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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26日下午，集团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龚华东在铜陵有色展
示馆会议室接待了中铁十九局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华伟一行，
双方就深化项目合作进行座谈交流。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
长城，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
新付陪同座谈。

龚华东对李华伟一行的到来表示
欢迎，感谢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多
年来对铜陵有色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
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集团公司今年以

来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厄瓜多尔米拉多
铜矿二期项目建设等情况。龚华东表
示，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家铁
路综合工程大型一级施工企业，承担矿
山建筑与安装等大型专业施工建设，理
念先进、实力雄厚、技术一流、行业领
先。特别是参与建设了厄瓜多尔米拉
多铜矿项目，充分发挥了“钢铁之师”栉
风沐雨、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希望双
方携手努力，加强合作交流，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深化战略对接，做大做强厄
瓜多尔米拉多铜矿项目。

李华伟介绍了中铁十九局集团企
业概况、发展规划和项目运营等情况。
李华伟表示，中铁十九局集团坚持以市
场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自身优势
为核心竞争力，集施工、设计、科研为一
体，努力将企业建设成为管理科学、机
制灵活、技术先进的现代大型企业集
团。近年来，铜陵有色集团公司的发展
成就有目共睹，取得的成绩令人钦佩。
希望双方加强交流互动，持续推进多层
次、多领域合作，中铁十九局集团将一
如既往为铜陵有色集团公司提供优质、

高效、专业的服务，在厄瓜多尔米拉多
铜矿二期建设、智慧矿山建设等项目中
继续为铜陵有色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
蓄势赋能。

中铁十九局集团矿业投资有限公
司主要负责人、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
司行政办公室相关负责人，集团公司矿
产资源管理部、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
参加会议。

会前，李华伟一行参观了铜陵有色
展示馆。 陈幸欣

龚华东接待中铁十九局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华伟一行
本报讯 如何解决 5G 通讯用

RTF铜箔外观问题，满足高端客户的
需求？日前，笔者从铜冠铜箔公司池州
铜箔第一党支部获悉，通过强化技改技
措、引进智能化设备和加强品质管控，
该党支部党建项目攻关行动取得阶段
性成效，截至目前，RTF铜箔因外观问
题导致的不良率从45%降至10%以下，
预计全年可增加经济效益300多万元。

今年初，铜冠铜箔公司铜箔三四工
场生产的RTF铜箔多次被客户投诉外
观色差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池州铜
箔第一党支部对该问题进行立项，由党
支部书记牵头，开展党建项目攻关。为
分析出造成外观问题的原因，该党支部
书记周杰带领攻关小组成员，通过查阅
验证和对比分析上千张记录表、实验分
析报告，最终确定是工艺溶液的不稳定
和品质管控疏忽造成。

工艺溶液的不稳定主要是温度、浓
度以及pH值的波动。为更好地控制
槽体温度，攻关小组通过加装气动阀和
温度传感报警器，溶液浓度、稳定性得
到有效控制。为解决浓度以及pH值
的波动问题，攻关小组主动与设备厂家
联系，对该设备的检测范围和相关工艺
提出意见和建议，最终厂家采纳了攻关

小组的建议，为已有的多通道离子在线
检测仪增加了影响铜箔外观品质的酸
浓度和pH值检测项目。“通过近一个
月时间的安装调试和推广使用，配液工
序酸浓度和pH值的控制更加便捷，稳
定性逐步提升，铜箔外观问题得到进一
步改善。”项目小组成员方向东介绍。
为提高一线班组对铜箔品质的管控，缩
短送样检测的时间，今年该公司在每一
个生产车间现场增设1台专门用于连
接质量检测系统的电脑终端，便于生产
车间根据实时掌握样品参数，及时做出
调整和优化。

影响外观问题还取决于品质管控，
而品质管控的关键点就是人的因素。
为加强对铜箔品质的管控，该党支部针
对各级骨干优缺点，先后对不同工序的
4名党员骨干进行转岗轮换。“将合适
的人调整到合适的岗位上，才能在尽快
解决问题加强管控的同时，缩短一线班
组技术骨干的培养周期。”周杰告诉笔
者。为加强品质管控，铜箔三四工场还
在每一个工段设立留样台，将客户确认
的样品作为一线班组的标准“色卡”，以
便于一线生产班组和员工及时准确进
行外观比对，减少产品降级，降低外观
品质问题发生率。 方知炜 王 琦

技改强根本 管控再提升

铜冠铜箔公司一党建项目攻关阶段性成效显著

本报讯 “金秋季节，爱心助力。
冬瓜山铜矿党委为孩子们送来了图书、
文具、体育用品等暖心物资，我们特别感
动……”9月27日，天高气爽，秋意盎
然。冬瓜山铜矿党委书记毛荐新带领
有关人员来到枞阳县先让村开展系列
活动助力乡村振兴，义津镇杨湾小学校
长在捐赠仪式上激动地说。

