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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铜陵有色铜冠铜箔
公司走进中国科技大学开展人才引进
工作，向高校承诺并提供优质的人才培
养服务和干部储备。

“要围绕着市场的需求，对标世界
目前最先进的产品，进行科技攻关。
想要继续保持产品的竞争力度，打造
世界一流铜箔企业，就必须重视高素
质人才队伍的建设。”该公司党委负责
人表示。

企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人才；干
好事业离不开人才，创新驱动的实质是
人才驱动。近年来，随着新能源市场的
蓬勃发展，铜箔工艺产品更新换代的步
伐也愈来愈快，铜陵铜箔公司在人才培
养、引进、使用等方面一直不留余力。

瞄准高精英、聚焦重点高校招揽高层次
人才，利用自主用工机制聚集专业人
才，依托研发项目培养创新人才，打造
和组建出铜箔“新型电子铜箔研发团
队”和“5G通讯用高频高速高性能电子
铜箔研发创新团队”等核心技术骨干团
队，并分别入选了安徽省第六批、第十
二批“115”产业创新团队。

该公司自2008年起，开创了从无
到有，克服了设备全靠进口、工艺标准
缺乏、铜箔技术封锁等等困难。在小心
翼翼向前摸索的同时，通过延伸校企合
作，不断引进高质量人才，在一次次失
败、学习和创新中，实现了从技术空白
到行业领军的逆袭。连续四年入选国
务院“双百企业”，获授权发明专利9
件，获得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二三等奖
各一次，获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
术进步一等奖三次。与中国科技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南

大学等联合开发了PCB用铜箔碳氢体
系，陶瓷基体系用铜箔、HVLP铜箔、6
微米以下超薄铜箔等新产品。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科学的选人用人，构建有利于各类
人才充分发挥专长和作用的体制机制，
是铜箔公司针对人员队伍，特别是急需
补充的紧缺专业人才的“充电宝”。该
公司推行竞争上岗和公开招聘，制定了
《铜箔公司后备干部建设规划》《铜箔公
司科级管理人员管理办法》《科技项目
研发团队管理办法》等，优先关怀、考虑
大学生，并提供生活补助。“只有把优秀
的人才选出来、用起来，才能真正形成
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氛围，从
而增强公司活力和竞争力，推动铜箔公
司高质量发展。”该公司党委负责人说
道。该公司品质部副部长朱圣星是90
后大学生的代表，先后荣获安徽省“优
秀共青团员”、铜陵有色“十大杰出青

年”等荣誉。他说：“一份耕耘一份收
获，感谢铜箔公司给了自己政治上求上
进、工作上学骨干、生活中求积极的平
台，自己将继续用激情和责任谱写着青
春的乐章。”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该公司
高度关心大学生们成长成才，各部门负
责人定期与他们谈心交心，召开大学生
座谈会听取他们的心声和对企业发展
的建议，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该公
司人事部门及时掌握大学生们的思想
动态，了解其所需所想，并根据他们的
爱好和个性需求细做工作，让大学生们
感受到家的温暖。同时，该公司将培养
人才和关心人才的政策落到实处，送到
每一名大学生的心坎上。截至目前，铜
陵铜箔公司参与200人的大型招聘会2
场、100人的中型招聘会2场、50人的
小型招聘会1场、高校行1场。

陈幸欣 刘汤青

铜冠铜箔公司持续做好人才引进培养工作
我是一块砌块砖，节能利废不一

般，尾矿粗砂壮筋骨，轻质保温还不燃，
我的用途真广泛，无废城市我添砖，循
环利用多环保。

出生

我的学名叫“蒸压加气混凝土砌
块”，简称“砌块砖”，长600毫米，宽
240毫米，高200毫米，还有其他的“兄
弟”。

我的家乡安徽铜陵，是我国青铜文
化的发祥地和当代重要的铜工业基
地。矿山多，尾矿库多，从尾矿库演变
而来的我，可是原原本本的地方特色产
品哦！我出生在安徽铜冠建安新型环
保建材科技公司，来看我是怎么变身的
吧。

