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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有色”或

“公司”）座落在有着悠久采冶铜历史的中国古铜都铜陵。公司

于 1992 年 6 月成立，1996 年 11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目

前，为国内最大的阴极铜生产企业。 

公司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和国家认可试验室，先后获得多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代表了我国铜产业采选、冶炼技术的最高水平。

2016 年，公司“松散介质环境下难采矿安全开采及灾变防控关

键技术”和“高产能‘双闪’铜冶炼工艺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

等两个项目获 2016 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三等奖，申报 4 项有色

金属工业协会科技奖，获得授权受理专利 122 件。 

长期以来，铜陵有色传承产业报国的炽热情怀，践行绿色发

展的价值取向，努力以优质的产品、丰厚的税收、稳定的就业、

无私的奉献贡献社会进步，诠释了一个优秀企业公民的特质，进

而成为社会尊敬、客户信赖、员工自豪、政府放心的优秀企业，

为公司可持续发展赢得了广泛支持。 

“十三五”期间，面对有色金属行业发展大势，公司将抓住

“一带一路”、 “中国制造 2025”等重大战略机遇，坚持创新

驱动，加快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步伐，建设一流的阴极铜生



产基地、铜基新材料加工基地、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打造全

球知名的“铜冠”品牌。 

二、经济责任 

1、经营效益情况。 

2016 年，公司积极应对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高效组织生

产经营，面对行业需求疲软、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汇率波动、主

产品均价大幅下跌等严峻挑战，积极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快“调转促”步伐，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全面实现扭亏为盈。2016

年，生产阴极铜 129.79万吨，铜精矿含铜 4.78万吨，黄金 8.6

吨，白银 398.38 吨，硫酸,426.2 万吨、铜加工材 31.5 万吨。

选铜回收率、铜冶炼总回收率、铜板带综合成品率进一步提高，

铜冶炼综合能耗创历史最好水平。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66.74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80 亿元，期末公司总资