枞阳县义津镇先让村是冬瓜山铜
矿结对帮扶村，该村留守居民多为老
人、儿童，驻村前无集体收入。在助力
乡村振兴过程中，该矿党委秉承“授人
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工作思路，激发
村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2021年6
月，该矿选派一名科级干部担任驻村第
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增强基层党建工
作，完善乡村治理，落实干部包户工作，
采取“1帮1”结对帮扶模式。同时，为
村谋划实施了昂丁鱼养殖和莓茶种植
两个农村产业项目，还聘请种植专家来
村进行指导培训。目前，莓茶种植项目
一期已喜获丰收，二期莓茶扩大65亩
项目已启动。2021年至今，该矿先后
帮扶该村消费农产品资金达 147 万
元。此外，还帮助成立了先让村供销合
作社有限公司和枞阳先让岛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搭建村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
融合发展的平台，让留守的年老体弱人
员就近得到就业机会，增加了收入。据
不完全统计，2021年至今，已带动村民
就业约1600人次，工资性收入近20万
元，让村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

今年以来，该矿党委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坚守企业社会责任，
倾心帮扶，大力培育富民产业发展，持
续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先让村落地生
根。8月份，为助力乡村振兴，体现矿
山对结对村的关怀，该矿党委动员全矿
广大职工自愿捐赠书籍、文化用品和体
育用品，工会、团委还拿出资金购买了
一批学习用品。9月27日，该矿党委
主要负责人与分管领导带领相关部门
人员赶赴枞阳县先让村，开展乡村振兴
系列活动。在义津镇杨湾小学捐赠仪
式上，当孩子们收到学习和体育用品
时，稚嫩的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活动
中，该矿党委领导来到先让村党群服
务中心会议室与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
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并共同研究下
一步乡村振兴工作计划。该村10多
位留守老党员还仔细聆听了毛荐新以

“党建结对共建活动，助力乡村振兴”
为主题的党课讲授。随后，该矿党委
领导又分别来到结对帮扶的贫困户家
中，询问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为他们
送上慰问品，送去一份企业党组织的
关爱。

为充分了解扶植产业项目进展情
况，该矿党委一行还实地参观了莓茶种
植基地与后期加工销售场所。尤其在
田间地头，当看到长势喜人的茶树时，
毛荐新对驻村干部说：“企业助农、科技
兴农不仅让百姓的腰包鼓了，还为地方
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农民增产
增收，企业发展共赢，将成为乡村振兴
路上一道最美的风景！”

汤 菁

冬瓜山铜矿党委
赴枞阳先让村开展乡村振兴系列活动

日前，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精炼车间2号阳极炉如期完成砖衬整体翻新后开
始点火烤炉。该公司严格按照升温曲线进行144小时的烤炉周期升温，保障炉期
寿命。 孙 宇 摄

9月27日上午，华电安徽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于学东一行来集团公司走访。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龚华东与
于学东一行在铜陵有色展示馆会议室进行座谈交流。座谈中，于学东表示，铜陵有色集团是华电安徽公司的重要客户，下
一步将努力提供更优的服务，并征询铜陵有色集团发展中对电力的新需求。龚华东向于学东介绍了集团公司当前生产经
营和用电基本情况，对双方多年来保持的良好合作感到满意，希望今后加强合作，将这种良好合作关系保持下去。双方在
座谈中还就绿电供给进行了沟通交流。集团公司党委委员、股份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蒋培进，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座
谈交流。座谈前，于学东一行还参观了铜陵有色展示馆。 王红平 摄

龚华东与华电安徽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于学东一行座谈
9月22日10时，铜冠池州资源有限

公司员工汪良前像往常一样开车行驶
在齐石公路上，去往离城40千米的公司
上班。当行驶到一处名叫老虎嘴的三
岔路口时，他发现前方的路面上有一个
快递包裹，他确认安全后，靠边停车捡
起包裹。

由于此处路上车辆较多，为了安全
和不影响其它车辆行驶，他驾驶车辆来
到了单位。下车后，他拿着包裹仔细查
看，包裹破损看不清上面寄件人的姓名
与联系方式，当他打开一看，原来是一
部苹果手机，市价在5000元左右。汪良
前没有任何犹豫，立即拨通了110告知
了其情况。大约过了20分钟，派出所的
民警就到了公司。简单介绍后，民警就
对包装盒上的残留字迹仔细辨认，经过
反复察看是“顺丰快递"的货，于是就打
电话给其公司询问，电话一接通，快递
公司的送货师傅就在电话里叫了起来：

“对，对，包裹就是我丢的，谢天谢地，真
是遇到贵人，不然今天我就损失大了，
上千单都白跑了。”在电话中送货员表
示万分感谢。

民警们在临走前和王良前合了影，
对他说：“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什么样的
人才是高尚的。” 高治国

快递包裹遇“险”记

本报讯 近日，经安徽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核准，铜冠建安公司资质申报工
作取得重要进展，该公司冶金工程施工总
承包二级资质成功升级为一级资质。

为做好此次资质升级工作，该公司
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谋划，严
格对照国家住建部和省住建厅相关文
件要求，组织申报团队精心准备、梳理
申报材料，突出企业特色、亮点和成果，
积极对审核专家问询进行陈述，最终一
次性通过审查，体现了该公司的综合实
力和良好信誉。

