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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天工造化，在江西这片红土地孕育出了中

国铜工业的璀璨明珠——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者，江铜因振兴铜工业而生，

因铜工业发展而强。40多年岁月变化，江铜走过了从无

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辉煌历程，参与并见证了中

国铜工业的巨大飞跃，成长为世界铜工业版图中的重要

一极。

江铜的发展之路，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铜工业蓬勃

发展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产业报国——
与生俱来的责任担当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铜作为战略性矿产资源，对

国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广泛应用于数千种工业产品。

1978年，全国全年铜产量仅为 29.89万吨，铜工业基

础薄弱，铜产量匮乏。

正是在这一年，伴着改革开放春风起步的江铜为中

国铜工业由弱变强带来了希望。当年，党中央决定投资

40 亿元人民币建设江西铜基地。翌年春天，来自全国

的数万名建设者云集江西，拉开了江铜的创业序幕。

栉风沐雨，自强不息。艰苦的条件难抵创业者炽

热的报国情怀，只因为他们肩上承载着党和国家赋予的

历史使命：彻底改变中国铜工业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江铜铜冶炼一期工程建设时就坚持了高起点、高标

准、高要求，瞄准世界先进水平。1985年 12月，贵溪冶炼

厂投料试生产成功，产出了第一包冰铜。铜冶炼一期工程

投产时年生产能力虽然只有 7万吨，却使我国铜冶炼能

力增长了36%，铜电解能力增长了25%，将我国铜冶炼技

术与世界铜工业水平之间的差距一举缩短了40年。

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

业发展同频共振，江铜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

德兴铜矿历经数次大规模的技改和装备升级，建设

成为亚洲最大、最现代化的铜矿山；永平铜矿成为我国

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万吨级产能铜矿山。

截至 2000 年，国家建设江西铜基地的最初规划目

标“到二十世纪末建成 20万吨铜的生产能力，改变我国

铜工业落后的面貌”圆满实现。

时至今日，江铜已连续 8年跻身世界 500强榜单，成

为中国铜工业的领跑者和有色金属行业综合实力最强的

企业之一。其中，采选能力跻身国内前三，铜冶炼和铜加

工综合生产能力位列全球第一。

铜业强国——
核心技术的强力突破

5 月 10 日，2021 年中国品牌日在上海开幕，江铜铜

箔公司的 8 款高端铜箔产品在展会亮相。“锂电池用双

面光铜箔”“载体屏蔽铜箔”“高频电路板铜箔”……一系

列铜加工“拔尖”产品，将运用在 5G 通信、新能源汽车、

航空航天等领域，其中不少产品打破了国外企业长期的

市场垄断。今年前 4 个月，江铜铜箔公司高附加值产品

产值为1.9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4%。

作为国家“六五”期间 22个从国外成套引进的项目

之一，贵溪冶炼厂从日本东予全套引进了闪速熔炼

技术。

但在成功消化吸收后，江铜逐渐形成了“高投料

量、高冰铜品味、高富氧浓度、高热强度”的四高熔炼技

术等自主核心技术，走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

创新—输出”的技术发展之路，形成了世界领先的冶炼

技术。

自诞生之日起，江铜集团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相

继荣获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的多项荣誉，低品

位露天铜矿综合开采技术、湿法冶金和硫化提铜技术已

处于世界先进水平，闪速炉作业率、铜冶炼综合能耗、铜

冶炼综合回收率等 10余项最能代表铜冶炼企业技术水

平的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2019年，贵溪冶炼厂在国内首创成功实施“一步法”

