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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艰苦创业，不忘资源报国情

怀；四十年革故鼎新，彰显豪迈发展英

姿。2019 年，正逢赤峰中色白音诺尔

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色矿业”）

建矿四十周年。四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

仅仅凝眸一瞬，但对中色矿业人来说，

这四十年既是一部筚路蓝缕的创业史

诗，更是一部家国天下的精神组歌。

从钢钎大锤的创业初期，走向新时

期的现代化矿业公司，中色矿业的干

部员工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在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历史，应该

从什么样的视角去检验中色矿业由小到

大、由弱到强的奋斗基因？又该如何解

读“打造一流矿业公司”的全新出发？

探寻栉风沐雨的源头
奋斗的篇章总是浸润着精彩的墨

迹。今天，翻阅中色矿业的历史，一组

披荆斩棘、风雨兼程的创业者群像渐行

渐近。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地质工作者

在赤峰市巴林左旗白音诺尔区域探明了

储量丰富的铅锌矿。1979 年初春，为

再上层峰望眼开
——写在中色矿业建矿四十周年之际

不忘资源报国初心，扎根白音诺尔四十年，赤峰中色白音诺尔矿业有限公司这颗闪耀在草原腹地
的矿业明珠，已茁壮成长为所在地经济社会的龙头骨干企业。2019年，是中色矿业四十周年华诞
的新起点，在中国有色集团“321”战略的指引下，在中色股份的坚强领导下，中色矿业围绕资
源主业，加快高质量发展，全力奔跑在“打造一流矿业公司”的新征程上。

本刊记者 薛璇｜文

20世纪70年代的地质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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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开发这里的铅锌矿藏，为改革开放的

中国提供宝贵的原生矿产资源，第一批

建设者们顶严寒，冒风雪，开进荒无人

烟的白音诺尔，从手抡大锤、钢钎凿岩

起步，开启了中色矿业“艰苦奋斗、奋

发向上”的卓绝历程。

“清清泉水床下过，床上长虫钻被

窝。为把矿山建设好，再苦再累心里乐。”

