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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3日下午，集团公司
人力资源部和团委主办的2020年大学
毕业生迎新春联欢会在五松山宾馆国际
会议中心举行，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龚华东，集团公司党委委员，董事，
股份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蒋培进到联
欢会现场。百余名2019年新进大学毕
业生齐聚一堂、共话青春、同筑梦想。

“青年朋友们，当前，铜陵有色发展
势头良好，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
好的发展态势。你们选择了铜陵有色，
正当其时，必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热烈欢迎你们加入铜陵有色大家庭！”
龚华东作题为《新起点，共奋进，同筑
梦》的讲话。他向大学生介绍铜陵有色
是新中国铜工业长子，是世界500强企
业和国际化运营企业，并对青年员工提

出了新希望和新要求，“希望你们砥砺
奋斗，在扎根基层中筑梦成长；永葆青
春底色，在坚守初心中追梦前行；勇于
创新创造，在开拓进取中圆梦人生。”

《炫动青春》以夜光舞开场，酷炫舞
步尽显激情活力，瞬间燃爆全场。三句
半《金鼠闹新春》敲锣打鼓齐上阵，以幽
默风趣的表演形式，歌颂铜陵有色大家
庭，为大家送上了最诚挚的新春祝福。
十大杰出青年代表董文明、赵莹、董亮
现身说法，鼓励青年员工在未来工作、
学习和生活中，坚定信念、沉下身子，争
做扎根企业一线的排头兵和实干家。
舞蹈《你笑起来真好看》律动活泼，青春
洋溢。女声合唱《小幸运》甜美清新，嗓
音灵动，现场掌声不断。安全微视频
《守护安全生命线》和环保微视频《守

护》，发人深省，动人心魄，提醒着大学
生朋友们在工作中，始终牢记安全生产
主线，时时想安全，处处要安全，事事为
安全。安全生产，青年先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要时刻守护安全生命
线，不负青春好时光。情景剧《一封家
书》将职场新人的迷惘与憧憬，对母亲
的深切思恋透过字里行间，真情流露，感
人至深。小合唱《铜冠欢迎你》，更是将
整场联欢活动推向了小高潮。

好戏连连，精彩不停。最令人期待
的现场抽奖和有奖竞答环节将互动现场
一次次点燃，气氛热烈。“2019年是集团
公司成立70周年，企业文化底蕴深厚，
有奖竞答的题目是集团公司企业文化十
大理念。请问，集团公司企业使命是什
么？请抢答！”主持人话音未落，台下大

学生早已跃跃欲试，争先恐后，踊跃抢
答。“看这边、这边！让我来答！”“我知
道！快点选我！”台上，企业愿景、企业核
心价值观、经营理念、发展理念等十道考
题火热出炉。台下，观众应答如流，兴高
采烈地将丰厚的奖品收入囊中。

携手奋进新征程，凝心聚力同筑
梦。在澎湃激昂的《公司司歌》中，2020
年大学毕业生迎新春联欢会成功落
幕。现场青年员工纷纷激动表示：“青
春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支画笔，在人
生的蓝图上，描绘出属于自己的颜色。
趁我们正青春，共同携手，勇往直前，努
力打赢‘十三五’收官之战。在建设‘一
强五优’国际化企业集团的征程中，用
奋斗筑造梦想，用汗水书写无悔青春！”

陈幸欣

集团公司举办2020年大学毕业生迎新春联欢会

新起点 共奋进 同筑梦
本报讯 1月13日上午，阿根廷萨

尔塔省天主教大学亚洲法定代表尼古
拉斯·哈维尔·达明教授一行2人来集团
公司进行访问考察，商谈合作交流事
宜。

尼古拉斯·哈维尔·达明教授是社
会学家，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学
博士，负责向萨尔塔天主教大学提供技
术文件，以加强萨尔塔省与中国之间的
联系与合作。现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
学社会科学院阿根廷-中国研究中心副
研究员，主要研究亚太和拉丁美洲之间
的战略合作计划，在中国、韩国、日本、美
国等国有项目。近几年，尼古拉斯·达明