本次冶金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的
取得，进一步强化了该公司在冶金工程
施工领域的市场领先地位和整体竞争
力，拓宽了业务范围，为企业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更高的资质平台和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 李海波 谢 飞

铜冠建安公司成功取得
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

本报讯 日前，铜冠（庐江）矿业
公司首个双孔径规格炮孔拉槽采场成
功破顶，为该公司冲刺全年生产任务
提供了稳定矿源。

该公司严密生产计划安排，生产
部门逐级细化作业计划，落实好采场
设计、施工及凿岩安排，保证矿山生产
三级矿量平衡；井下采矿合理调配，尽
量避免交叉作业，同时加强生产组织与
安全管理工作；各相关部门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提高各项生产技术经济指标，并
持续推行设备TPM管理，保证设备的

开动率；采场充填严格按照充填设计要
求组织施工，有计划落实好后续采场封
闭墙施工和充填作业。

采矿工区针对全年生产任务完成
情况，研判采场进度，统筹谋划生产任
务。8月份，为强化数码电子雷管在生
产中的应用能力，在井下大爆破作业
开展相关试验取得成效。随后在9月
份完成对FZ104采场和采场T103采
场破顶。两个采场的总体爆破效果良
好，均达到预期爆破效果。选矿车间
在9月份完成了粗选石灰添加系统改

造，经过改造，对原矿性质实施可视化
管理，从而细微调节入选矿浆PH值，
有效避免因PH值波动导致的浮选现
象异常，保障了选矿工艺技术经济指
标的稳定。

该公司在开展常规安全检查以
外，还针对特殊装置检查，如车辆专
项、皮带专项、设备专项检查，精准落
实安全管理工作。与此同时，通过开
展安全宣誓、安全承诺签字、安全一家
亲、职工安全培训等活动增强全体职
工的安全意识。 黄从娥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冲刺全年生产任务

本报讯 日前，经网上申报、推荐、专
家评审、审核确定、公示等程序，第九届安徽
省专利奖获奖项目名单出炉。金泰化工公
司的发明专利“一种高纯度碳酸甲乙酯精
制的方法及设备”获得省专利优秀奖。

相较于传统技术，发明专利“一种
高纯度碳酸甲乙酯精制的方法及设备”
分离方法更简单、收率高、能源消耗低，系

统设备节能环保、运行稳定，年可降低设
备运维成本40万元。该专利技术的应
用，填补了国内空白，整体技术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通过技术集成创新与应用，开
发的电池级高纯碳酸甲乙酯产品纯度高，
杂质含量低，具有良好的电化学稳定性，
无毒、低成本等优点，能有效提高锂电池
能量密度和放电容量，实现进口产品替

代。随着新能源电池行业迅猛发展，电池
级高纯碳酸甲乙酯产品以其较好的电化
学稳定性、较低的熔点等优点，可作为有
机溶剂在电池电解液中得到广泛应用。

据悉，安徽省专利奖旨在激励本省
区域内取得专利并实施、为促进安徽经
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权
人。第九届安徽省专利奖评选工作，以

高质量发展为导向，评奖标准不仅强调
项目的专利保护水平和创新高度，也注
重其在市场转化过程中的运用情况。

据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
第九届安徽省专利奖授奖的决定显示，
本届共授予20项发明专利省专利金
奖、3项外观设计省外观设计金奖、30
项发明专利省专利银奖、5项外观设计
省外观设计银奖，235项发明、实用新
型专利省专利优秀奖，7项外观设计省
外观设计优秀奖。 萨百灵 高 敏

金泰化工公司一专利获第九届安徽省专利优秀奖

本报讯 日前，安庆铜矿动力党支
部与结对帮扶的太湖县牛镇镇天光村
党支部开展党支部结对共建活动，并举
行了揭牌仪式。

据了解，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
力乡村振兴工作，集团公司按照省委、
省政府关于开展省属二十家国企结对
帮助乡镇乡村振兴的统一部署要求，新
增承接太湖县牛镇镇乡村振兴帮扶工

作。
在结对共建仪式上，两个党支部书

记分别介绍了各党支部概况、党建工作
开展情况及下一步结对共建活动开展
思路和打算，并签订了党支部结对共建
协议。安庆铜矿和牛镇镇相关负责人共
同为党支部结对共建揭牌，并分别就下
一步如何更好地开展共建活动、丰富党
建内涵、增强党建活力进行了交流发言。

此次两个党支部的结对共建，是新
形势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推动
党建工作走深走实的有效举措。双方
表示将充分利用好党支部共建平台，紧
紧围绕“党建引领、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的目标，通过组织党员教
育学习、共同开展党员联谊活动、共同
过组织生活，促进双方党支部互相交
流、互相学习，借鉴对方党建工作的好

方法、好经验，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开
展工作，携力构建企业党支部与村党支
部联动联建、相互促进的格局，增强党
支部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把结对共建活动落实
落细，积极探索多样化的合作模式，推动
党建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党建工
作和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和有机融合。

结对共建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参
观了天光村天麻种植基地和黑山羊养
殖基地。 张 华

安庆铜矿动力党支部结对共建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