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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9日，集团公司2020
年工作会议在五松山宾馆国际会议中
心隆重召开。集团公司党委委员杨军、
龚华东、陈明勇、徐五七、胡新付、丁士
启、汪农生、蒋培进，集团公司外部董事
艾红卫、石俊、李家俊，集团公司总经理
助理周俊出席会议。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主
持会议。

会上，大家集中观看了集团公司电
视专题片《砥砺奋进七十载，凝心聚力
谱华章》，一起回顾了集团公司70年改
革发展历程。70年来，一代又一代铜陵
有色人始终坚守产业报国的伟大梦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难创业、艰苦奋
斗，推动企业实现大发展、大跨越。
2019年，面对风险挑战日益增多的内
外部发展环境，面对部分主产品价格震
荡下跌、铜冶炼加工费下滑、安全环保
压力加大等不利形势，集团公司上下坚
持苦练内功增效益、稳中求进谋发展，
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企业保持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尤其
是集团公司首次跻身世界500强企业
行列，大大提振了全体干部员工加快发
展的信心和决心，必将激励着每个员工
立足世界500强企业新起点，加快建设

“一强五优”国际化企业集团。
11家单位和部门结合各自工作进

行了现场交流发言。2019年，中铁建
铜冠投资公司经过多年努力，战胜诸多
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厄瓜多尔米拉
多铜矿建成试生产，标志着集团公司国
际化发展、全球化经营取得了重大突破；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优化生产组织，认
真抓好安全环保，顺利完成全年各项目
标任务，实现当年投产当年见效；安庆铜
矿优化技术经济指标，深入挖潜降耗，加
大产品销售力度，创造了良好的经营业
绩；铜冠有色池州公司抢抓有利机遇，深
化改革改制，在连续多年亏损后顺利实

现扭亏为盈；金威铜业分公司转变经营
方式，优化生产组织，加强市场开拓，顺
利实现投产以来的首次盈利。

杨军对每家单位和部门发言内容
进行了点评。

当天下午，参会人员围绕“如何坚
持以效益为中心，贯彻新发展理念，进
一步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如何有效防
范化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各类风险，进
一步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如何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开展‘强化
意识，防控风险’主题活动，加强外协队
伍一体化管理，进一步提高安全环保水

平？”等8个主题进行了分组讨论。
杨军在会上强调，2020年是集团

公司实施“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也是谋划“十四五”发展的关键之年，
做好今年各项工作意义十分重大。集
团公司各单位、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和省国资委
各项决策部署，紧紧抓住集团公司大
有可为、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贯彻

新发展理念，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
力以赴抓好生产经营、改革发展和党
的建设各项工作，全面完成今年各项
目标任务，打赢“十三五”收官之战，确
保集团公司在世界 500 强中站稳脚
跟、争先进位。

集团公司专家委成员，集团公司、
股份公司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各
二级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含主持工
作的副职）参加会议，集团公司和股份
公司机关中层管理人员、财务委派负责
人全程列席会议。

陈幸欣/文 王红平/图

打 赢“ 十 三 五 ”收 官 之 战

集团公司召开2020年工作会议

本报讯 刚刚过去的2019年，金
隆铜业公司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形
势，在有效生产天数大幅减少、原料
供应空前紧张的不利条件下，部署
安排好每一个班组、每一个车间的
各项生产，以时保日、以日保周、以
周保月、以月保年，环环相扣，最终
圆满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阴极
铜、硫酸产量超额完成预算计划，多
项冶炼关键技术指标创年度历史最
好水平。其中铜冶炼总回收率、转
炉日吹炼炉数较年度预算明显上
升；铜冶炼综合能耗、吨铜新水单耗
则大幅下降，向集团公司交上了一
张完美的年度考核答卷。

2019 年可以说是金隆铜业公
司近年来生产任务压力最大的一
年。上半年这个公司进行投产以
来首次三年一次的设备停产大修，
近一个月的检修时间迟滞了生产
进度；下半年受到国家对“废六类”
铜和“废七类”铜的限制及禁止进
口政策影响，这个公司作为重要原
料补充的冷杂铜采购出现困难，一
度出现无货可买的紧张局面，导致
原料供应几乎陷入“断炊”的艰难
境地。为破解难题，这个公司迎难
而上，勇敢担当，科学管理，超前部
署，将工作充分做在前头。2019 开
年之初，这个公司就及时召开职工
代表大会，向职工宣讲形势任务，
亮家底，摆条件，让职工明白，虽然
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总体趋势
是机遇大于挑战，提振士气，鼓舞
精神，树立职工信心。为将停产设
备大修的影响降到最低，这个公司

深化细化大修方案，及早规划预判
检修事务，设备大修前半年就开始
购买储存了数万吨阳极铜原料，确
保在设备大修全系统停产的情况
下，产出阴极铜终端产品的电解工
序仍能正常生产。