占到我体内三成多的粗砂配料，经
研磨搅拌，传至专业模框里浇注、预
养。过些时间，大砌块切割后蒸压养
护。这一整套工艺流程下来，“咣咣
咣”，我坐着轨道车，便新鲜出炉了！

我呈灰色，重约15千克，成分有粗
砂、粉煤灰等，这些可都是固废物哦。
你看我走出蒸压釜时，还冒着袅袅的热
气呢！过了5天养护期，我就“闺中待
嫁”了。我可是新型墙体材料哦，获得
了权威部门的认可，正在申报“高强度
铜尾砂加气混凝土的加工方法”发明专
利，公司还被评为“安徽省十三五墙体
材料示范企业”。

来源

据我了解，长江大保护实施以来，
粗砂就成了江沙、河沙的替代品，我体
内的粗砂就来自80千米外的安徽铜冠
（庐江）矿业公司的铜尾矿。目前，新提
炼的34万吨粗砂产品一经面市，就慢
慢消化了尾矿库的总量，占到全部铜尾
矿的十分之一。余下尾矿除井下充填
外，被排放到龙王顶尾矿库。

在过滤车间，三台陶瓷过滤机忙个
不停。铜尾矿经分级脱水后，每天生产
千余吨粗砂，等待销售装运。这可是我
的主要来源啊！今年4月起，铜冠建材
从庐江矿业采购了大量粗砂，高峰期一
个月使用量达5000吨，现已使用3万
吨，预计年消化用量6万吨。

当废物成为资源，当废品成为产

品，我才有机会出现在大家面前。好
消息来了！11月中旬，“庐江矿业尾
矿资源综合利用全尾过滤项目”已获
得铜陵有色公司通过。一期在现有基
础上，再次提炼38万吨全尾砂，二期
根据市场需求将继续扩大生产，使矿
山生产的尾砂不进或很少进入尾矿
库，真正做到“吃干榨尽”“砂石变金”，
不再产生固废。这项技术不仅领先全
国，还填补了国内尾矿资源综合利用
相关上的空白。

从“无废矿山”到“无废城市”，作
为世界500强企业的铜陵有色，坚持
走绿色发展之路。未来，我们砌块砖
家族越发壮大，我的“兄弟”遍天下了！

功用

别看我是一块小小的砌块砖，我的
功用真不可小看了。这笔经济账、生态
账可真不小，值得好好算一算。我梳理
了一下，有三个方面：

一是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根
据市场行情，铜冠（庐江）矿业公司粗砂
年销售额700万元左右，净利润350万
元。铜冠建材公司实际年产20万立方
米、700万块砌块砖，年销售收入4000
万元左右。照此计算，二期项目产生的
经济价值就更大了。

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尾矿库库
容和土地资源占用。“庐江矿业尾矿库
服务年限13年，矿山开采21年。延长
了尾矿库服务年限，促进了企业安全稳
定生产和可持续发展。”安徽铜冠（庐
江）矿业公司经理胡洪文是这样说的。

三是保护了生态环境，践行生态环
保理念。粗砂颗粒细微，相比传统的砂
材球磨，我在生产过程中大大降低了能
耗和企业成本，达到了“以废治废，共建
生态文明”的初衷。

这不，安徽省墙材革新建筑节能推
广办公室主任杨全城都夸了我几句
呢！“安徽铜冠建安新型环保建材科技
公司利用尾砂生产的一种新型墙材砌
块砖。据国家发改委统计，我们安徽省
墙材消费到70%的固定废弃物，对利
国利民都是一件好事，也是我们目前完
成碳中和碳排放、碳达峰的绿色墙材、
绿色建材的一个重要抓手。”

