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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黄金冶炼厂 国投金城冶金

“吃干榨净”金属矿产

“中国铜箔谷”

发展壮大铜产业

承明光电

做大做强光电半导体新材料产业

骏通公司

绿色智能 决胜未来

项目建设势头猛，雨后春笋遍地青。布科思机器人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大显身手，宝武铝业打通铝合金

汽车板材生产“最后一米”，灵宝被命名为“中国铜箔谷”，黑化铜箔已用于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三门峡实

施“三大改造”引领传统产业“原料变材料、材料变器件、器件变设备”，推动“黄、白、黑”传统产业向铝基、铜基、镓

基、锗基、碳基、光电、高纯、复合等新材料领域转型。全市研发投入强度由2016年的 0.61%提升至2021年的

1.98%，实现了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平台、高科技企业数量“三个倍增”，崤函大地爆发出蓬勃的发展活力。③4

项目如笋项目如笋崤函新崤函新

宝武铝业

精益求精 为“铝”添彩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一块块铝锭“吃”进去，一卷
卷高品质铝合金板材“吐”出
来。9月 15日，宝武铝业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武铝业”）
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这是目
前我省唯一的铝合金汽车板专
用生产线，曾被认为需长期依赖
进口的汽车板产品开始试用并
得到初步认可。

“目前市场上的铝合金产品

供不应求，这条生产线全面投产
不到半年，已经实现近 30 个产
品快速投放市场。”宝武铝业董
事长智西巍说。

2019年 2月 1日，中国宝武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入驻三门
峡市，宝武铝业应运而生。宝武
铝业规划建设年产60万吨铝合金
精深加工项目，拉开了铝产业转
型升级的序幕。2020年12月20
日，宝武铝业一期项目全面投产。

一年多的时间里，宝武铝业
攻坚克难，采用“持续改进”管理

模式，围绕现场制造单元，开展
科技创新，仅 2021 年现场攻关
项目就有 20余个，涉及生产、设
备、质量等不同领域，实现了全
流程的持续改进，产品质量稳步
提升和生产成本的持续下降。

宝武铝业项目建设的“规范
性、协同性、高效性、科学性”成
为 三 门 峡 项 目 建 设 的 典 范 。
2020 年 4 月 24 日，宝武铝业荣
获宝钢股份“开拓创业示范团
队”奖；同年，宝武铝业荣获“三
门峡市五一劳动奖状”。③4

□本报记者 赵力文

近日，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原
黄金冶炼厂”）与北京科技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成功立项了“复杂
含金资源造锍捕金及砷分离提
纯技术与示范”项目。该项目是
中原黄金冶炼厂牵头的首个国
家级科研项目，有力彰显了该企
业对于科技创新发展的不懈努
力。在成功从废弃矿渣中提取
到关键金属铑之后，该企业再次

向又一座技术高峰发起冲锋。
而在另一家冶炼企业国投

金城冶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国投金城冶金”），近年来推
动实施了多种稀贵金属综合回
收等14项创新研发项目。

三门峡矿产冶炼企业已走
出过去的粗放式发展道路，从

“挑肥拣瘦”到“吃干榨净”。如
今，在中原黄金冶炼厂、国投金
城冶金这两大冶炼企业，即使是
含有七成杂矿的矿粉也能被充
分利用，最终冶炼出黄金、白银、

电解铜、硫酸等产品。回收元素
由传统的4种增加到10多种，基
本实现了“变废为宝”。

中原黄金冶炼厂有关负责
人表示，“十四五”期间，企业将
围绕综合回收、延链补链、绿色
低碳和智能升级四大方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下非常之功，用恒久之力，坚定
走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华山
一条路”，朝着建成国际一流冶
炼加工基地的宏伟目标奋勇前
进。③4

□本报记者 赵力文

金秋时节，位于灵宝市先进
制造业开发区内，当地生产铜箔
的多家企业一片产销两旺的景
象。

近年来，灵宝市将铜产业作
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
手，按照“上中下游衔接、延链补
链强链”的思路，不断培育壮大
铜加工产业集群。今年 1月，中
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授予

灵宝市“中国铜箔谷”荣誉称号。
灵宝市现有涉铜企业16家，

形成了以宝鑫电子、华鑫铜箔、金
源朝辉等电解铜箔、压延铜箔研
发生产企业为核心；以国投金城
冶金、黄金股份、九易铜业、昌盛
铜业、鸿宇电子等阴极铜板、无氧
铜杆、铜排、铜线材、挠性覆铜板
等生产企业为上下游；以铜箔技
术研究院、河南省铜箔质量检验
检测中心、“中国铜箔谷”展示中
心、铜箔产业高峰论坛为技术支

