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管 主办 《铜陵有色报》编辑部出版 E-mail:tlysb@tlys.cn 每周二、四、六出版 111
2022年11月3日 星期四 农历壬寅年十月初十 第4757期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47 邮发代号：25—52

TONG LING YOU SE BAO
总第5074期

2012年以来的十年，是金隆铜业公
司冶炼系统优化升级、加速提升、成果展
现的十年。十年来，金隆铜业公司以国
企改革发展为己任，踔厉奋发，创新进
取，生产系统不断优化改进，安全环保设
施不断升级改善，各项生产指标稳步提
升，十年来累计生产阴极铜485万吨。

2012年以后，金隆铜业公司在原
有两台精炼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台
精炼炉生产系统，并将原有的单圆盘浇
铸系统升级至18模双圆盘自动定量浇
铸系统，各由一台单独的PLC电脑控
制。同时将原有的炉体冶炼重油燃烧
系统整体废除，改造为天然气燃烧和烘

烤模式，不但节能环保，而且全部实现
自动控制。目前，该公司现场所有重要
设备均实现了电脑自动控制和程序化
管理，操作走向自动化、精细化。十年
来，经过不断技术改造优化、不断提升
操作水平，入炉原料由原设计的单一纯
铜到原料品种多样化，在原料品种低品
位高附加值复杂化等多种环境下各项
标指标均优于标准值。精炼铜铜冶炼
综合能耗指标在逐年下降的同时，实现
了阳极板产量和质量的稳定提升。
2021年6月，该公司将原有的整体烟气
系统拆除进行改造升级，废除排烟烟
囱，将转阳工序和竖炉每道工序各配套
了一套除尘能力强大的布袋收尘系统，
并从炉体四周完善了环集烟气系统收
集方式方法，确保改造后的烟气完全达

到国家最新标准排放。随后，为适应对
生产设备和生产指标的更高要求，该公
司在原设计基础上，先后进行了大大小
小近百项改造。如主烟气管路升级改
造优化、烟气路线和接口布局优化、出
铜和放铜流槽改造、新浇模系统投入和
使用等，这些改进优化立足岗位、立足
操作实际，使生产更顺安环更好。

十年来，该公司对精炼铜工艺技术
及生产流程再进行升级和改造，改造后
同等物料单炉冶炼时间缩短了12%以
上，使生产节点的控制水平和工作效率
更优于同行业。生产标准化的提升促进
了节能降耗。今年7月，该公司天然气
单耗创造了历史性的突破，降低了近
5%，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实现双丰收。
该公司各主体冶炼炉从定修、小修和大

修，也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改进升级。从
炉口到水套、从炉口盖到回转烟罩、从风
管入口到出铜口，不仅根据实际操作优
化了操作方式和控制方法，而且消除了
安全隐患，进一步提升了各冶炼炉作业
率及安全运行的稳定性。从炉顶吊挂方
式的改进到耐火材料的升级，从进料时
间到冶炼周期等，每一次升级改造优化，
都承载着金隆铜业公司全体员工的智慧
和汗水；每一次升级改造，都刷新了精炼
炉龄和产量。通过十年来的不断改造升
级，该公司转炉单炉炉次2020年已达
340炉，竖炉单炉产量2021年已超320
吨，阳极炉炉次2022年更是达到1088
炉，单日产量已达2100吨，阳极板合格率
已稳稳地控制在99%以上。

章 庆 刘 胜

金隆铜业公司精炼十年提升路 铜陵有色铜山铜矿分公司，建成投
产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一座远离市
区的边远矿山。面对资源枯竭、效益不
佳、人心不稳等不利局面，该分公司十年
磨一剑，抓住机遇开发资源，立足稳定谋
划发展，以“资源有限、智慧无穷”的豪
情，书写了老矿山崭新的发展篇章。

