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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29日下午，铜陵有
色集团公司与池州市深化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签约仪式在池州举行。池州市
委书记方正，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龚华东，池州市委副书
记、市长朱浩东，铜陵有色集团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丁士启出席并讲
话。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党委委员、股
份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蒋培进，池
州市领导史孺牛、张杰华、马胜利，池
州市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朱树林等参加。

铜陵有色集团公司与池州市基于
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共同意愿，双方本
着互利共赢、优势互补原则，围绕构
建全面战略合作关系，达成了框架协
议，其具体合作项目主要有：高精度
储能用超薄电子铜箔项目、新型锌合
金材料项目、贵池区佛子岭外围冶金
用砂岩矿开发利用项目、贵池区棠溪
曹村电石用石灰岩矿开发利用项目、
石台县梓岭化工石灰岩矿开发利用项
目。

签约仪式上，丁士启通报了铜陵
有色集团公司今年以来改革创新发展
及下一步在池州发展计划。他说，铜
陵有色集团公司与池州市拥有良好的
合作基础，“十四五”期间将加大在池
州投资力度，努力将在池州企业打造
成为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地，
希望双方携手并进，深化合作，共同
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现代化美
好安徽建设，为池州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新的更大贡献。

朱浩东对铜陵有色集团公司长期
以来关心支持池州发展表示感谢，并简
要介绍了池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
表示，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落实省委

“一改两为五做到”要求，全力支持铜陵
有色集团公司在池州发展，以良好营商
环境加快签约项目建设，共同谋划推进
铜、铅、锌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实现互利
共赢、共同发展。

龚华东代表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对
签约仪式成功举行表示热烈祝贺，对
池州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支持帮助
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发展表示衷心感

谢。他指出，近年来，池州经济社会呈
现强劲的发展态势。此次签约协议中
的五大项目，体现了提质扩量增效的
要求，符合池州产业强市的发展定位，
有助于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强链延链补
链，与双方“十四五”发展目标高度契
合，对市企双方发展都具有较强的影
响力和带动力。我们将成立工作专
班，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按照双方合
作目标，坚持一流标准、采用一流工
艺，把铜箔项目打造成世界一流项目；
按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求，推
进非金属材料产业发展，为池州高质
量发展再做贡献。同时，希望池州市
委、市政府能够一如既往给予铜陵有

色集团公司大力支持和帮助，期待双
方未来有更深入和全面的合作，奋力
谱写市企合作美好新篇章。

方正对铜陵有色集团公司近年来
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骄人业绩表示祝
贺。他说，铜陵有色集团公司与池州
有着深厚的渊源和情感，铜陵有色集
团公司一直将池州作为产业布局的重
要板块，为池州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
极贡献。举行此次签约，必将开启双
方深化合作新的篇章。池州市委、市
政府将全力加强顶格服务，努力为项
目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希望双方加大
建设推进力度，确保签约项目早开工、
早投产、早见效。同时，期待双方持续

保持常态长效沟通对接，真正把双方
的合作打造成为省属企业与地方合作
的典范。

签约仪式上，蒋培进与池州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张杰华分别代表铜陵有
色集团公司和池州市政府签订了深化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池州市经开区与安
徽铜冠铜箔公司签订了高精度储能用
超薄电子铜箔项目投资协议；池州市贵
池区与池州铜冠绿创新材料有限公司
签订了贵池区佛子岭矿区外围冶金用
砂岩矿开发利用项目投资协议。

图为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
现场。

王红平 文/图

铜陵有色集团公司与池州市举行深化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本报讯 7月29日上午，集团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龚华东在公司主楼
四楼多媒体会议室会见了中国进出口
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武建
军一行，双方开展了会谈交流。中国
进出口银行安徽省分行副行长王宇
辉，集团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汪农
生参加。

