建工作融入生产，促进降本增效。

这个党支部针对漆包设备电单耗上
升的难题，年初便组织骨干党员到班组
开展调研，通过参加班前班后会，机台操
作重点、烘炉测试等活动，梳理班组管
理、应对措施及安全风险等基本情况，找

出影响目前安全与生产的瓶颈问题
18 条，讨论通过了《漆包线设备精细维
护技术措施》《漆包线操作细则》等6个
改善提案，落实到各党员责任人。

在 6个月以来的具体操作上，这
个党支部首先是实施岗位岗日报制，
即责任党员每天必须巡检，收集责任
岗基础数据，建立好台账，开展对比

分析及总结提高；其次这个党支部创
新实施了“阶段评判制”，即分厂定期
召开技术评判、阶段小结等会议，责
任党员汇报已优化管控措施，相互交
流和借鉴提高，支委会形成书面总结
报告。

“课题攻关制”是这个党支部另一
个创新举措，即对单独不能解决的问
题，由支委组织责任党员开展小组课题
攻关，边整改边巩固边提升，确保节点
任务完成。将“示范岗”创建工作成效
纳入月度绩效考评，既给予薪酬奖励，
更对表现突出的党员优先推荐表彰。

江 君 华 伟

铜冠电工公司漆包线分厂党员示范岗创建半年成效显
同比节电117万千瓦时

本报讯 日前，铜冠投资金神公
司通过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认定工
作，这是这个公司一年前认定为“市
级专精特新企业”之后又获得一项新

殊荣。
近年来，这个公司注重科技创新研

发机构和研发团队的建设，始终坚持
“产品创新”工作主线，充分发挥自身在

耐磨材料领域的优势，相继与北京科技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
多所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从材料、工
艺及新产品应用等方面不断创新，加快

企业转型升级。
目前，这个公司获得新产品和各类

专利30多项。同时，还先后被认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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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精品”“铜陵市科技小巨人”等称
号。 夏富青 施家龙

铜冠投资金神公司通过省“专精特新”企业认定

投产仪式现场投产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