这是当年流传的一首小诗。建设者们住

的是地窨子、马架子，吃的是玉米面、

干咸菜。他们先生产，后生活，先建矿，

后置家，没有开采设备，就靠手握钢钎

抡大锤；没有运输车辆，就靠肩扛手抬

运设备。白音诺尔地区冬季极端气温零

下 39 度，瞬间最大风速每秒 28 米，建

设者们用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信念灵

魂抗击着恶劣的自然环境，终于在白音

诺尔开挖出第一块铅锌矿石。

难以忘记现场数日的连续奋战，难

以忘记困难时刻的咬牙坚持，在极端简

易的条件下，建设者们建起了第一座日

处理量 50 吨的矿石选厂，迈出了矿山

创业的第一步。

从 1982 年开始至今，中色矿业先

后经历了多次技术改造和扩建，使采选

能力从 50 吨 /日提升到目前的 3500 吨

/ 日，成为目前我国长江以北地区铅锌

金属产能最大的矿山。

因地处白音诺尔小镇，当地人时至

今日仍然习惯简称中色矿业为“白矿”。

四十年弹指一挥，从最初的旗、社联

办企业，到 1997 年并入赤峰市有色

金属集团总公司成为地方国企，再到

2008 年改制重组，归属中国有色集团

出资企业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中色股份”），中色矿业

历经改建扩建、兼并重组，由小到大，

发展成为中色股份资源板块创新创效

的主力军。

今天的中色矿业净资产突破 22 亿

元，员工总数 1600 余人，年处理矿石

能力可达 120 万吨，生产铅锌金属量 4

万余吨。近几年来，中色矿业的生产

经营收入、利润总额和上缴税费等各

项核心经营指标持续高速增长，分别

达到和超过 6 亿元、2 亿元和 2 亿元以

上，均达到和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雄

伟的厂房和办公楼，机声轰鸣的矿井，

川流不息的车辆，让昔日荒芜的草原

变成了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有色金

属矿山。

历久弥坚的精神基因
时光如梭，从冰天雪地里的钢钎大

锤走到机声隆隆的矿业明珠，四十年来，

无论生产、生活条件如何改善，中色矿

业干部员工卧薪尝胆、艰苦奋斗的灵魂

始终不变。在这种精神底色下，中色矿

业干部员工彰显了产业报国、负重前行

的赤子情怀，也书写了一部部砥砺奋进

的感人故事。

记者来到退休职工赵振金家中。赵

师傅 1985 年来中色矿业工作，2017 年

9 月光荣退休，在矿山工作了 32 年。

提起当年工作的事，他有着说不完的话。

20 世纪 80 年代，主厂房建设、扩建，

机械设备不够，全是人抬肩扛；在井下

巷道里，工人们用簸箕端着矿石，往矿

车里倒，再由人工推到主巷道上用电机

车拉出去，那时井下放炮用的是火雷管，

危险系数很大，大家背着沉重的电瓶矿

灯，带着简易的防尘口罩，加班加点开

采矿石。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没有人

喊累，大家都靠着老黄牛一般的奉献精

神，争取多出一吨矿，多为国家做一份

贡献。赵师傅感慨地说：“现在工作条

件好得多了，原来一个巷道七八个人，

现在一个人开凿岩机，一个人开矿车，

两个人就够了，效率提高太多了，防尘、

安全条件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赵师傅从另一间屋里拿出他曾获得

的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和老照片。照片

上的年轻小伙子，如今变成了满脸皱纹

的退休工人，但是他对企业的那份热情

始终不减，还时常来到矿山看一看，走

一走，这里寄托了他半辈子的感情，还

有他曾经朝夕相处的工友兄弟。

打眼，装药，起爆，每天 30 余次建设初期，矿领导在现场检查导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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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凿岩爆破，劳模曹广海重复了 19 年。作

为一矿一名井下凿岩爆破工和班长，他每天

早上下井后，检查安全，带领徒弟们打眼放

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似平凡的工作

中，充满了危险与艰辛。不善言语的曹师傅

满脸洋溢着纯朴与憨厚。谈及工作的强度，

他告诉记者：“我不怕苦累。这些年，公司

发展很快，凿岩工的工资年年涨，现在每月

能领一万多块钱，井下的喷水、浇渣降尘很

到位，个人劳保也配备齐全，安全条件越来

越好，井下虽然说苦点，但家庭生活有了保

障，供孩子上大学不成问题。工作中遇到什

么隐患自己解决不了随时去找领导，矿长马

上就给解决，我很满足现在的生活。”他腼

腆地告诉记者，他提前都不知道会获得年度

劳动模范，矿上通知他去开大会，他才赶紧

换衣服赶到会议室。

看似平凡木讷的员工，他们是真正的英

雄。无论是创业初期还是跨越发展的新时

代，中色矿业干部员工战天斗地的身影时刻

闪耀在地上井下的每一处。他们始终不忘资

源报国初心，忠诚坚守平凡岗位，四十年来，

这种砥砺奋进的坚贞情怀在中色矿业扎根落

地，枝繁叶茂。

书写创新攀越的时代命题
5 月，白音诺尔的山坡上已渐透绿色。

三期扩建后的磨矿车间 800水平面上，凿岩台车正在作业

塞外第一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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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办公楼向北望去，有着“塞外第一