渣直排缓冷改造，创下仅用 45天就完成业内最短需要 3

个月的渣直排缓冷改造检修施工的奇迹。

近年来，围绕铜这一重要战略基材的深化运用，江铜

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积极投身高端铜加工、新

材料研发等领域，石墨—铜（铝）复合材料、碳纳米材料、

5G应

用 铜 箔

产品、高性

能 超 微 细 丝

铜 银 合 金 线 坯 、

高铜合金板带材料、

稀土功能材料等高精尖产

品或技术研发取得重大突破。

“铜”材料的价值不断重新定义，为国家产

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贡献力量。

同时，江铜大力实施智能制造升级，推动工业互联

网、5G、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在下属矿山、工厂融合应用。

贵冶阳极板仓储转运全流程实现无人化智能化管控，冶

炼环节关键设备的数字化率、生产数据自动采集率达到

90%以上。城门山铜矿搭建起由数字采矿平台、三维可

视化平台、第三代矿用车联网平台构成的智能采矿新

模式。

为激发创新要素，江铜以优厚待遇延揽天下英才，

引进尖端人才；2 次“双创”评比和 3 次科技成果转化累

计奖励金额超过 4000 万元；旗下高新技术企业增至 16

家，江铜已经具备行业领先的技术研发与技术应用

能力。

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品牌、布局全球

产业链创新链……江铜正以勃勃雄心和实际行动打造

全球竞争力。

比肩世界——
走向全球的矿业名片

2020年 11月 11日，哈萨克斯坦巴库塔钨矿现场，一

场简单而隆重的开工仪式后，挖掘机扬起了第一捧土，

标志着该项目建设迈出里程碑式的一步。

这是一座世界级的特大型露天钨矿，项目建成后将

成为全球产能最大的单体钨矿山之一，钨精矿年产量有

望超过世界钨精矿年产量的 10%。这也是江铜融入“一

带一路”发展、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又一重要成果。

过去 5年，江铜以重大战略为引领，继续深化沿江、

沿海 T 字形布局，逐步建成了以江西本土为主体，辐射

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西南地区的五

大产业基地。

江铜正以全球视野加快推进资源、技术、产能、产

品 、服

务等向海

外布局和扩

张 ，持 续 提 升

国 际 化 经 营 能 力

和水平。

江铜集团还推出“三年

创新倍增”攻坚行动计划，提出在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转型升级、质量效

益提升、综合竞争力大幅增强的基础上，力争到 2021年

实现销售收入翻番，成为全球最大的铜冶炼企业和加工

企业。展望未来，江铜发展的目标愿景清晰明确——

“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鲜红底色——
国企党建的江铜样板

红色，是江铜最鲜明的底色。

从成立伊始，江铜就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抓党建。

党建工作常做常新，成为公司发展的强大动力。

坚持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江铜实行

党政领导干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推行把党委

会研究讨论作为企业决策重大事项的前置把关定向程

序，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有力推进了公司重

大项目投资、重大改革创新举措的落实落地。

从开展“党支部工作标准化”试点，到开展“党支部

特色工作”，到全面推广南方公司党委稽核和贵冶全员

创星经验，再到 2019 年首创“党建目标管理指数法”，

构建起全覆盖、全过程、全维度的党建信息化平台，江

铜将党建落实到行动上 ，融入到文化里 ，根植到管

理中。

成立 40余年来，江铜党委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加

强党的建设作为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始终做到融入

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建立起党委抓稽核、支部

抓特色、全员抓创新等长效机制，实现了企业党建工作

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互融互促，一次次助推江铜固本

强基、跨越发展。

江铜党委以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为目标，探索建立党

建体系，初步形成了以“统筹领导、高效协同、资源整合、

上下贯通”为主要特征的江铜党建工作格局，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见证中国铜业的腾飞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站在“两个一百年”

的历史交汇点上，置身“两个大局”的时代洪流中，江

铜集团以历史观照现实，用未来思考今天，伴随着中

国经济的腾飞，正大步走近世界铜工业舞台的中心。

鉴往知来。江铜的今天，既得益于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一路披荆斩棘高歌猛进,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持续完善，也得益于江铜逐梦一流的道路

自信、精神支撑和砥砺奋进。

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江铜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

各环节。42年来，江铜党委应时而变，顺势而为，用

科学的理念、长远的眼光、务实的作风谋划事业，把

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创新优势和

科学发展优势，主动担当起引领行业发展的责任和

使命，努力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

产业报国梦、铜业强国梦。步入新发展阶段，在党的

领导下，砥砺家国情怀，始终是我们开启新征程、实

现新的更高目标的力量来源。

始终坚持改革创新。江铜自改革开放的春风中

诞生，创立之初就将中国铜工业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

间的差距缩短了整整40年。从上世纪80年代引进国

内首套闪速熔炼技术，到 90年代主产品率先在伦敦

注册、境外股改上市，再到今天正在实施的“三年创

新倍增”行动，不论技术、管理，还是体制、机制，都保

持持续创新的活力，推动江铜不断突破行业发展和

企业运营的痛点、难点、关键点，保持先发竞争优势。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江铜将绿色、循环、低

碳等发展要求细化落实到生产经营的全领域、全流

程、全环节，实施了土地集约化、生产清洁化、资源循

环化、能源低碳化发展，多项环保指标处于国际领先

水平。我们要继续厚植江铜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和成色，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使得发展和生

态文明水平提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江铜的定力和底气，来自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始终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切

实发挥“六个力量”作用，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重大部署落实中勇挑重担，矢

志不渝担负起振兴中国铜工业的历史使命，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

展格局”的坐标系中，重新审视定位，以必胜的信心、全胜的雄心、大胜的决心，

奋力朝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目标前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勇敢拼搏，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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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江铜集团德兴铜矿杨桃坞的山顶一片绿

荫，朵朵明黄色的金鸡菊点缀草丛间。难以想象，这里曾

堆满废石、寸草难生。历经 19年生态修复“长跑”，如今的

杨桃坞已是一座生态公园。

行走在杨桃坞的山坡上，德兴铜矿环境保护部部长袁

霜回忆起了在废石山上种树的往事。杨桃坞位于德兴铜

矿内，是亚洲最大的露天开采铜矿，矿产铜约占全国的十

分之一，居全国之首。经过多年开采，矿坑日渐加深，一旁

的废石山却越堆越高。“我们从 2001 年开始，就一块块地

做实验，一种种方法搞探索，对杨桃坞进行恢复治理。”袁

霜说，19 年里，他们在杨桃坞试验的方法不胜枚举，客土

覆盖法、鱼鳞坑法、等高线法……逐步摸索改进复垦方案。

复垦所需土壤量大，江铜探索使用工业水处理底泥替

代土壤，不仅发挥出底泥保水性好的优势，还实现了矿产

资源的“吃干榨尽”“变废为宝”。

传统复垦技术“水土不服”，就与科研院所合作，联合

研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原位基质改良+直接植

被”生态恢复治理技术。通过调水、控酸、土壤改良，重建

生态系统，一块原本土黄色的废弃地如今已是绿意盎然。

杨桃坞的复绿是江铜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自“十一五”

以来，江铜集团环保投入累计超过46亿元，生态复垦面积累

计达到866公顷，所属矿山可复垦废弃地80%以上完成生态

恢复，冶炼企业空地基本实现100%绿化。

秉持绿色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江铜正以全面

推进绿色矿山（工厂）建设为抓手，着力在先进技术、产品

升级和资源利用上做“加法”，在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上做“减法”，努力实现开发资源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统筹协调。

一座废石山的绿色蝶变
本报记者 刘 兴

图① 贵溪冶炼厂电解车间生产

现场。 易继忠摄

图② 江铜集团铜板带生产现场。

吕 勇摄

图③ 德兴铜矿循环经济项目。

张伟峰摄

②②

①①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