产 445.94亿元，净资产 175.28亿元。 

三、安全环保及可持续发展 

2016 年，公司深入开展“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加

大安全环保交叉检查、专项检查力度，加强过程和结果考核，强

化责任落实与追究，安全环保形势良好，不存在重大环保或重大

社会安全问题。全年重要环境因素监控率 100%，污染物综合排

放控制指标实现率 100%，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 100%，铜冶炼硫

的总捕集率 99.42%，铜冶炼综合能耗创历史最好水平。 

1、深入开展“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 



以“安全环保，意识先行”主题活动为抓手，作为贯穿全年

主要工作，制订 2016年“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实施方案。

新方案在巩固 2015 年“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成果的基础

上，广泛征求各单位意见和建议，在保留上一年开展的班前安全

宣誓、安全一家亲、培训考试、查处“三违”、安全演讲等活动

内容的基础上，还新增加了岗位风险辨识、生产区域封闭管理、

矿山“三位一体”、地表“二位一体”、岗位作业标准化和现场管

理标准化创建达标等 13项内容。新方案从提高意识、查处违章、

现场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强化安全环保管理，设定各阶段时间

节点，将整个活动内容贯穿全年安全环保工作的始终。活动切实

提高了员工的安全意识，降低了每个环节的安全风险。 

2、创新管理办法，加强考核力度 

推行交叉检查方式。由公司高管，安委会成员参加，各单位

主要负责人任检查组长，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季度安全环保的过程

管理，进行交叉检查考核和隐患排查。各单位之间互相借鉴好的

经验和做法，提高自身管理水平，促进了各单位相互交流学习。

实行季度检查与年度考核兑现相结合。将季度安全环保检查与年

度考核兑现相结合，加大安全环保考核力度。将中层管理人员的

年薪按一定比例提出，进行过程考核和结果考核，把考核结果与

各单位经营班子薪酬兑现挂钩起来，实行季度考核，年度兑现。

各单位通过制订本单位的过程考核办法，将过程考核压力层层传

递，考核取得了较好成效。 



3、加强技术合作，科学管控安全风险。 

2015年至 2016 年，公司确立一厂（金冠铜业分公司）一矿

（冬瓜山铜矿）风险管控系统建设试点，分别开发应用生产作业

安全风险管控系统和三维（即行为、本质、手段）预防安全管理

信息化平台。金冠铜业分公司与北京毕塞特安全技术研究所合作

开发了生产作业安全风险管控系统，全面准确识别企业生产作业

过程的安全风险和危险源/危险因素，建立全风险信息数据库，

形成系统、规范化的安全管理。目前系统应用在该公司全面展开，

收效显著。冬瓜山铜矿与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发建设

三维预防安全管理信息化平台，将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控制对象

（行为安全、本质安全）和手段（保障安全即安全管理）进行整

合，充分利用矿山现有信息化建设软硬件资源，结合其风险预防

安全管理体系，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建成一个基于网络环境的、

实时的、可视化的矿山安全生产管理信息系统，有利于安全生产

管理流程的固化、从而提升矿山安全管理信息化水平。 

4、加强节能管理，实现达标减排。 

2016 年，公司积极开展节能技术改造及节能诊断、监测工

作，加大余热发电管理，铜冶炼综合能耗完成值 265.9 公斤标准

煤/吨，创历史最好水平，并超额完成国家节能目标考核。公司

在线自动监测设备，监测各单位水常规污染物和特征污染物数据，

保证公司重要环境因素监控率达到 100%。全年公司全硫捕集率

98.5%以上、工业固废处置利用率达标、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 100%。 



四、员工权益保护 

公司历来尊重员工在企业中的主体作用和地位，注重员工的

个人成长和发展，助力员工实现个人价值，实现人企共同发展。

2016年，公司员工满意度 81.96。 

 1、开展员工培训工作，全面提高技能人才素质。 

根据公司培训工作大纲工作要求，并征求二级单位培训需求

调查，结合安全生产和建设发展实际需要，制定实施了 2016 年

员工培训计划。2016年，举办了 2 期班组长培训、2期车间主任

培训、矿山危化品安全管理资格培训班、非煤矿山安全资格培训、

财务营改增培训、ERP 财务委派科长培训、产品标准编写培训，

共计 1340 余人参加了培训。全年为培训 16000 余人次，人均培

训学时为 22课时。2016年，公司职工教育经费达 720万元。 

2、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提高技能人才素质。 

2016年，安排了火法冶炼工、电解精炼工、贵金属冶炼工、

烟气制酸工、气体深冷分离工 5个工种的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工

作计划。完成 145 人的鉴定考核工作，共有 59 人通过考核。继

续加强中高级工鉴定与培训工作，对报名资格的审查把关，安排

了通用和行业工种的鉴定，全年鉴定 240人次。 

3、民主管理，发挥员工主体作用。 

持续推进班组长公推直选长效机制。2016 年，各二级单位

共有二百多个班组进行了第二轮班组长“公推直选”。合理化建

议和技术改进活动蓬勃开展，全年完成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项



目 16000 项。2016年，对上一年度 237项创效 10 万元以上合理

化建议和技术改进项目进行了评审，公司合理化建议评审委员会

审定获奖项目 171 项，其中:一等奖 18 项,二等奖 39 项,三等奖

114项。公司并将创效 30 万元以上的获公司奖励的合理化建议,

向安徽省重大合理化建议评审委申报，共有 101项获奖，连续九

年位居全省第一。2016年度共获得国家级优秀 QC小组 3个，国

家级质量信得过班组 1个，行业级质量信得过班组 1个，公司级

优秀 QC 小组 63 个。 

4、广泛开展员工文体活动，促进企业文化建设。 

2016 年，公司工会根据文体活动管理办法的总体要求，采

用文体活动重心下移，上下结合，节假日活动与日常活动相结合

的原则，先后举办了迎“三八”“冬瓜山杯”女职工跳绳比赛，

迎“五一”“铜山杯”拔河比赛、全员健身“机关杯”职工羽毛

球比赛、“金冠铜业杯”职工乒乓球比赛，参加比赛的裁判员和

观众达 3000 多人次，丰富了职工节日业余文化生活。各单位也

因地制宜组织小型多样的文体活动达 120多项次，全员健身活动

在公司蓬勃开展。 

五、供应链关系管理 

1、加强品牌建设，推进产品技术标准制订工作。 

2016 年，公司电解铜获安徽省工业精品称号，公司先后获

“全国质量文化建设示范单位”、“中国出口质量安全示范企业”

