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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库成美景 废弃物成“宝贝”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一个年
代有一个年代的任务。

经过 60年高速发展后，金钼集团将
发展重点放在了复绿青山和进一步提升
技术水平之上。

“这是企业的责任，更是长久发展赖
以生存的根基。”程方方说。

为了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近年
来金钼集团不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自
2005年开始，先后投资 1.6亿余元用于生
态恢复治理，并计划继续投资 6000余万
元对露天采场、排土场及尾矿库区域继
续进行生态恢复治理。

持续的矿山治理已显现成效。记者
在栗西尾矿库看到，偌大的湖面碧波荡
漾，澄澈的湖面可见成群的小鱼儿，好似
一个景区。在木子沟尾矿库，坝顶及坝
面进行了覆土植绿，三叶草、苜蓿和柳树
等长势正好。

为保证钼矿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确保露
天矿可持续开采，进一步提高开采效率并降
低生产成本，金钼集团近年来不断加强科研
创新，引进先进技术，在采选升级改造方面，
一些新技术还获得了陕西科学技术奖。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投资 5.4亿元，

淘汰了传统的外热式回转窑和反射炉燃
煤焙烧工艺，建成了更为先进的内热式回
转窑和多膛炉燃气焙烧工艺，提升了钼铁
的品质，降低了钼铁冶炼的成本。同时，

“半自磨+球磨”等新工艺在新建及改扩建
选矿厂中也获得了普遍运用。

“通过不断升级技术、改造设备，一些
选矿过程中的废物被‘吃掉’，还吐出了‘宝
贝’。”金钼股份矿冶分公司总经理高小宁
说，公司采用可再生有机胺法脱硫技术，
实施硫酸尾气提标改造工程，每年可减少
二氧化硫排放量约 6700吨，制备硫酸约
25万吨，年产红铁粉约 11万吨。而且，一
些废弃物还被制作成了新型建材，实现了
经济、环境效益双赢。

但这家公司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包
括其所在公司在内，选矿工艺仍待进一步
提升。“尽管选矿工艺近年来突飞猛进，碎
磨工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现有的采选
技术仍不能适应当前技术进步、采选工艺
衔接、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等要求，亟须
进行采选技术升级。”金钼股份矿冶分公
司百花岭选矿厂厂长段志毅说。

究其原因，钼行业从业者表示，主要在
于基础研发和技术创新投入相对薄弱，由
此导致钼的精深加工与国外钼业相比还有
较大差距，特别是在满足小批量、多品种、
差异化终端需求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高精尖的钼金属产品还需依赖进口。
为此，金钼集团正在倾力于研发端

的打造。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钼材料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陕
西省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先后在集团成立，
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深度调整结构 助推高质量发展

我国钼工业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快速发
展，基本上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初级产品到
深加工产品的转变。程方方介绍，2008年
金融危机以来，受国际市场价格的挤压，
我国钼产业集中度和初级产品市场化程
度进一步提高，过去全国 300余家钼矿山
企业仅剩 20余家，集中度大幅提高。但受
制于技术进步，我国矿山采选技术、产业
结构仍需进一步调整。

从业者表示，目前我国钼产业发展主
要面临两大难题，一方面是市场话语权、
定价权不足；另一方面是行业门槛低，同
质化竞争激烈。作为龙头企业，金钼集团
主业板块近十年来长期微利或亏损，直到
去年才迎来新一轮上涨行情。

据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数
据显示，2018年全球钼产量为 26.5万吨，
中国钼产量为 9.2万吨，占比高达 34.7%；
全球钼消费量为 24.9万吨，中国钼消费量
为8.6万吨，占比达到34.5%。

“尽管具有高产量和高消费量，但由
于我国以原生钼矿为主，而国外以副产钼
矿为主，副产钼矿本身成本就低，因此我
国存在较大的成本劣势，造成钼行业在国
际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较弱。再加上国
内钢铁行业采用集中招标、低价格购买
方式进行采购，严重压缩了钼冶炼企业
的定价权和话语权。”程方方说。

此外，我国除北京、上海等少数地区
没有钼资源外，各省、自治区均有资源赋
存，受地方经济发展利益驱动和钼行业
投资门槛及技术门槛过低的影响，尽管
钼产业经过了一轮淘汰集中过程，但整
个行业呈现产品低端化、同质化情况，行
业竞争激烈。

对此，相关从业人员建议，一方面，
应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强化行业龙
头地位，进行钼资源、加工等方面的整
合，促进建设国家级的钼企业集团，深度
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应坚持以市场为
导向，加大产品转型升级力度，开展差异
化产品战略，对新产业、新材料、新技术
实施政策倾斜。

另一方面，建议国家出台相关政策，
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开展与钼相关的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不断满足国民经济
的需要，促进钼行业深度转型进一步走高
质量发展的道路。 （孙波 储国强 张斌）