持；以旭东铜箔专用纸管等专用
包装生产企业为配套，形成了总
产值达245亿元的铜产业集群。

为做强“中国铜箔谷”，灵宝
市实施宝鑫电子 2 万吨高频低
阻抗铜箔、金源朝辉 1万吨压延
铜箔、鸿宇电子挠性覆铜板技改
扩产能等项目，推动表面处理循
环经济产业园、电子产业孵化园
建设，打造“电解铜—铜材—铜
箔—覆铜板—电子产品”全产业
链。③4

□本报记者 赵力文

氧化铝厂的赤泥废渣能提炼出镓等稀
有贵重金属，渑池县的一家企业再继续加工
成更高价值的光电半导体材料等高附加值
产品，从而带动了新材料产业发展。

走进位于渑池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
河南承明光电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承明光电”），自动化和数字化的操作车
间里静悄悄，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生产设
备自动运行，精准实施高纯金属有机化合物
（MO源）的生产作业。

该企业把镓、铟、镁等稀有金属元素，生
产出三甲基铟、三乙基镓等 MO 源产品。
这些产品放在特制的小瓶里，“论克卖”，主

要应用于 LED 照明、显示技术、深紫外
LED、激光雷达、微波通讯、红外探测器、移
动通信、射频芯片，功率半导体器件、集成电
路、相变存储器及其他半导体产业领域。

承明光电是河南唯一研发生产这种先
进光电和半导体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目
前，企业建成两条生产线，年产9吨MO源，
出现产销两旺的发展势头。今年该企业计
划投资2.5亿元，再建成一条年产30吨的三
甲基镓生产线。

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今后的三至五
年内，他们将与国内顶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密切合作，计划建设 4个大的项目，未来
在三门峡打造出一个百亿级光电半导体产
业园。③4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近日，河南骏通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骏通公司”）向三门峡市陕州区第一人民
医院和陕州区人民医院捐赠总价值50余万
元的2辆负压救护车，全面提升疫情防控和
医疗救护能力。

近年来，骏通公司致力于产业链的转型
升级。目前，公司已建成 3条 12台具有国
际领先水平的光纤激光切割智能下料生产

线；20条 300余台德国卡尔克鲁斯焊接机器
人柔性智能焊接生产线，在制造过程中广泛
应用AGV导航机器人、库卡搬运机器人、抓
取机器人、智能堆垛机等物流输送设备，实
现了制造管理的集约化、精益化、数字化。

为保障技术创新的持续动力，该公司在
西安、三门峡设立两大技术研发中心，拥有
专用车、起重举升、多轮驱动三大技术研发
平台，已取得专利71项；先后荣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认证、“骏通”中国驰名商标等荣
誉。③4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徐小龙

9月 19日，在位于三门峡经济开发区的
河南布科思机器人有限公司大厅，一批消杀
机器人，正在发往北京、广东和四川等地。

8月下旬，这些由三门峡市自主研发、
生产的消毒机器人，参与到 2022年中国国
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消杀保障任务中。在
此之前，这些机器人还参与了 2022年北京
冬奥会赛事场馆的消杀任务，同时圆满完
成了三门峡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转
运专班及医务人员驻地等重点场所的消杀
任务。

“在三门峡和开发区政府的一系列保障
措施下，疫情防控期间，公司不但没有停工，
而且生产流水线也在井然有序地运转。”9
月 19日，三门峡中科微测科技有限公司（中
科芯时代子公司之一，简称“中科微测”）总
经理王路璐向记者说道。

从封装、筛选、检验至产品出厂，今年
8月下旬至 9月上旬，中科微测每个环节都
有技术人员坚守岗位、各司其职，该企业产
值相比前一阶段不降反升，一举提升了
30%。

目前，中科微测正在不断夯实企业经营
主体责任，奋力实现生产经营新的突破。③4

布科思机器人 中科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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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承明光电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操作
车间里，生产设备精准实施高纯金属有机化合物
（MO源）的生产作业。⑨6 赵力文 摄

◀金秋时节，位于灵宝市秦岭山脉脚下的国投
金城冶金有限责任公司有序生产。⑨6 武建梅 摄

▲宝武铝业生产车间忙碌有序。⑨6
杜杰 摄

◀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
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开启有色金属冶炼转
型发展加速度。⑨6 张忠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