教授作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
学术界的推动人之一，多次跟随阿根廷
政府访问团访华。

在集团公司，尼古拉斯·达明教授
深入到铜陵铜箔生产车间，了解铜箔生
产工艺流程，对铜陵铜箔公司生产出
4.5微米的超薄铜箔感到惊叹。他表
示，将进一步推动阿根廷与安徽省之间
在经贸、矿业等方面合作，促进萨尔塔
省与安徽省文化友好交流，让“一带一
路”倡议结出硕果。

安徽省外事办，铜陵市外事办，集
团公司技术中心、战略发展部相关人员
陪同。 夏富青

阿根廷萨尔塔省天主教大学
尼古拉斯·达明教授来集团公司考察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之间，
2019 年已走入历史，载着 2019 丰收的
硕果，带着集团公司成立 70 周年的欢
声笑语，踏着2020年初升的阳光，按照
集团公司两会部署要求，我们重整行
装开启了新的征程，向着“十三五”规
划目标发起最后冲刺。

奋进的征程波澜壮阔，辉煌的业
绩激荡人心。刚刚过去的 2019 年，面
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集
团公司全体干部员工通过防控风险不
放松，咬定目标不动摇，凝心聚力，笃
定前行，搏击市场风浪，战胜了前进道
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经济总量不断
增长，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各项工作取
得新进展，为集团公司成立 70 周年献
上了一份厚礼。这一年，集团公司海
外资源开发取得重大突破，厄瓜多尔
米拉多铜矿建成投产；这一年，集团公
司成功跻身世界 500 强，这一年，集团
公司发展历史得到更好记录和传承，
铜陵有色展示馆顺利建成开馆。这些
无不在集团公司70年的发展史添上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历史记录过去，也能启迪未来。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是谋划“十四五”发
展的关键之年，是中国人民第一个百
年梦想实现的时间节点，同时也是我
们立足世界500强企业新起点，坚持新
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
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

和内生动力，加快实现“一强五优”国
际化企业集团发展的重要一年。

尽管“十三五”以来，集团公司发
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十三五”规
划目标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任务还
非常艰巨。掘井九仞未及泉，犹为弃
井；胜利在望未全功，仍需努力。越到
紧要关头、任务繁重，越容不得松口
气、歇歇脚。再接再厉，开展好新年的
工作，确保如期完成“十三五”目标任
务，可以说成为了集团公司当前工作
的重中之重。

落实好新年工作，我们必须继续
坚持提质增效这条贯穿于“十三五”发
展全过程的主线，围绕有色金属和以
金融贸易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两大主
业，对照全球行业一流企业，以“两会”
精神为指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攻坚
克难，精耕细作，不断推动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全力实现高质量
发展。

开启好新年工作，我们必须继续
高举改革创新的大旗，坚持改革不止
步、创新不停歇，驱动改革与创新双轮
不断向前。并通过科技创新、产品创
新、管理创新等，以创新驱动积极将集
团公司打造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
一流企业。

风正济时，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
远，还需策马扬鞭。新的一年，机遇与
挑战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放眼2020
年，只要集团公司上下初心不改，戮力
同心，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
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投入到新一年
的工作当中，定能完成年度方针目标，
为“十三五”收官划上圆满句号。

□ 王红平

重整行装再出发

本报讯 日前，安徽铜冠铜箔公司
5G通讯用高频高速高性能电子铜箔研
发团队入选安徽省第十二批“115”产业
创新团队。

这个团队主要研发5G通讯用高频
高速高性能电子铜箔，这类产品主要用
于5G通讯用高频高速电路的制造领
域，因其具有极低表面轮廓和高剥离强
度的特点，可满足高速信号传输中的低

传送损失技术要求。
早在2017年6月，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就发布了《5G经济社会影响白皮
书》，白皮书预测，预计2020年，电信运
营商在 5G 网络设备上的投资超过
2200亿元，2030年，预计各行业各领域
在5G设备上的支出超过5200亿元，在
设备制造企业总收入中的占比接近
69%，而高频高速高性能电子铜箔作为

