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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下午，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在公司主楼三楼会议室，与来访
的通华建设管理公司董事长王巍、总经理唐发斌等一行进行会谈。会谈中，听取了
通华建设管理公司基本情况介绍，杨军对通华建设管理公司在将建筑垃圾、尾矿、工
业废渣等“固体废弃物”再生成各类新型环保建材上拥有的专利技术很感兴趣。主
客双方就集团公司尾矿库尾矿环保再利用表达了合作意愿，并就下一步推进合作进
行了沟通。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新付，集团公司安全环保部负责人参加
了会谈活动。 王红平 摄

“疫”考未结，“汛”考加试。铜陵有
色在防“疫”和抗“汛”之战中挺身而出、
勇挑大梁，充分展现出国有企业的大局
意识、担当意识。

疫情防控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重
重困难，铜陵有色在落实好各项防控措
施的同时，抗住了种种压力，捐现金、赠
物资，获得了省委省政府和省国资委的
高度评价；防汛期间，铜陵有色各单位
提前谋划、迅速行动，铜冠（庐江）矿业
公司“安环先锋队”为护泥河镇村民向
水而行，金冠铜业分公司党员干部们闻

“汛”而动⋯⋯在肆虐疫情和洪水面前，
集团公司以这桩桩件件全面诠释着国
有企业的“顶梁柱”作用。

于国家、社会以及人民需要的时候
挺身而出，是铜陵有色代代相传的优良
传统。曾几何时，新中国急需战略物资

“铜”，是铜陵有色飞速建成新中国第一
座铜矿山和铜冶炼厂，解决了国家国防
工业和民用工业缺铜的燃眉之急。在
新中国铜工业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是
铜陵有色担纲承梁，援建八方，为中国
铜工业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而随着
企业的做大做强，公益助学、爱心扶贫、

温暖工程等一直被放在与生产经营同
样重要的位置。过往的经验始终向我
们昭示：每一个关键时刻，铜陵有色总
会主动扛起国企担当，成为让国家放
心、让员工安心的力量。

于国家、社会以及人民需要的时候
挺身而出，有赖于企业自身的过硬实
力。自 2011 年在安徽省率先跨越千亿
元营收大关后，铜陵有色于 2019 年又成
为安徽省首批进入世界 500 强的企业。
今年上半年，在疫情严重影响集团进口
原料的形势下，铜陵有色仍实现了利润
和产值的“双过半”。而“发展的列车也
并未匆匆驶过精神的站台”，在集团公
司的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内部管理等
各项工作都不断进步的同时，企业发展
向心力、凝聚力也在持续增强，全体员
工赤诚奉献，党员干部们率先士卒⋯⋯
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既为铜陵乃至安徽
的经济运行稳定提供了可靠支撑，也
为”疫“战”、汛“战筑起坚强堡垒。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
以拄其间。”眼下，疫情防控进入常态
化，汛期尚未彻底结束，生产经营的压
力依然如影随形，我们仍是那“拄于其
间”的高山，仍需攻坚克难，不断战胜各
种风险挑战，才能满足全体员工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出更大贡献。

□陈 潇

“疫”战“汛”考中彰显担当

本报讯 7月28日上午，赤峰金剑
铜业举行铜冶炼工业升级搬迁改造项
目一期侧吹炉点火烘炉仪式，这标志着
该项目从工程建设阶段逐步转入投料
试生产阶段。集团公司总工程师周俊
出席仪式。

2016年，赤峰金剑铜业响应当地

政府号召，谋划可持续发展，着手推进
铜冶炼升级改造项目“退城进园”。该
项目被列为集团公司在内蒙古地区冶
炼产业升级的重点项目，于2018年8
月16日正式进入建设期。

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
宝山区马林有色金属产业园，占地975

亩，总投资约50亿元，总设计粗铜产能
每年40万吨，其中项目一期设计粗铜
产能为每年26万吨，计划于今年8月
28日投料试生产。

赤峰金剑铜业主要负责人及相关
参建单位负责人参加仪式。

萨百灵 刘 军

他，参加工作9余年，参与设计咨
询项目百余项；

他，在3天内完成集团公司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申请报告编制，成
功为项目申请到国家专项资金1000余
万元；