会上，龚华东对武建军一行的到来
表示欢迎，感谢中国进出口银行多年来
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集团公司上半年
生产经营、国际化发展、进出口业务开
展等情况。他说，集团公司面对严峻复
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统筹抓好疫情防
控和生产经营等各项工作，主要产品产
量稳健增长，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
加快落实“十四五”规划，推进一批重大
项目储备、谋划、实施工作。米拉多铜
矿作为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典
范，下一步将大力推进米拉多铜矿扩建
工程，进一步提升集团公司盈利水平和
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了发展后劲。希望
双方在践行国家“走出去”战略和深度
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中继续保持良好
合作，进一步在海外布局发展、国际化
经营等方面扩大共识，加强合作交流，

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为双方不断深
化全方位合作增添新内涵、做出新贡
献。

武建军对铜陵有色集团公司长期
以来对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信任和支持
表示感谢。他表示，中国进出口银行
致力于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外经贸政
策，积极发挥在稳增长、调结构、支持
外贸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
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铜陵有色集团公
司作为中国进出口银行重要的战略合
作伙伴和重点服务的优质战略客户，
实力雄厚，成绩斐然，国内、海外发展
成果丰硕。未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安
徽分行愿同铜陵有色集团公司继续巩
固、拓宽、深化合作领域，一如既往地
提供优质服务，提升服务效率，助力推
动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在“一带一路”倡
议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产能合作与
产业布局，当好企业“走出去”的参谋
助手、坚强后盾。

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分行一处
相关负责人，集团公司财务部、股份公
司财务部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谈。

陈幸欣

龚华东会见中国进出口银行
安徽省分行武建军一行

本报讯 7月29日，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协会发布2021年有色金属企业营
业收入50强及海外资产20强名单。
集团公司入围两份榜单，分别居第7位
和第13位。

榜单显示，2021年，集团公司营业收
入22905863万元，海外资产1925724
万元，国际化指数13.22%。

2021年，集团公司坚决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省政府和省国资委决策部

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克服了
煤电价格大幅上涨、生产成本刚性增加
以及突发性限电压产等诸多挑战，创造
了历史最好的经营业绩。

与此同时，集团公司米拉多铜矿
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并迅速达产达标，
现已跻身世界级在产中大型矿山之
列，成为集团公司国际化发展的标志
性成果、有色金属行业企业海外办矿
的成功典范。

据了解，2021 年底，有色金属企
业营业收入50强的入围底线扩大到
182亿元，比2020年的入围底线增加
了78亿元；入围 50强有色金属企业
的营业收入达54027亿元，同比增长
23.1%。此外，2021 年，入围 50强有
色金属企业的净利润为1738.3亿元，
同比增长 115.1%，50 强入围企业净
利润翻一番。

萨百灵

2021年有色金属企业营业收入50强及海外资产20强发布
集团公司双双入围

“对于我们机运工区来说，每个周
三的下午都会进行一个小时的安全学
习，几年来雷打不动”。7月 27日下
午，安庆铜矿机运工区区长袁木林在接
受笔者采访时说。

该工区是安庆铜矿主力生产单
位，现有在职员工 200余人，从地表
到井下都有作业场地，安全工作尤为
重要，特别是地表主副井和井下各条
盲主井以及电机车运输轨道和巷道
等管理，更是离不开安全。这几年工
区为了强化安全管理和作业，除了加
大一线安全检查、考核、监督外，更是
将安全知识学习列为一项重要的安
全工作来抓。每周三的 14 时至 15
时，固定为全区安全学习时间，所有
员工一个都不能少。

学习的内容有安全基本常识、
矿山安全管理规定、岗位安全操作
技能、工区安全管理应知应会以及
一些典型的各大矿山的安全事故案
例等。还结合基层各个班组在生产
作业中，出现的被查处的“三违”现
象，开展专项安全教育学习，并进行
自我总结和自我反思，总结经验教
训。

老员工张师傅是一名工区维修工，
对于安全，他的理解就是，干活时多注
意点，就不会出现啥情况的，所谓安全，
大多凭经验。直到有一天，他在维修过
程中，因为设备需要搬离地面进行维