称号。铜冠铜材公司完成首批试验样品测试，并初步通过 LME审



核，成为 LME注册铜的试验工厂之一；金隆铜业公司阴极铜、安

徽铜冠铜箔有限公司铜箔分别获得“2016 年安徽省名牌产品称

号”。制定《铜渣尾矿化学分析方法》、《超厚电子铜箔技术条件》、

《焦炉煤气生产硫化钠技术规程》三项安徽省地方标准。 

2、修订完善招标采购制度，建立长效机制。 

2016 年，重新起草了《物资采购供应管理标准》、《密封询

比价采购管理办法》、《公开竞价采购管理办法》等制度，进一步

规范和优化业务流程。加强内部管控，实行采购业务抽查制度，

以相关制度规定为标准，对正在执行和已完成的采购合同，从厂

矿采购计划上报、合同签定、到实际交货、验收结算的全过程进

行监督评审，及时发现和纠正采购过程中的问题，提高采购效能。 

3、深化“阳光工程”，不断提高供应链各环节透明度。 

在公司重点工程项目、设备招标、产品销售、物资供应和资

金支付等方面，持续推进好 “阳光工程”。2016年前 10月，公

司纪委派驻纪检员和阳光工程监督员共参加物资设备、备品备件

招标监督 346 次 388包，中标金额 16.66 亿元；参加工程建设招

标监督 56 项，工程概算 6.78 亿元，中标金额 5.96 亿元，节约

资金 8200 万元；参加闲置设备评估 8 批次，评估闲置设备 509

台套。 

4、反对商业贿赂，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 

2016 年，公司精心创办了铜陵有色纪律检查微信公众号，

多样化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同时，还对铜陵有色廉政之窗网



站进行了改版升级，使其成为二级组织纪检监察工作的展示窗口、

纪检人员的业务学习和交流平台。通过网络、手机，定期向中层

管理人员、重点岗位管理人员发送反腐倡廉提醒短信，营造廉洁

文化氛围，推进公司廉洁文化建设。公司纪委与铜陵市检察院建

立“奥炉工程”建设项目职务犯罪预警机制，制定实施方案和工

作措施，从强化教育、实行“关键点”“风险点”审查制度、建

立预防职务犯罪档案等方面着手，加大新建项目职务犯罪预防力

度。 

六、精准扶贫 

根据全省扶贫工作的统一部署，自 2014 年以来，铜陵有色

按照“规划先行、精准发力、产业带动、全面发展”的工作思路，

聚焦精准扶贫，突出帮扶实效，全力帮助帮扶对象脱贫致富，努

力担当国企责任。 

1、定点帮扶太湖县 

2016 年，公司对太湖县北中镇江河村保持 100 万元帮扶资

金规模，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实施精准扶贫，资金主要用于江河村

60kw 村级光伏电站建设、村农民文体广场及活动中心建设、农

业示范园后续建设管理、产业扶贫扶持基金以及灾后慰问救助等。

2016年，江河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 27%，人均收入同比增长

15%，顺利完成脱贫 17 户计 60 人的目标任务，其中公司结对帮

扶的 8户拟脱贫户全部脱贫，脱贫对象脱贫率达到 100%。 

2、结对帮扶枞阳县钱铺乡 



2016 年，公司积极助力铜陵市脱贫攻坚，把结对帮扶作为

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和社会责任进行了全面部署，有针对性地选择

了资源勘查、矿山开发、信息技术开发、种植养殖、技术培训、

物流运输等行业 7 个单位进行包村帮扶，与帮扶村及联建单位组

建联合党组织，并选派驻村干部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公司投入

100万元帮扶资金计划已拨付，主要用于产业扶贫，助推南岭村

重点产业发展项目——绿色茶叶生产基地和土鸡养殖项目的发

展，保障 2018 年底前南岭村集体收入超过 5万元。 

3、推进干部包户工作，确保精准扶贫取得实效。 

2016 年采取“1 帮 1”的帮扶模式，包户干部结对帮扶 24

户，每名干部个人支付包户慰问金不低于 1000元/年。包户干部

全部到村进户，走访联系贫困户，开展慰问，了解所思所想，共

谋脱贫举措，对于在外打工的贫困户，包户干部主动联系，确保

不遗漏一人。通过干部包户，对贫困户建档立卡，明确了帮扶对

象和责任人，形成包户干部与贫困户双向联系机制。贫困户遇到

发展困难，主动联系包户干部，包户干部积极帮助协调解决，成

效显著。 

七、社会公益事业 

2016 年，铜陵有色按计划实施公益支持项目，在铜冠希望

助学工程、铜冠教育基金会、医疗慈善事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

成果，赢得社会各方的良好口碑。 

1、持续实施铜冠希望助学工程。 



“铜冠希望助学工程”主要面向九年义务教育。2016 年，

铜冠希望助学工程共投入资金 30万元，分别在南陵县、庐江县、

枞阳县 3 个地方各捐资 10 万元，共资助了 211 名家庭贫困、品

学兼优的中小学生和大学新生。 

2、利用教育基金资助在校大学生 

公司通过在安徽大学设立 500万元教育基金，在中南大学设

立 400 万元教育基金，每年利用资金增值部分资助在校大学生。

2016 年，两校的教育基金会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条件严格评选，

共计向 112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颁发了铜冠奖学金。其中，安徽

大学 20名研究生和 8名本科生颁发“铜冠奖学金”共计 20万元、

向安徽大学 44 名同学颁发“铜陵有色助学金”共计 17.6 万元；

向中南大学 40名同学颁发“铜冠奖学金”共计 20万元。 

3、关爱困难员工，深入实施“温暖工程”。 

持续开展春节送温暖慰问工作。2016 年春节送温暖走访慰

问困难职工工作从 1月初开始，公司领导分别带队，深入基层单

位，走访困难职工家庭，共走访了 9 个基层单位，送去慰问金

232万元。同时，各基层单位开展送温暖慰问 1.5万人，发放慰

问金 410 多万元。开展日常的大病救助工作。2016 年，共有 20

名患病的职工直系亲属得到大病救助，支付救助款 5万多元。遗

孤人员生活补贴费共发放了 15万多元。2016年，公司中层以上

管理人员结对帮扶困难职工工作，得到安徽省总工会高度肯定，

此项工作经验在全省工会进行了交流推广。 



4、公益性捐赠铜陵市立医院 50万元 

为支持铜陵市医疗慈善事业，同时解决原职工总医院移交过

程中的历史性遗留问题，公司 2016 年向安徽省红十字铜陵医院

（铜陵市立医院）捐赠 50 万元。 

5、支持祁门县美好乡村建设 

公司利用闲置设备援建的祁门县古溪乡黄龙村锚网厂运营

良好，2016 年共采购该厂约 100 万元锚网用于冬瓜山矿生产，

以造血的方式助力美好乡村建设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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