他，就是葛贤发，怀着激情和梦想，
一步一个脚印，从一名普通的设计人员
成长为设计院的技术骨干力量。

“再忙，也不能忘了学习”。刚从学
校毕业时，对于设计葛贤发并不似现在
这般得心应手。为了尽快提升能力，他
一边熟悉各类设计标准规范，学习理论
知识；一边在项目中就遇到的“盲点”及
时向前辈、专家请教；围绕保质量、抢工
期等关键问题，积极与业主进行沟通，并
及时记下业主的诉求、解决的方式、创新
的分析，通过一次次在实践中的打磨积
累经验，提高业务能力。

在这一段不断历练不断成长的日
子里,葛贤发前前后后完成了集团公司
铜阳极泥资源综合利用项目、铜冶炼工
艺技术升级“奥炉改造工程”、赤峰金剑
铜冶炼工艺技术升级搬迁改造等百余
个工程项目，其中，集团公司重点工程
8个、省级重点工程1项、外部设计咨询

项目占比40%，业务涉及冶金、化工、
环保、安全、节能等多个相关领域，安
徽、内蒙古、江西等多地都有葛贤发赶
赴现场进行实地勘察的足迹。

有初心的青春才有质量，有拼搏的
青春才有光芒。葛贤发以共产党人不
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为引领，经过9
年的奋斗努力，在工作上取得诸多优良
业绩，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也历
练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稳重。从一开
始的只能画个辅图,到可以独立负责项
目设计，葛贤发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
着,有什么做什么，细致认真、谨慎谦
虚，每经历一个项目就多一分对工程设
计的理解,多一分对设计人员这个职业
的恪守。

“诚实做人、认真做事”，是葛贤发
矢志不渝坚持的原则；“以科学事实为
依据，在工作上追求不断进步，以为业
主提供高质量服务”是葛贤发坚定不移
贯彻的工作理念。也正因如此，不管项
目大小、资金多少，葛贤发都能做到认
真对待，保证质量。

2018年，设计院接到集团公司战
略发展部紧急委托，铜阳极泥资源综合
利用项目需要在三天内完成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专项资金申请报告编制申报
工作。领导经过研究，决定由葛贤发进
行方案编写。

任务来的突然，并且时间紧急，关键
一点是要思路清晰。接到任务后，葛贤
发深入企业进行对接，现场收集项目资
料。三天时间里，他放弃休息时间，加班
到深夜，最终按期完成资金申请报告的
申报工作，并推动报告顺利通过初审。

接到过审消息是在晚上，葛贤发还
来不及高兴，又一项任务接踵而至。原
来，第二天一早报告要再次报国家发改
委进行二次审核，在此之前要将报告重
新优化，而时间只有一晚上。葛贤发二
话不说，驱车赶往单位，再次加班加点
完善报告直至凌晨五时。项目最终顺
利通过层层评审，成功申请到国家专项
资金1000余万元。

作为一名设计人员，这只是葛贤发
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一小点。在此之
前，其参与的3个工程项目分别荣获中
国有色金属建设协会工程咨询成果二
等奖、安徽省工程咨询优秀成果二等
奖、安徽省工业工程设计三等奖，葛贤
发真正做到了用成绩和实际行动为企
业发展贡献力量。 陈梦秋

青春无问西东 奋斗自成芳华
——记有色设计院技术骨干葛贤发

“我们是有色的脊梁,求实创新,合
作自强……”这首铜陵有色之歌在铜冠
池州公司传唱了十三年，形象描绘了铅
锌板块有色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画卷。

从十年间亏损12.8亿元到2019年
扭亏为盈2800万元，直至今年上半年
盈利2138万元，从单一的铅锌产品到
即将成为集团金银锑铋综合回收基地，
池州公司在转型升级的征程中，唱响新
时代的“铜陵有色之歌”。