为打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无
米之炊”窘境，这个公司多策并举，
依托现代科技信息，在全球范围内

“找米下锅”，着力加大粗铜进口力
度，七月份以来，这个公司进口粗铜
量持续上升，每月达到六千吨以
上。来自加拿大、智利、墨西哥等国
的铜料源源不断进入，极大缓解了
原料供应荒。同时还利用集团层面
整体协调优势，从集团其他兄弟单
位购进原料，将资源共享优势发挥
到了极致，从而解决了原料短缺难
题。

除了想方设法将外部困难化于
无形，这个公司还苦练内功，在企业
内部生产、管理、操作、挖潜等方面
积极作为，精益求精，以确保生产行
稳致远。重点抓好闪速炉、转炉及
阳极炉等关键工序的物料平衡管
理，加强闪速炉工艺氧浓和冰铜品
位控制，做好闪速炉与缓冷场渣包
位数量及时联络，实现了闪速炉在
保持高投料量的同时，仍能保持均
衡生产。强化熔炼和原料工序对
接，尽量均衡配料，稳定冰铜品位。
精炼工序加强阳极板生成全过程控
制，降低阳极板中杂质含量，为电解
生产出优质阴极铜产品提供前提保
障，保持了全年生产安全稳定。

章 庆

无惧困难砥砺奋进
金隆铜业公司圆满完成2019年生产任务

本报讯 面对年度2180万元的
利润缺口，如何采取真招、实招和高招
解决难题，并最终实现利润5000万
元，安庆铜矿2019年打好了一场经营
翻身仗。

2019年初，根据集团公司下达的
年度考核目标，安庆铜矿结合自身生
产经营情况进行测算，利润缺口达到
2180万元。如何确保年度考核目标实
现，是安庆铜矿必须攻克的难关。为
此，这个矿将防范财务风险放在首位，
在与客户交易中，最大限度地杜绝承
兑汇票方式回笼货款，全年实现了全
部现款回笼目标，减少了资金风险并
提高了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强化全
面预算管理，严把支出关，发挥预算刚
性引领作用，严控预算外非生产性支
出，并每个季度召开一次经济活动分
析会，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强化成本的
前端控制。尤其是2019年7月，矿江
边码头在沿江大保护中政策性关停期
间，组织专业人员对拆除前的资产进
行详实清查，为资产评估的准确性打
下了坚实基础。

制定了《安庆铜矿2019年度“开

源节流、提质增效”实施方案》，对具体
降本增效指标进行细化分解，明确了
每个项目的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和责
任人，通过抓好重点领域成本控制、大
宗材料备件消耗、协力项目管理等，实
现挖潜降耗。并加大了科技攻关力
度，对铁精砂含硫高这一制约矿山经
营的难题，展开技术攻关并取得实际
成果，通过实施技术改造和工艺流程
的改进，使铁精砂含硫指标由过去的
1.2%下降到0.8%以下，打开了铁精砂
销售市场的新局面。另外，对于井下
边难残小矿体的回收、选矿回收率的
提高、尾矿再选及单项重点工程等，大
力开展劳动竞赛，调动了职工积极性，
达到了预期效果。过去一年，这个矿
通过开展提质增效等举措，全年实现
增效2200万元以上。

矿山还充分利用国家税收的优惠
政策，争取企业效益最大化，并使生产
成本有所降低，从而扩大了盈利空
间。针对基建带来的石料市场火热这
一机遇，在确保降低安全环保风险的
前提下，矿山一边强化石料的销售规
范管理，一边加大销售力度，全年销售

石料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获取了新的
经济收入。

去年六七月份，这个矿抓住铁产
品市场出现转机的利好时机，积极实
现“去库存”，组织力量清理了江边转
运码头和重介质厂多年积存的铁精砂
和再选铁精砂产品5000余吨，不但大
幅降低了矿成品的库存，还获得了较
大的机会效益。另外，这个矿还组织
生产、质计、运输和财务等多部门参
加，建立了铁精砂含硫预报制度，根据
预报结果对铁精砂产品实施分级堆放
和分级销售，共剥离出含硫相对较低
的矿产品10000余吨，通过采取市场
竞价销售，使每吨增利100多元。

矿山还进一步完善了材料、备品
备件的采购计划的审查，控制重复采
购，推进基层单位之间的材料调剂使
用，减少了库存。并积极推行进口设
备的国产化替代，又实现了铲运机轮
胎国产化替代的对比试验，并与商家
签定替代合同，此举较大地降低了设
备的采购成本。还进一步规范了内部
招标平台，使内部招标管理更加公平、
公正和公开。 杨勤华