修，他疏于一时嫌麻烦，没有用起重葫
芦来进行吊挂离动，而是认为人多力量
大，结果没有摆放平整的设备倾斜，砸
中了他的手指，造成破皮伤。这起事故
不仅对他个人有伤害，对身边的同事也
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事后，通过安全学
习，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只凭经验办
事，疏忽一时，造成自我伤害，真是悔不
当初呀。”

小段是一名才分配的大学生，刚来
时，经过一段时间的基层实习后分配到
机运工区后，工区又对他进行了为期一
周的安全学习。刚开始时，小段觉得这
种天天谈安全说安全很枯燥无味，但经
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让他切身感受到安
全的重要性，特别在一次安全学习中，
剖析某矿一名职工因一时大意而造成
的伤亡事故对他的震撼很大。小段说：

“这些血淋淋的事故，让我一下子清醒
了许多，讲安全不是一句空话，作为一
名新员工，从现在起，我一定要时时把
安全牢记在心。”

女工鲍师傅是名卷扬提升工，工
作已有二十多年，工区每周三的安全
学习，她都会准备着一个小本子进行
记录，厚厚的本子上不仅记录着各种
安全隐患情况和如何排查，还有安全
知识预防，她说：“干我们这一行，没有
太大的体力活，但要有高度的责任心，
在卷扬提升中，每一秒都是考验，不仅
要会操作，还要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
方，确保乘罐人员安全上下井，是我们
的千斤责任。”

荣 丽

安全学习喜结“硕果”

今年来，金冠铜业分公司积极开展指标对标及管理提升活动，稳定炉况提升
系统作业率，上半年电铜、硫酸、黄金、白银产量分别完成计划的 107.37%、
104.96%、145.31%、117.51%；销售收入、利润分别完成计划的122.45%、233.03%。同
时，顺利完成双闪厂区冷修及升级改造项目对接工作，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
标。图为该分公司双闪圆盘浇铸系统冷修改造后投入稳定生产。

吴家富 摄

金冠铜业分公司实现“双过半”目标

本报讯 7月 29日，铜冠池州公
司顺利通过安徽省固体废物管理中
心组织的申请核发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技术审查，该公司危险废物经
营类别新增两项，类别增至六项，有
效助力了集团公司的资源整合。

“通过与原料搭配，我们可利用
现有锌冶炼系统的设备提取氧化锌
和碱式碳酸锌两种含锌危废中的锌
元素生产锌锭，既节约了原生矿资
源，又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该公
司锌分厂厂长汪九初说。为了在不

影响生产运行和产品质量的前提
下，为企业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
汪九初会同技术骨干积极探索，利
用锌系统工艺优势，将含锌危废分
别投入焙烧炉、浸出车间，去除碳、
氟、氯等元素后，最终生产出合格
锌锭。

在双碳背景下，开展固废综合
利用，对节约和替代原生资源、有
效减少碳排放等具有显著的协同效
应，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助力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面对新形势、新机遇，铜
冠池州公司整体谋划，积极参与固
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提高固废利
用产品附加值，打造新的盈利增长
点。据了解，该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首次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依
托铅冶炼系统年综合利用危险废物
4 项，共计 14449 吨，主要为有色金
属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危废。充分利
用铅锌冶炼系统提取铅、锌、金、银
等有价金属，形成集循环、绿色、低

碳于一体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固废资源化利用是该公司“十

四五”期间重要发展方向，为积极
拓宽固废综合利用渠道，进一步扩
大利用规模，力争吃干榨尽，该公
司投资建设的铜铅锌多金属资源综
合利用项目建成后可再次新增综合
利用危险废物 13 类，共计 16.6 万
吨，将进一步提升含铜、含锌、含铅
废物以及表面处理废物等多行业、
多品种危险废物综合利用能力。