立足资源，抓住机遇谋发展。该分
公司前身是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铜
山铜矿，该矿1957年开工建设，1959
年建成投产，是一座有着60多年历史
的国有老矿山。2003年，该矿由于资
源枯竭，于2004年年初进行重组。为
实现老矿山生存和中长期发展，该分公
司在集团公司帮助下，抓住“国家资源
枯竭矿山二轮找矿”政策机遇，在原有
矿山深部探明了新的矿体，于2009年
开始进行深部开拓工程建设，并于
2014年 1月10日进行了首采采场爆
破，进入试生产阶段。深部开拓工程投
产后，该分公司强化生产组织管理、稳
步推进卓越绩效管理、精细化管理、对
标管理、全面预算管理、5S管理、TPM
设备管理等一系列先进管理方法，工作
流程不断完善，工作效率不断提高，使
老矿山顺利转型，迈上了新的发展之
路，矿山处处洋溢着新活力。目前，该
分公司坚持“高效利用资源，建设新型
矿山”的发展战略和“自主管理，追求卓
越，和谐发展，造福员工”的发展理念，
贯彻落实“稳定，提升；创新，发展”的发
展方针，正稳步向着达产达标迈进。

立足效益，精细管理稳指标。该分
公司深部开拓工程自2014年进入试生
产以来，由于矿石储量发生变化、原矿
品位下降、三级矿量难以平衡等原因，
虽然大力强化生产组织管理、不断完善
工作流程、努力提高工作效率，但由于
主产品技术经济指标不稳定，指标长期
波动较大，严重影响产品产量，始终未
能达标达产，企业连续多年处于集团内
部考核亏损状态，企业安全环保、稳定
生产、5S管理、维护稳定等工作压力较
大，职工既得利益难以保障，企业安全
发展、科学发展形势严峻。为此，该分
公司不断强化精细化管理，坚持从源头
管起，提出了“少出矿、出好矿、稳处理、
优指标、增效益”的目标，严把生产各个
环节的管控，努力稳定处理量，提高选

矿技术经济指标，千方百计降本增效。
该分公司要求采矿、运转、选矿等生产
单位和部门牢固树立降本增效“一盘
棋”思想，从原矿调配管起，减少单硫矿
石的开采，稳定提高入选原矿铜品位；
优化爆破设计，降低矿石在爆破过程中
产生的过于粉碎，满足选矿对原矿的粒
度要求；加强提升、运输管理，提高工作
效率；严格按章操作，狠抓选矿工艺各
个环节的管控，全面提升选矿技术指
标。形成了从井下到地表，从地质、采
矿到提升、运输、选矿上下联动、协同作
战的良好局面。通过精细化管理，该分
公司选铜回收率、铜精矿品位等主要技
术经济指标稳步提升，从试生产时的较
低水平逐步达到集团公司计划值，实现
了“质”的提升。

立足稳定，以人为本解民忧。该分
公司由于地处偏远，离铜陵市区100多
公里，员工一直被就医、子女就学等难
题困扰。十年来，该分公司以人为本，
大力实施民生工程，逐步解决员工的后
顾之忧。2011年，该分公司利用国家
政策，实施员工家属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在池州市异地建房1000多套，并于
2013年顺利实施了员工异地搬迁，绝
大多数员工搬迁到池州市区居住，部分
员工搬迁到毗邻的铜陵和安庆。同时，
开通了职工上下班通勤车，重新开办了
员工餐厅，让员工吃上放心的班中餐。
员工下班即可回到池州市区安心居家
休息，使员工在工作之余享受到城市文
明，长期困扰职工的就医难、子女就学
难等难题也迎刃而解，使员工能够全身
心投入工作之中，员工队伍的凝聚力、
战斗力和对矿山的向心力显著增强。
2017年以来，该分公司争取国家政策，
强力推进员工家属区“三供一业”社会
职能移交，进一步减轻了企业负担。此
外，该分公司还改造扩建了员工运动中
心，使员工在工作之余有了休闲健身的
好去处，为员工营造了更加和谐稳定的
内、外部环境。十年来，该分公司经历
了资源枯竭、关闭破产、重组再造、深部
开拓、稳定发展，走出了一条老矿山转
型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宽广大道，员工
队伍始终保持和谐稳定，老矿山重新焕
发了活力。

潘敬虎

铜山铜矿分公司立足稳定谋发展

本报讯 10月28日至30日，中国
工业报社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工业企业
创新大会在重庆隆重举行，发布了第三
届（2021年度）现代工业企业创新优秀
成果（案例）名单，经过层层评审，铜冠
建安建材公司申报的《工业固废资源化
利用技术在墙体材料中的研究与应用》
科技创新成果论文荣获二等奖，这是对
该公司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技术的理
论研究及实践探索的肯定与认可。