开源节流 多措并举

安庆铜矿2019年抓经营结硕果
本报讯 日前，在安徽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新产品发布中，铜冠投资
金神公司的“半自磨机用（直径120毫米
至180毫米）高硬度高韧性耐磨合金锻
球”榜上有名，荣获2019年“安徽省新产
品”称号。

2019年，铜冠投资金神公司坚持科
技创新不停步，利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省级优秀企业技术中心”平台，不断将
生产技术重心向科技兴企方面转移，每
年投入科技研发费用比例占到销售总收
入的8％以上。为加快新产品的应用，
这个公司将创新能力视为企业发展动力
源泉，与北京理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安徽省机
械研究所等高等院校开展“产学研”合
作，双方针对“贝/马复相钢耐磨材料制
造技术”“CADI球墨铸铁耐磨材料制造
技术”“空间结构耐磨复合材料制造技
术”“具有复相组织高强韧低成本环保型
耐磨锻球的研发”等课题进行研讨和攻
关，并在终端客户处建立实验基地，掌握
新开发产品的相关数据和使用性能，不
断优化产品品质，满足了市场需求。

此外，这个公司运用“请进来、走出
去”等方式，积极与北京科技大学、芜湖新
兴铸管公司等共同研发新材料、攻关新产
品，进行批量生产，通过几个矿业公司的
使用，新产品具有高强度、高硬度、高耐
磨、抗冲击、低破碎率等诸多特性，既降低
单耗、提高生产效率，还降低了矿山的生
产成本，在性价比上取得良好效果，为国
内新型超大矿山球磨系统生产进步发挥
了推动作用。同时，严格执行科技创新奖
励办法，加大科研知识产权申报力度，通
过小发明、小革新、QC小组等方式降本增
效，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质量。这个公司
已获授权专利总数达到46项，“一种耐冲
击合金磨球的制作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授权。对热处理系统进行自动化改造，
提高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完成了自动上
料系统、半自动装球线、铸造电炉、铸造浇
注系统改造等项目，大大降低员工劳动强
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夏富青 戴宝希 徐金鑫

铜冠投资金神公司
一产品荣获“安徽省新产品”称号

本报讯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
2019年全年完成销售铜精砂64000
吨，销售额 6.59 亿元；铁精砂 30520
吨，销售额 1600 多万元；矸石产品
27.34万吨，销售额2359万元，保质保
量完成了全年销售任务。

在主产品铜精砂销售上，这个公
司为了减少销售差价，按照《铜精砂购
销合同》中关于铜精砂品位标准要求，
同时根据矿山每天产品特点，合理现
场配货。销售人员每天根据产品品
质，化验结果综合比较，前日细致配

货，次日发货，将工作做在前面。单单
此举，2019年较之2018年，铜精砂销
售品位整体平均上升2个品位。品位
扣款也减少了50%。

对于非主产品铁精砂的销售 ，这
个公司统筹谋划，调整销售策略，改变
营销方式，提前预热市场，扩大宣传
面，使自家产品未买就已热，同时结合
自身产品特点，从以前来人各方会同
洽谈方式，改为统一设置门槛，密封报
价，引入竞争机制，采取价高者的竞价
方式，使销售铁精砂工作变被动为主

动，将自家产品的优点取得销售利益
最大化。

矸石产品销售从2019年7月份正
式开始，在矸石项目工程施工期间，这
个公司在外提前跑市场、调研产品、对
接客户，提前打开销售市场，在内确定
销售模式，制定招标需求，研讨合同细
节，提高对方违约成本。针对矸石项
目部的库容量和产品特点，灵活改变
销售方式，确保了矸石产品不涨库，供
不应求的局面。

黄从娥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
2019年销售任务完美收官

图为与会代表观看集团公司成立图为与会代表观看集团公司成立7070周年电视专题片周年电视专题片。。

2019年，工程技术分公司积极推行运修一体合作模式，先后承接了黄狮涝金
矿尾矿污水处理压滤系统、中铁建铜冠投资公司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等运维业
务，充分发挥员工既能生产操作又能及时提供精细维修服务的技术优势。图为近
日这个公司专业项目部驻黄狮涝金矿尾矿库综合班组员工高效完成加药真空泵
更换工作场景。 董 梅 摄

元月9日上午，铜陵市委书记丁纯在集团公司总经理龚华东的陪同下，来到
金隆铜业公司，看望慰问科技人员代表孙先如。孙先如是金隆铜业公司高级技
术主管，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参与的《复杂稀贵金属物料多元素梯级回收关
键技术》《顶吹冶炼喷射洗涤一步炼金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科研成果，分别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是安徽省战略新兴产业领军人才。

在金隆铜业公司中心会议室，丁纯观看了企业司情宣传片，了解公司科技产业
建设和发展情况，并向孙先如赠送了慰问金，询问了孙先如在科技领域的具体工作
情况，嘱咐他努力工作，创新创造，新的一年里有更多的科技成果面世。章 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