塔”之称的二矿竖井耸立在蓝天白云之

下，选矿厂阶梯式的厂房被格状的护坡

拱卫着，“自强不息，励精图治”的醒

目标语随处可见，镶嵌在高高的坡梁之

上，印刷在办公楼的展板之中，这正是

新时代的中色矿业的企业精神。

铅锌矿石从一矿、二矿地下采出，

经过板式破碎机破碎之后，送入皮带

长廊，再用斗式提升机提至储矿仓。中

色矿业总经理助理、二矿矿长刘晓辉自

豪地介绍，2019 年仅二矿计划完成采、

出矿量 70 万吨，掘进 7800 米。在二选

厂磨浮车间内，四台球磨机隆隆作响，

矿石在这里经过浮选、浓密、压滤等工

艺，成品铅精矿和锌精矿分别装包入库，

运往全国各地的冶炼工厂。

矿石入选品位是矿山企业生存发展

的重要基础，也是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最敏感的因素。企业左右不了国内外市

场行情，但是可以通过精益化管理，强

化对标考核，提高出矿品位，实现降本

增效。中色矿业通过两年之久的采矿出

矿质量管理专项督导活动，以全方位、

无缝隙的督导和奖罚分明的制度举措，

治愈着采矿出矿环节导致品位下降的症

结。

一手抓安全稳定生产，一手抓精益

化管理。2019 年是中色矿业的“管理

提升年”，该公司吹响了强化基础管理、

降本增效的集结号，现场管理、考核机

制、科技创新全面铺开，在提升企业自

身管理水平的同时，中色矿业的盈利能

力、抗风险能力和成本竞争实力也稳步

提升。

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近年来，

中色矿业按照“品德与情怀、能力与远

见卓识、工作态度与进取心、实干创新

作风、工作业绩成果”的五项选人用人

标准推进人才选拔培养机制，广泛推荐

后备干部，深化薪酬分配体系改革，开

展机关部室满意度测评，一批敢担当、

敢作为的优秀干部得到培养和锻炼，广

大员工干事创业的进取价值不断凝聚，

与公司的愿景使命始终同频共振。

身处资源行业，中色矿业始终大力

推进探矿增储工作，该公司开展的“内

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白音诺尔铅锌矿深

部勘查找矿”项目，荣获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协会颁发的第六届“中国有色金属

地质找矿成果奖”一等奖。2015 年至

2019 年期间，企业累计投入深部勘探

资金 3000 余万元，预计实现探矿增储

超过 500 万吨，为企业可持续稳定发展

提供了资源保障。

矢志不渝的责任担当
绿色环保，关注员工，致力企地和

谐与民族团结，肩负脱贫攻坚重任，这

是时代赋予中色矿业的现实答卷，也是

央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义不容辞的

责任担当。

距离矿区 3 公里的二号尾矿库大坝

上，7 部防扬尘喷水枪在压力之下喷出

彩虹一般的抛物线；尾矿库在线监测及

预警系统 24 小时监测着浸润线和纵横

线位移，值班人员每隔一小时走在坝上

往来巡视；两只黑白相间的水鸟掠过波

光粼粼的尾矿库水面；大坝对面的上游

护坡上，工作人员正开着挖掘机开挖树

坑，植树造林。

中色矿业的尾矿库采用了国际先进

的 HDPE 防渗膜技术，选矿厂的尾矿

废渣沿着管道打入尾矿库，经过沉淀澄

清的水再经过地下管道回流入选矿厂

内，实现生产废水循环利用。

中色矿业以建设绿色矿山、和谐矿

山为目标，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家开展了尾矿库土

壤重金属治理，从 2015 年至 2018 年年

末，累计环保投入超亿元。投资发展部

副经理韩英华向记者介绍说，中色矿业

已经制定了绿色矿山创建的当期和中长

期规划，2019 年将对一矿和二矿的工

业场地、矿山护坡、道路、办公生活区

进行绿化，更新厂区各处的标志牌，完

善采矿区和尾矿区的监测监控系统，预

计 2019 年年底可以通过自治区的绿色

矿山认证。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中色矿业引进

欧盟安全管理监控体系和井下风险评估

体系，建立了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管控二矿磨矿车间的矿石运输皮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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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体系，使安全管理更加精细，现场作