5G通讯产业的关键基础新材料，随着
5G产业的高速发展，产业需求巨大，市
场前景极其广阔。

这类电子铜箔作为高频高速PCB
的关键基础材料，属于电子铜箔领域中
的高精尖技术产品，生产难度大，制备
工艺技术复杂，产品质量要求高。目
前，国际电子铜箔行业内只有为数不多
的几家日系铜箔制造企业可以生产，其

性能还不能完全符合使用要求，国内在
这个产品生产领域尚处于空白，市场被
日系产品所垄断，其生产技术亟待开
发。安徽铜冠铜箔公司的这个研发团
队若成功研发这类电子铜箔，将率先打
破国外技术的垄断地位，填补国内技术
的空白，项目技术有望在国内外行业中
处于领先水平。

何 亮

铜冠铜箔公司入选省第十二批“115”产业创新团队

本报讯 2019年，冬瓜山铜矿科学
组织生产，强化风险预控，狠抓环保管
理，深入挖潜降耗，精心组织生产，全年
完成铜量32000吨，自2015年实现达
标达产以来，已连续五年保持稳产高
产。

刚刚过去的一年，冬瓜山铜矿面对
生产任务重、原矿品位低、安环压力大
等重重困难，围绕集团公司下达的
32000吨铜量任务，合理布局，精心组
织好生产。首先是全力以赴稳系统促
生产，加强采出矿管理，保证矿源供给，
全年完成出矿量419.38万吨。并开展
了采场底部废石分流工作，新老区累计
分流废石近7万吨，稳定了出矿品位。
同时，抓好选矿技术改造和自主攻关工
作。开展了半自磨圆弧型出料格子板
改造、一段磨矿产品粒度特性优化研
究、精选复合调整剂验证试验、含铜硬

石膏复杂难选矿石试验研究，保证了选
铜回收率完成86.00%。矿山着力抓好
高硫铁系统优化工作，提高磁选机运行
效率，通过增设磁选机刮板等措施，在
高硫铁品位提高0.4个百分点的情况
下，全年完成高硫铁产量76.98万吨，超
计划任务11.98万吨。此外，矿山坚持
不懈抓项目保衔接，稳步推进重点工
程，目前新桥矿《采区上覆露天坑区域
协同无害化固化回填关键技术研究》已
完成安全、环保等七个子项科研论证工
作，并通过集团公司专家组结题验收，
铜化集团已启动露天坑作为铜陵市固
废收纳中心申报立项工作。井下负
1000米中段运输巷于2019年7月掘进
结束，负861米至负1000米斜坡道于
2020年1月掘进结束，将为后续生产建
设提供有利条件。井下制冷降温系统
工程去年底成功完成新辅助井井筒装

备安装，目前地表土建工程正在准备施
工。

这个矿按照年初指定的116条降
本增效措施，千方百计降成本增效益，
并取得明显成效。运用成本漏洞分析
法，加强对大宗材料、备件管理各个环
节的分析监管。全面开展节电增效专
项活动，通过强化用电管理、合理调整
生产模式、大力实施节电技术改造等措
施，全年电费比预算下降1078万元，节
电效果显著。矿山坚定不移保安全抓环
保，安全形势保持平稳。持续应用“一法
一单”细化安全管理方法，实施“工作危
害分析法”和安全分级确认单并辅助以
班前安全讲话，进一步细化安全确认工
作。组织开展了第十五次大型安全活
动，把安全文化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使之渗透到矿山生产的全
过程。针对提升系统、排水系统、充填系

统、运输系统、通风系统、供电系统等主
要生产系统存在的风险，积极寻求系统
性解决方案，通过采取本质安全改造，提
高系统抗风险能力，全年完成24项日常
作业项目的本质安全改造。

矿山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矿党委提
炼了以“五红十力”为主要内容的“千米
井下党旗红”党建特色品牌，各党支部
在原有党建特色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
不断提炼充实各自党建品牌特色，开展

“党支部课题攻关”活动和“党员示范
岗”创建工作，创新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积极推行党员积分制考核，充分调
动全矿广大党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引导全矿党员充分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有力地发挥了党建思想政治
工作的优势，保证党建和企业发展在不
断创新中相互融合，同轨运行，有力地
促进了生产经营稳步发展。 汤 菁