作为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创新宣传
的主阵地，中国工业企业创新大会搭建
了实践者与决策者的对话平台，是全国
范围内工业领域唯一的全面聚焦、展
示、发布、推广、交流、分享工业企业和
相关企业各项工作理论创新与实践创
新成果的优质载体与媒介。

铜冠建安建材公司自成立以来，紧

紧围绕“高效利用资源，贡献社会进步”
的企业使命，持续推行创新理念，打造
创新型人才队伍，以创新开发市场，以
创新引领行业，以创新服务客户，以创
新回馈社会。近年来，该公司致力于研
究铜尾矿、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磷
石膏和冶金渣等固废在建材行业的应
用研究。此次申报的科技创新技术成
果论文，主要是通过技术研发及工艺改
进，提高铜尾砂、粉煤灰、脱硫石膏等一
般工业固废在墙体材料中应用，达到变
废为宝，提高了经济与社会效益。

此次成果，涵盖了实验室技术研发
到墙体材料验证再逐步推向工业化落
地生产的全过程，彰显了该公司科研团
队在固废综合利用领域的“匠心”。此
次获奖，有利于该公司提高知名度，进
一步增强市场影响力。 程 颜

铜冠建安建材公司荣获
第三届现代工业企业创新优秀成果二等奖

日前，张家港铜业公司员工正在学习《廉洁文化图册》。今年以来，该公司纪委坚
持把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在学习、调研、工
作中不断挖掘用活“廉”元素，探索廉洁文化建设新路径，发挥廉洁文化教育、引领和
浸润作用，多点发力奏响“廉廉365”廉洁文化品牌建设交响曲。 黄军平 摄

本报讯 连日来，米拉多铜矿把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迅速做好传达学习贯彻工作的安
排部署，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基
层、深入人心。

该矿两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先
学一步、学深一层，原原本本、逐字逐
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深学细学
党的二十大精神上带好头、作表率。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凝

心聚力、奋发有为，把智慧和力量凝
聚落实到企业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
各方面、全过程。

不断创新学习宣传贯彻的平台、
载体、抓手，打好学习宣传贯彻“组合
拳”，将党的二十大精神纳入干部教
育培训的重要内容，通过党委中心
组、“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研讨交
流、辅导报告等多种形式，着力提升
学习宣传贯彻的力度、深度、热度，推
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车间、班组、
走进员工，形成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强大声势和浓厚氛围。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关键

在行动、看执行、见实效。四季度是
该矿全年工作的收官冲刺之时，也是
新一年工作的谋篇蓄势之时。该矿
全力推进达标达产、尾矿库建设、二
期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以打造一流
的海外矿产品基地为动力，以落实国
企改革三年行动为契机，主动担当作
为，决战四季度，确保实现全年奋斗
目标，以高质量的发展成果推动党的
二十大精神落地见效。 王 丽

米拉多铜矿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连日来，铜
冠冶化分公司强化组织引领、创新方
式方法，掀起学习热潮、凝聚奋斗力
量。

坚持以上率下，党委引领“用心”
学。该分公司党委强化领导责任，发
挥示范作用，及时召开党的二十大精
神专题学习会，原原本本学、深入思
考学、联系实际学，深刻领悟党的二
十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作出的新
部署新要求，全面领会和把握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丰富内涵和精髓实质，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
精神上来。同时，以党委中心组学习
为龙头，按照既做实干家、又做宣传
家的要求，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在全面
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
先学一步、学深一层，以昂扬的精神

状态、务实的工作作风，有计划、有步
骤、有系统地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
脑入心、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坚持多维拓展，丰富载体“多样”
学。该分公司严格落实“第一议题”
制度，把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党
委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党
员大会、党小组会的第一项议题。结
合自身工作实际，谈思想、谈认识、谈
体会，全员发动、全员学习，推动党的
二十大精神走进基层一线，走进职工
心里。为确保听得懂、学得进、用得
上，该分公司结合实际创新学习形
式，充分利用宣传栏、灯杆道旗、LED
电子显示屏、户外大屏等载体，开辟
局域网“聚焦二十大”专栏，学好用
好“学习强国”等网络学习平台，积
极拓宽学习渠道，营造“处处有课
堂、时时受教育”的浓厚氛围，不断
激发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奋斗情