业安全意识明显提升。  

发展依靠员工，发展成果与员工共

享。2015 年以来，中色矿业在企业发

展的同时，连年为员工增长工资，2017

年普调 14%，2018 年普调 10%，让员

工拥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赢脱贫攻坚

战，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地处蒙古族牧区，中色矿业以企地和

谐、民族团结的高度站位，坚决履行中

央企业脱贫攻坚的责任担当，积极配合

巴林左旗旗委、旗政府的脱贫攻坚举措，

担负起所在地附近的查干白其和要尔亚

两个蒙古族农牧民聚集村的定点帮扶工

作。除了解决附近村民就业，提供运输、

劳务等产业帮扶之外，中色矿业近年来

为巴林左旗捐赠扶贫专款 100 万元，为

查干白其那达慕大会捐助现金、修缮幼

儿园、购买桌椅，出动车辆设备为白音

勿拉镇 13 个自然村清理垃圾、修整道

路，派出第一书记走村入户，捐款捐物，

扶持产业，加深与贫困农牧民的鱼水之

情。截至 2018 年 12 月末，中色矿业在

脱贫攻坚事业上共投入资金 300 万元，

使查干白其和要尔亚 92 户 262 人脱离

了贫困线，过上了幸福生活。

深度融合的党建之魂
建矿四十年来，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是中色矿业不断前行的强力引擎。2008

年加入中色股份之后，在中色股份党委

和地方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中色矿

业党的建设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创新。

每月一次，中色矿业党建和政治引

领调度会定时召开。这不是普通的生产

经营碰头会，而是研究探讨党的建设、

企业战略、发展定位等重大事项的“常

委会”和“议事厅”，更是党委把方向、

管大局、保落实的具体体现。

如何把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这是中色矿业党委班子经常思考的问

题。

坚持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竞争力，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党建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走进中色矿业各个生

产区域、各个部室，党员生产责任区、

党员身边无事故承诺、“五个一”标准

化党支部创建、“戴党徽、亮身份、做

表率”等党建活动蔚然成风，党建融入

生产经营气氛浓厚而热烈，矿山处处涌

动着源源不断的红色动能。

从公司党委到生产一线党小组，中

色矿业以党建融入生产经营，广大党员

在各个岗位上履行职责、主动奉献，掀

起了一波波攻坚克难的浪潮，奏响了一

曲曲进取发展的时代强音。

在二选厂的党员责任区内，共产党

员付连军带领三名青工正在调试 PLC

控制系统。这是中色矿业开展的以安全

提升、质量提升、效益提升、管理提升

为内容的支部创新创效活动的一处场

景。二选厂扩建之后，配备了进口的电

气系统，自动化程度大幅提高。但是英

文版的技术文档和说明书却令付连军头

疼不已。每当遇到故障时，付连军给厂

家打电话咨询，时间久了，次数多了，

对方就有些不耐烦。付连军心想：“公

司把这批贵重的电气设备交给咱，作为

一名党员，不拿下这只拦路虎可不成！”

他下载了翻译软件逐字逐句进行翻译，

对照设备认真琢磨原理，通过刻苦的钻

研，逐渐摸透了进口电气的脾气，把这

些洋设备摆弄得服服帖帖。设备厂家很

长时间没有接到付连军的咨询电话，了

解实情之后，对付连军的技术实力连声

赞叹。

没有花架子，没有走形势，中色矿

业的党建工作在润物无声中，以扎实有

效的深度融合，引导形成了全公司风清

气正、人心思进的政治生态和价值坐标。

打造一流矿业公司的坚定步伐
记者对比了中色矿业 2015 年以

来的主要经济数据，2018 年，中色矿

业营业收入较 2015 年增长 45%，利润

增长 500% 以上，上缴税费总额增长

62%。三年来，中色矿业以优异的业绩，

画出了一条令人惊艳的发展上扬线，在

为中国有色金属行业提供铅锌资源保障

的同时，也为振兴地方经济社会、造福

员工做出了突出贡献。

走过四十年的风尘仆仆，中色矿业

迎来新时代的新征程。

按照中国有色集团董事长、党委书

记、总经理王彤宙提出的“三业协同、

两轮驱动、全面变革”的“321”发展战略，

中色矿业牢记央企责任使命，进一步突

倾心帮扶附近的查干白其、要尔亚农牧民村
庄，助力脱贫攻坚

中色矿业与巴林左旗总工会党委、契丹社区联
合开展党建活动

中色矿业新尾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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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主业，做强资源，在新时代展现中央