冬瓜山铜矿连续五年实现稳产高产

辞旧岁欢欣鼓舞，迎新春豪情满
怀。1月13日，寒冬腊月，太湖县北中
镇江河村万人空巷。村民们都涌向了
江河村文化广场。江河村的新春联欢
会正在这里举行。

广场上，歌声、笑声、欢呼声不绝于
耳，辛苦了一年的村民们，在此刻尽情
释放着发自内心的共同澎湃。

联欢会在江河人自编自导自演的
《开门红》中拉开帷幕，当幸福的腰鼓敲
起来，精彩的舞蹈跳起来，喜庆的氛围
愈发浓郁，美好乡村风采尽显。

欢乐时刻，思绪万千。这是红红火
火的一年，这一年的春天，第二届江河
村茶叶及农特产品展销会如约而至，
210万元成交量再破新纪录 ；这一年
的秋天，江河村成为了太湖县首批“五
强村”之一，脱贫攻坚工作得到了上级
认可。这一年，香菇种植基地建成了，
又一座现代化的茶厂投产了，又一座牲
畜养殖基地已经在筹建了；这一年，通
往山外的道路宽阔了，私家车开到了田
头……

《笑起来真好看》由江河村小朋友
们表演，他们稚嫩的脸庞，充满活力的
舞姿，让江河村的村民看到了家乡的美
好未来。在快板《感谢》中，江河村民以
真诚的话语传达出对铜陵有色帮扶多

年的感谢，尤其是对铜陵
有色扶贫工作队员们的点
赞。铜陵有色职工艺术团
的歌唱演员也来到现场，
用最真挚歌声放歌新时代
的美好生活，给江河村的
父老乡亲带去铜陵有色职
工的衷心祝福。

“从 2014 年秋天起，
我们的心和江河村连到一
起。”联欢会上，由铜陵有
色职工创作的诗朗诵《我
们的江河》把联欢会推向
了高潮。“我是铜陵有色
的一名员工，我更是脱贫
攻坚的一名勇士，我的热
血和我的真诚，我的智慧
和我的坚守，都化作了对
这方土地深深的爱恋。”
诗朗诵用浓浓的深情，再
现了铜陵有色五年多来
对江河村帮扶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
变化。

精准扶贫，成果斐然。从2014年
开始，江河村村容村貌一天天的变，变
得更加整洁与美丽；村民们的精神面貌
也在一天天的变，变得更加自信和开
放。

安庆铜矿职工表演的黄梅戏《春香
传》，江河村村民的歌曲串唱和舞蹈《百
花香》一次次赢得现场观众持久的热烈
掌声。

喜庆的歌舞绚烂，绽放发展的成果
村民共享。联欢会上，集团公司党委副
书记、工会主席陈明勇为江河村文明示

范户代表颁奖，太湖县委常委、宣传部
长李加生和太湖县北中镇党委书记姚
礼汉为江河村好媳妇、好婆婆颁奖。

高山巍峨，茶园碧绿。联欢会在
《歌唱祖国》的歌声中落下帷幕，江河村
民的脸上却始终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陈 潇 周 晨

——太湖县北中镇江河村新春联欢会侧记

共筑江河梦

米拉多铜矿新年正组织员工更换半自磨机筒体衬板。米拉多铜矿在去年圆
满完成董事会下达的生产任务后，迎来了半自磨机筒体衬板的更换周期，2020年
新年伊始，米拉多铜矿选矿厂组织有经验的中方员工带领厄方员工共同开展衬板
更换工作。经过四天两夜的奋战，成功完成了84块筒体衬板更换，为保障新年正
常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黄 程 王红平 摄

金冠铜业分公司
奥炉熔炼车间持续优
化工艺流程。近日，
这个车间将汽轮机由
凝 汽 式 更 改 为 抽 汽
式，以便于蒸汽的多
级利用。更改后，将
减少设备的外用蒸汽
量，节约生产成本。
图为员工正在对汽轮
机组抽汽速关阀进行
操作。
萨百灵 赵 丽 摄

新春联欢会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