制度变革创新 踏上转型之路
亏损的日子，让公司财务负责人薛

世东记忆犹新：“账上无钱，员工等着发
工资过日子，财务的电话都打破了。”

2017年由铜陵有色集团公司收购
了其他两家股东股权，池州公司从此成
为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由此踏上了
转型升级之路。

如今，一座10万吨电解铅、12万吨
电解锌及锌合金、26万吨硫酸、600万
吨货物吞吐能力的现代化工厂屹立成
一道风景，勾勒出以工贸结合，产品产
业链延伸，综合资源回收利用的发展路

径。
转型之苦，变革之痛，让公司负责

人唏嘘不已：“内部传统的多层级、多交
叉的组织管理形式难以适应市场变
化。”管理亟待升级局面煎熬着新一届
公司班子成员。

2017年3月，池州公司推出了“困
难国企以提升执行力为目标的运营结
构再造”改革计划。打算在公司原有治
理结构下，以大部制改革为框架，以提
升执行力为目标，将行政组织架构、管
理制度、党建融合及流程等组织管理方
面的运营结构全面再造，破釜沉舟，计
划用三年时间实现扭亏脱困。

“当初最重要目的是争取让公司活
下来，连谈发展都感到奢侈。”该公司负
责人回忆道：“从提升执行力入手，以精
干高效原则调整组织结构。”

“从四个方面提升执行力，首先是
定机构。”该公司原办公室主任鲍瑜军
介绍。将原先15个业务科室和7个生
产车间，三年经过三次调整，形成六部
一中心，下辖一个物流子公司的大部制
职能管理机构。减少了管理层级，增加
了管理半径，拓展了快速反应渠道，使
指令能高效传递于生产一线，提高了工
作效率与效果。

定职能、定岗定编紧跟其后，推行
新的绩效激励体系，建立柔性招才引才
用才机制。利用国企优势，促进党建与
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一幅精干高效的组
织机构图重塑而出。

三年来，公司生产经营效果像芝麻
开花一样，节节攀高，扭转了从2007年
成立后连续十年亏损的局面，至2019
年实现盈利2849.87万元，真正实现了
扭亏脱困。

新旧动能转换 项目赋能转型
“多年经营，铅锌主产品的市场优

势不再具有，产品转型，环保改善，推动
新旧动能转换，是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
途径。”公司负责人坦言。

昔日杂草丛生的荒地，在项目建设
者耕耘下变为靓丽厂房。2016年3月，
借助集团公司全力支持，氧气底吹熔炼、
氧气侧吹还原、烟化炉烟化提锌三连炉
热渣熔融连续冶炼项目破土动工。

2018年7月，三连炉项目建成并投
入试生产，当年基本达标达产。锌系统
末端产出的固废，在铅系统被回收利
用。“铅锌万苦”的噩梦去除，“铅锌联
动”的路径打通。

同年，锌合金生产线投产，锌系统
产品产业链延伸的蓝图成真。2019

年，建成投产了第二条合金生产线，在
产品深加工基础上添加了多元化功能。

今年初，铅阳极泥处理及铋精炼项
目建成投产，综合回收金、银、锑、铋等
稀贵金属，即将成为集团铅锌冶炼生产
及金银锑铋综合回收基地。

唱响新时代的“铜陵有色之歌”
“十三五”即将收官，“十四五”号角

吹响，发展蓝图已经绘就。
“十四五”期间，铅锌及延伸产品总

产能达到28万吨规模，销售收入年均
增长5%，利润年均增长10%，工业增加
值年均增长5%。

池州公司把发展重点放在做强资
源利用综合回收，做优锌合金产业链，
开发做大钴产品等方面，多方提升企业
盈利能力。争取《多金属资源综合回收
利用项目》在年底破土动工，彻底解决
库存固废问题，取得冶炼产能提升所需
的环境容量指标。

谈到未来发展，该公司党委负责人
豪情万丈：“再经过3至5年的不断发
展，谋划具备单独上市或者融入集团公
司整体上市的大盘。”就像有色司歌中
那句歌词：我们走向明天，明天更辉
煌。