企业的责任和担当。

“以打造‘一流矿业公司’为根本

目标，薪火相传、砥砺前行，一棒接着

一棒跑下去，为后来人跑出一个好成绩，

经受起历史的检验和后人的评判！”这

是中色矿业 2019 年工作会议上向全体

干部员工发出的号召。

打造一流矿业公司的目标已经确

定，那么，如何拆分目标？如何衡量进

度？中色矿业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

理杨勇强向记者做了如下解读：

——在“打造生态公园式矿山，成

为一流矿业公司”的发展愿景感召下，

以“自强不息、励精图治”的企业精神

为引领，紧扣建设高标准、规范化的企

业管理体系，坚持以“目标为导向、以

问题为导向”的两个核心导向，严守“安

全、环保、廉洁”三条底线思维和红线

意识，对干部重点从“品德情怀、远见

卓识、激情态度、创新实干、业绩成果”

等五个方面进行考评要求，统筹推进各

项工作，使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中国是资源消耗大国，原生矿

产资源短缺将在中国长期存在，那么，

中色矿业发展的第一定位就是增加地质

储量，做强做大资源。目前，中色矿业

正在加快公司本部的深部勘探，推进白

音诺尔矿空白区的整合和周边探矿，同

时组织力量在自治区内和区外寻找外部

资源，拓宽企业发展空间。目前，中色

矿业已经有了可喜的发现，不一定在两

三年内见效，但是，必须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心态，一代接着一代，在资源开发

道路上孜孜不倦。

——规划好中色矿业的发展步伐，

保持科学、合适、经济的规模和发展速

度。利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让中色矿业

的营业收入、利润指标、安全环保、管

理水平、员工面貌、社会贡献、风险防

范等综合竞争力走在国内同类企业的前

列。

中色矿业办公楼旁边，总投资

1276 万元的职工文体活动中心正在紧

锣密鼓地施工，预计 2019 年 10 月建成

投入使用。在中色矿业，一张“矿山全

景图”已初具雏形：一是运动式矿山，

正在建设的职工文体活动中心将为员工

提供一处运动健身的场所；二是生态环

保式矿山，计划利用处理过的选矿废水

修建一座人工湖；三是借鉴国内的矿山

地质公园，利用现有矿山，打造融科普、

教育、健身、观光为一体的特色地质公

园式矿山。

2019 年 3 月 23 日，中色股份董事

长、党委书记秦军满参加中色矿业专题

民主生活会时，充分肯定了中色矿业近

年来党建、生产经营、管理改革取得的

成绩，同时给予中色矿业以鞭策和勉励，

围绕打造一流矿业公司的总目标，以问

题和目标为导向，严守三条红线，进一

步坚定信心，凝心聚力，实现中色矿业

的高质量发展。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

开。2019 年，伟大祖国将迎来七十周

年华诞，中色矿业也将迎来建矿四十周

年的历史时刻，又一个全新的起点摆在

面前，“打造一流矿业公司”成为中色

矿业 1600 余名干部员工的共同梦想。

梦想焕发出鼓舞人心的力量，激荡

起强烈的共鸣。这个梦想所荡起的涟漪

波及今后数年。今天的中色矿业，正全

力奔跑在“打造一流矿业公司”的新征

程上，描绘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打造一流矿业公司”成为干部员工共同的发展愿景

中色股份董事长、党委书记秦军满（中）在二矿1050平垌井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