怀。
坚持学用结合，立足职责“融

入”学。该分公司把学习党的二十
大精神作为统一思想认识、扎实推
进工作的“强心剂”，全力以赴做好
当前各项工作。对照重点工作目标
任务，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深入
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坚持疫情
防控和安全环保“两手抓、两手硬”，
全方位守住疫情防控和安全环保底
线，坚决防止发生重大事故；全面加
强生产全过程管控，以稳产高产力
争多干多超，实现效益最大化，确保
每项工作责任明确、任务清晰，有部
署、有推进，落到实处。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戮力同心全力创效
增收、扭亏为盈，奋力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
得、学有所为。

胡永斌

铜冠冶化分公司“三学并进”学深悟透党的二十大精神

铜陵铜箔公司员工日前正在进行锂电箔配切作业。铜陵铜箔公司针对6微米铜箔幅宽种类高达200多种，客户需求差
异显著，通过将各类订单进行归纳汇总，在生产过程中做到配切与生箔工段积极沟通配合，调整母卷边部及米数情况，缩小
滚轴间的水平误差并对宽幅搭配进行优化，减少了废边的产生，满足了客户的个性化定制需求，同时配切成品率提升3%。

王红平 刘汤青 摄

本报讯 米拉多铜矿选
矿厂不仅是该矿产量的“定
盘星”，更是组织实施降本增
效的“主战场”。因选矿厂电
气设备众多，为矿山的“用电
大户”，该矿找准降本增效的
关键潜力点，通过提高半自
磨机直径150毫米钢球配比
和增加充填率，提高磨矿设
备处理能力、磨矿台效、减少
非计划停车次数和时长等措
施有效降低了综合电耗。

1至9月份，该矿选矿单
耗较目标每吨节约0.47千瓦
时，让每一度电都用在刀刃
上，真正实现矿山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

避峰填谷用电。该矿大
力推进“避峰填谷”生产组织
模式，将检修、更换工艺等工
作尽量安排在峰时段进行。
在保障生产经营有序运行的
前提下，调整非连续运转、连
续作业、连续用电的设备运
行时间、运行方式、作业模
式，确保设备尽量在谷时段
或平时段运作，最大程度实
现避峰填谷用电。

优化选矿厂自动化。在生产中广
泛应用自动控制技术、自动检测仪表
和信息处理技术。通过加强生产过程
控制系统、生产执行系统以及多媒体
监控系统三者相互配合，有效实现在
线生产调度和生产管理，保证选矿工
作的质量和效率，优化选矿过程中技
术和经济指标，实现提效降耗、节能减
排的目的。

确定合理的入磨粒度。生产实践
表明，选矿过程中约60%的能耗消耗于
矿石的碎磨作业中。因此，选矿节能首
先要在碎磨阶段下功夫。因破碎磨矿
设备已基本固定，该矿在保证破碎能力
的基础上，合理调整各段破碎机的排矿
口，充分发挥破碎系统的综合能力，促
使破碎系统的最终粒度下降，减少磨矿
段的压力，增加磨矿效率。

提高分级效率。选矿生产中，过
磨现象尤其普遍，也是能耗的重要来
源，故分级效率对选矿厂生产能力影
响十分显著。该矿为保证分级粒度的
科学性与合理性，应用磨矿分级闭路
系统，保证强化分级效果，以减少螺旋
分级机运行中所产生的能耗。细粒分
级中可利用水力旋流器或高频细筛等
高效分离设备，在强化分级作业的作
用下，系统可及时分离合格的粒级，避
免过磨问题，有效减少磨矿过程中的
能源消耗。

制定合理的加球制度。钢球球径
的选择直接关系到磨矿的效率，影响
着磨机的生产率。该矿根据物料的性
质、粒度等来选择钢球的大小，制定科
学的加球制度，调整加球量、球径大小
以及加球的间隔时间，通过提高半自
磨机直径150毫米钢球配比，增加半
自磨和球磨机充填率，调整顽石破碎
机排料口等措施，有效提升了磨矿设
备的处理能力和磨矿台效，从而降低
了综合电耗。

降本无小事，点滴见初心。该矿
结合实际，出实招、硬招，不断补短板、
强弱项，强化节能降耗培训和管理，加
强宣传工作，不断改善节能技术、方法
和手段，抓牢抓细降本增效举措，推动
生产方式向集约高效转变，助力矿山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陈幸欣 李世男 李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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