桂年友 张 军

铜冠池州公司唱响铜陵有色之歌

一个困难企业制度变革后的重生

本报讯 “细、严、
查、防”，今年以来，铜冠
电工公司就是靠这“四
字经”筑牢了安全生产
的根基。

抓好一个“细“字。
今年以来，该公司从考
虑问题的周密性、安全
细致性、员工操作的规
范性等方面入手，细化
责任，制定措施。同
时，由这个公司的安环
机动部负责日常工作
的督导，每日检查各区
域产品生产工作进度，
通过对照标准，对出现
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
意见，督促落实，使各
项工作处于安全受控
状态，确保不发生重复
性问题。通过细致周
密的条理化工作程序，
实现作业标准化、流程
化、规范化。

彰显一个“严”字。
上半年以来，该公司将
电子考勤、劳动纪律、各
项制度执行等情况列入
考核，要求操作员工熟
记工序作业标准，并认
真贯彻执行。在现场操
作和管理程序中，做到
高标准严要求，发现问
题不放过，并限期整改
到位。在生产过程中，
一旦发现不按要求认真
落实、在整改中走过场
的现象，将对相关的责
任人和单位负责人进行
考核、扣分和罚款处理，
在整个公司上下形成了
人人严于律己的良好局
面。

落实一个“查”字。今年，该公
司加强了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体系建设，坚持现场和台账、动
态和静态、检查和服务相结合的方
式，强化现场措施执行，明确目标，
落实责任。同进，开展内部自查、
部室组织复查的“交叉突查”方式，
做到“看得见的问题深入查、看不
见的重点查、老问题经常查、关键
设备认真查、小隐患揪住不放地
查”，狠抓隐患排查治理，做到不留
死角与盲区，确保隐患治理取得成
效。

突出一个“防”字。该公司坚
持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系列活动，认
真组织员工学习《事故案例汇编》、
观看安全警示教育牌、开展事故讨
论、抓安全“责任点”，拧紧思想“认
识阀”；组织全体员工学习相关文
件和政策，充分 认识当前安全生
产工作的重要性，由“被动查”变为

“主动查”，由“等着改”变为“主动
改”，确保人的不安全行为得到有
效防控，抓安全薄弱点，拧紧源头

“防控阀”。 江 君 华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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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28日，安徽省应急管
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张卫国一行在铜
陵市应急管理局和公司安环部相关负
责人的陪同下，对安庆铜矿防洪防汛和
矿山执法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督导检查组一行听取了这个矿负
责人对朱家冲尾矿库建设运行、坝体监
测、废水监测和排放以及井下防洪防汛
应急措施等情况的介绍，随后一行深入
尾矿库和井下负700米中段，现场查看
了尾矿库坝体、库存容量、防排洪设施、

人员值班值守和井下防洪防汛及作业
面顶帮板安全等工作情况。

张卫国对安庆铜矿防洪防汛物资
准备及应急措施表示充分肯定，认为尾
矿库相关资料手续齐全，库在线监测是
安全有效的。他要求安庆铜矿要时刻
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加强矿山调度
和值班值守，加大尾矿库的安全监测，
严格按照应急预案要求，做好汛期安全
防范工作，确保矿山和尾矿库安全度
汛。 程海滨 张 华

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卫国到安庆铜矿督导检查

7月27日，在铜冠建安公司承建的安徽金鼎矿业选矿系统工程一期项目建设现
场，笔者看到各种设备已进入全面安装阶段，磨浮主厂房内大型球磨机正在安装（如
图），球磨机是选矿车间的主要大型设备，对安装的精度技术要求较高，该公司安装
人员和技术人员坚守在现场，进行紧张的施工安装并调试，以确保设备安装质量，为
一次性联动试车成功创造条件。 汪锡铜 摄

杨军与来访的通华建设管理公司客人会谈

赤峰金剑铜业铜冶炼工业升级搬迁改造项目一期点火烘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