夏富青 王树辰

一块砌块砖的自述

11月20日，铜山铜矿分公司组织专业人员对新副井罐笼无线对讲系统进行
更新。该公司利用无线视频监控和语音通信技术实现地面信号室信号工可以和
罐笼之间进行对讲，随时了解监控罐笼运行状态，提高罐笼安全性能，提升矿山安
全管理水平。 张 霞 摄

今年以来，铜冠冶化分公司球团车间结合5S管理，深入开展设备见本色活
动，全面加强设备工艺管控，系统开车率达到投产以来最好水平。目前已生产球
团104万吨，全年产量有望再创历史新高。

图为岗位操作工在处理回转窑结块。 汪 勇 摄

近日，凤凰
山矿业公司庐江
矿业石子厂项目
部生产、检修两
不误，积极利用
停车间隙，组织
员工对生产车间
磨损严重的电振
筛网进行了更换
（如图），并调整
了磨损度较小筛
网的张紧度，有
效地提高了生产
效率，为达产超
产创造更加有利
条件。

顾咏梅
程 霞 摄

本报讯 日前，铜冠池州公
司与上海大学、南昌航空大学、
苏州市祥冠锌合金研究院召开
多方技术交流视频会，就构建新
型研发联盟，致力于降低锌冶炼
直流电耗研究，着手启建第二个
产学研销平台借力转型。

“节能减排是时代主旋律，希
望以三方资源互补优势攻克关键
技术瓶颈，形成突破性成果。”该公
司总工程师陈海大在视频交流会
上说。践行国家“双碳”理念，以技
术创新引领加速实现减排目标，池
州公司积极行动起来。

早在2019年，该公司与上海
大学、太仓宝祥公司创建了首个
产学研平台，贯通了产学研销实
施路径，在锌合金高新技术研究
应用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标定了
向锌基高新材料进军的发展方
向。此次着手启建铜冠池州公
司、南昌航空大学、祥冠合金研
究院产学研销平台，将致力于降
低吨锌电耗、废旧锌合金回收材
料高效利用的研究与生产力转
化应用。

锌冶炼吨锌电耗中的 80%
是电解中的直流电消耗，在日常
生产摸索中，该公司技术人员明
白降低电解的槽电压是降耗关
键。从环环紧扣中了解道，降低
锌电解槽电压的要害又在于降
低阳极析氧电位，南昌航空大学
材料学院蒋利民教授是此领域
的专家，电化学研究优势使得交
流会变得热络起来。蒋利民介
绍，组建后的创新平台将攻克两
个技术难点，降低锌电解阳极析
氧电位是主攻方向，将致力于锌
电解电耗的研究与运用，在当前
池州公司耗能领先同行的基础
上，标定再下降 10%的刻度。他
说，池州公司具备强大的科研与
生产力转化功能，为成果落地成
效提供了必要的产业化载体。
另一个突击方向是废旧锌合金
回 收 材 料 高 效 利 用 与 技 术 开
发。废旧锌合金回收材料通过
电镀操作，含有成分复杂，进行

“退镀”反项技术研究极具挑战
性，攻克该技术研究瓶颈将极大
提高资源利用率。据了解，祥冠
合金研究院将运用自身私营企
业灵活机制，发挥市场开拓优
势，为废旧锌合金回收材料回收
再利用两端市场调研掌握提供
支持，在技术创新与市场化之间
搭建桥梁。

借力高校智慧，推动传统产
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变，护青山
绿水，该公司尝到了甜头，更有
了奔头，共谋多方协同协作、共
建共享的发展之道成为该公司
科技创新、转型升级的突围之
路。

张 军 江少杰

科技引领 借力转型

铜冠池州公司启建
第二个产学研销平台

2021 年 10月 22日，伴随着有色
动力厂热电车间2台机组停产号令，
一场围绕1号机组检修的“大会战”正
式打响。由该厂生产部、安环部、综
合维修车间，以及国润外协等单位组
成的50多人队伍，汇聚坐落于铜陵长
江岸边的热电车间，先后投入锅炉、
脱硫、汽机、电气系统等关键设备，
131 项检修作战阵地。第一阶段 26
个检修项目，11月2日胜利完成。第
二阶段 105 个项目，全力驶入“快车
道”，计划12月15日结束。尽管进入
冬季，气候干燥，冷风阵阵，但丝毫没
有影响大修火热劲头，一个个精彩瞬
间，时时闪现。