吴 琴

铜冠池州公司危废资源整合能力提速

本报讯 7月份，中铁建铜冠投资
有限公司各党支部先后开展为党员过

“政治生日”活动，旨在强化党员的身份
意识、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在党旗的辉映下，党支部
书记带领党员在“政治生日”会上重温
入党誓词。每名党员用铮铮誓言鞭策
自己恪守入党初心，宣誓声响彻会议现
场，气氛庄严而热烈。

今年6月刚刚担任选矿厂厂长职
务的李世男，在“政治生日”会上重温
自己当年书写的入党志愿书，回顾入
党时发自内心的庄严承诺和奋斗决

心，更加坚定了对理想信念的信仰和
追求。他说：“党组织为我过‘政治生
日’，我非常激动，感受到组织的关怀，
体会到组织的温暖，找到了个人的政
治归属感。重温自己加入党组织时的
难忘一刻，不仅深化了对党的认识，激
发了奋斗、奉献的内在自觉，而且这种
来自自身的思想认同，能够产生强大
的行为自律力量，激励自己坚定信仰、
继续前行，更加尽职尽责做好选矿厂
各项工作。”

在“政治生日”会上，党支部书记
为过“政治生日”的党员送上“政治
生日”纪念卡，纪念卡上不仅记录着

党员的入党时间，还印制着入党誓词
和“政治生日”寄语。在生产党支部，
支部书记为党员朱刚送上生日祝福：

“你作为我支部的一名党员，对党忠
诚，勤劳苦干，是我们的好同志。希
望你铭记誓言，终生坚守，永远奋
斗！”当朱刚手捧从国内漂洋过海带
到米拉多营地的“政治生日”纪念卡
时，难掩欣喜之情，向大家讲述了自
己的入党故事，真情回顾了入党以来
的思想和工作历程，并分享了“政治
生日”感言：“政治生活无小事，我认
为党组织集体给党员过‘政治生日’
的形式非常好，以外在的仪式引发党

员思想深处的触动，对党员更是精神
上的震撼，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我要
在米拉多铜矿把理想、信仰理直气壮
亮出来，把如火的热情燃烧起来，把
初心顶天立地强起来。”

一场“政治生日”会，一次重温入党
誓词、一张生日贺卡、一次生日祝福，简
朴又庄重的仪式，满载着党组织对党员
的关心和希望，激励党员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奋发有为，提醒党员在工作和
生活中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为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海外矿
产品基地贡献智慧和力量。

王 丽

中铁建铜冠投资公司开展为党员过“政治生日”活动

本报讯 近日，金隆铜业公司收到
一笔数十万美元的保险理赔金。这是
该公司首次就进口铜精矿重量短缺成
功获得国外保险公司理赔的案例，就
此，追索了两年的保险理赔事宜得以圆
满解决。

2020年 6月，金隆铜业公司从智
利矿山安托公司采购一船进口铜精

矿，在卸货港南京进行水尺测重时发
现与装港结算重量出现明显短重偏
差。该公司立即采取维权行动，首先
告知安托公司及境外保险公司短重
事宜，同时启动保险理赔程序。经过
多次交涉，安托公司及保险公司同意
派员参加该船原料的称重过程，实地
考察南京港的计重操作以及转运驳

船的情况。在此过程中，该公司原料
课按安托公司以及保险公司要求做
了大量数据排查以及整个流程梳理
等工作，准备了繁多的材料，积极交
涉和解决问题。但由于跨境保险理
赔工作本身非常复杂，最终，经过两
年的不断交涉及沟通，保险公司最终
认可了装港结算重量与到厂重量之

间存在较大短重偏差这一事实，支付
了理赔款。

本次理赔成功，是金隆铜业公司
各部门分工协助、加强反馈控制和协
调、成功索赔的一次典型案例，对集
团公司今后相关工作有着很好的借
鉴作用。

杨浩伟

金隆铜业公司获得外国保险公司理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