以“拼”的意志成功启炉

负责绘制2台机组“共用系统”大
修方案的周大慧，既是车间主任，又是
锅炉“专家”。他说“整个大修第一阶
段，必须按照时间节点，完成2号机组
点火，恢复供热，保障循环经济工业园
区多家企业生产。第二阶段目标，必须
确保1号机组处在正常备用状态。”就
在他带领宫瑞、何锃、章春平等一批骨
干“拼”在现场，挥洒汗水，积极备战时
刻，原来机组4名员工突然不能到岗，
造成人员紧缺。怎么办？车间报告厂
部，一边临时抽调曾经在岗工作过的员
工顶岗，动员车间技术人员放弃休息，
参加启炉，解决人手不足燃眉之急。一
边确定2号机组设备系统检查完毕，

110千伏线路检修送电运行完结。要
求所有人员就位，进入战斗操作状态，
按照统一指挥，随时点火。同时，做好
启炉前各项专业准备工作，完成锅炉等
相关专业试验达标。组织集控室和现
场人员，分兵出击，实施岗位操作……
所有步骤环环紧扣，严丝合缝。11月2
日18时，2号机组实现点火启炉成功，
首战告捷。

以“战”的状态合力攻坚

作为集团公司唯一一家自备电厂，
热电车间每年停产大修，都被称为是一
场战役，一次检验队伍合力攻坚能力的
主战场。该车间“党员安环先锋队”10
名队员“全副武装”，像战士一样冲锋在
大修最前沿。严格把好外协人员进厂
关。统一制作配置工作证，加强疫情防
控登记和人员管理。定区域开展文明
施工和安全隐患排查。先锋队划分汽
机、锅炉、脱硫脱硝等重点部位，定人跟
踪，每天巡视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
整改销案。定期集中行动。全体先锋
队员和生产骨干，每天佩戴金黄色袖
章，穿梭钻行“0”米至36米作业现场，
排查隐患，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车间
3个团支部发挥“青年安全监督岗”作
用，用手机拍摄上传大修情况，通过“微
信”平台，落实问题整改清零。为提质
增效，这个车间集中“优势兵力”，合力
组织对蒸汽减温水技改、压缩空气管道
和浆液冷却水管道改造等关键工艺环

节攻关，成效凸显，其中，完成“给水泵
再循环系统技改”项目，每年节约生产
成本40多万元。

以“严”的制度确保安全

“大会战”需要“大安全”。该车
间班子成员，利用大修机会，思考如
何构建安全大格局？从吹响大修“集
结号”那天起，车间全体管理人员，全
力以赴，把严格安全制度，贯穿大修
全程。严格安全教育，分片集中，组
织所有人员进行安全知识学习，从

“四不伤害”上，增强防范意识，绷紧
“安全弦”。严格“两票”制度。对所
有涉及系统和检修项目，按照电力系
统工作票、动火票的刚性规定执行。
做到断电、断汽、断水达到大修安全
标准，确保无误。严格登高作业安全
规定。加强劳保用品穿戴和安全流
程管理。对所有外协队伍一律实行

“四方确认”。严格交叉作业纪律。
对穿插施工的钢架防腐、电梯维修、
炉顶大罩等项目，合理安排时间，避
免在同一区域作业。与此同时，该厂
党委成员、纪委委员，厂部生产、安
全、工程人员，以及车间班组骨干，轮
流加强现场巡视监督。对2名高空作
业防护不到位人员，给予每人500元
处罚。实现全员“要我安全”到“我要
安全”思想转变，为保证第二阶段大
修安全顺利进行，打下坚实基础。

罗 鹏

“大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