借鉴月球车技术的智能巡检机器
人、能自主进行消防巡检并预警的灭火
机器人、安装了微型太阳电池的智能太
阳镜……正在上海举行的第 21 届中国
国际工业博览会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共有 50 多件展品
登台亮相。智能生活的背后，航天“硬
核”技术真不少。

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离不开对变电站
的实时监控、检查和维护。传统主要依
靠人工方式，巡检工人劳动强度大、工作
效率低，在恶劣环境下还有安全隐患。

利用航天技术优势，上海航天技术研
究院 805所 2018年启动了电力系统用智
能巡检机器人项目，此次展示的就是第
一代机器人样机“智巡者”，目前已完成
自动巡视多轮测试，其能力与可靠性得

到充分验证，即将入驻电站开展示范应
用和入网取证。

展台上，六轮驱动的“智巡者”，看上
去好似一辆黑色的迷你装甲车。个头虽小，
本领却很大，可在变电站、化工厂、机场、港
口码头等场所内，实现智能巡检任务。

考虑到变电站的地形可能很复杂，航
天人员借鉴在月球上表现优异的“玉兔”
月球车底盘结构——“六轮主副摇臂式
结构”技术，为“智巡者”设计了功能强大
的底盘；采用激光定位与自主导航技术，
模拟人的方向感，让“智巡者”实现自主
移动；利用智能图像检测、智能红外测温
等技术，模拟人的视觉和触觉，让“智巡
者”实现自主避障。

“智巡者”还可以自我识别“饥饿状
态”并主动“补充能量”。当检测到电量
低，自动无线充电功能可以使“智巡者”
到达指定的充电地点，自动充电。

在危险丛生的消防领域，智能机器人
也可以大显身手。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控制所依托在光

电探测、惯性导航和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
优势，成功开发了智能自主消防巡检机器
人，集自主导航巡检、火灾前期预警和初期
火灾扑灭三项功能于一身，堪称一位聪明
能干的“多面手”。

据控制所科研生产部副部长郑建勇
介绍，为了使消防巡检机器人“耳聪目
明”，研制团队为其配备了 4 双“眼睛”。
可见光成像系统，可实时记录并传输巡
检过程中的视频图像，供安保人员监测
与判断；红外成像系统可实现高清 1080P
成像，并具备 30倍光学变焦，一旦发现火
情便能迅速报警。

运用多线激光雷达及双目视觉融合
技术的导航系统，可准确定位，迅速响
应，实现高精度智能自主导航。消防巡
检机器人根据存储的位置地图信息和人
为设置的巡检点，即可自主规划巡检路
径。同时还能进行人工算法的自我学
习，在视觉系统的引导下进行有效避障。

由于多数火灾多为线缆短路引起的电
气火灾，而线缆短路发生时产生的电火花、
电弧等现象，会伴随有紫外线波动。因此，
研制人员专门为消防巡检机器人配备了紫
外线探测系统，可对电线电缆等部位进行
重点关注与监测。

太阳镜是许多人夏天的生活必备品。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811所太阳能工程中
心展示的一款太阳镜，不仅时尚，还很智能。

据 811所太阳能工程中心系统组件部
门主管魏敬华介绍，传统的太阳镜，变色镜
片需要几十秒钟才能完成变色过程，智能
太阳镜只需要0.1秒，变色的过程几乎与光
照环境的变化同步。可根据阳光的强弱变
化，自动调节镜片的明暗度，使佩戴者永远
处于最舒适的视觉状态中。

太阳镜为什么这么“聪明”？原来，是
采用了 811所自主研发的高效微型砷化镓
太阳电池技术。高效轻薄、密封防水的高
效砷化镓太阳能电池，与智能太阳镜上的
芯片合成在一起，通过光能转化为电能，即
可迅速驱动液晶镜片实现智能感光变色。

在太空中为卫星提供能源的砷化镓太
阳电池技术，可广泛应用于人们日常生活
中的微能源可穿戴产品。在展会现场，笔
者还看到了一件利用柔性薄膜太阳电池组
件制作的背心，穿在身上，可随时随地利用
太阳能发电。 （张建松）

A 个头小本领大的“智巡者”

B 灵巧的多面手“消防员”

C 太阳镜不仅时尚还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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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白丹）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近日发布消息，为落实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流感防
控的工作要求，切实做好我省
重点人群、重点场所及重点时
段的流感防控工作，日前，省
卫生健康委和省教育厅制定
了《陕西省学生流感疫苗接种
工 作 方 案》（以 下 简 称《方
案》），以提高我省学生群体流
感疫苗免疫覆盖率，降低在校
学生流感罹患率，减少和控制
托幼机构、中小学流感疫情的

暴发和流行。
《方案》指出，学生是我省

流感防控的重点人群之一，做
好在校学生的流感防控工作已
成为流感防治工作的重点，接
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发生
与 流 行 最 便 捷 和 有 效 的 手
段。《方案》要求，按照自愿、
自费、知情的原则，在全省范
围内，对 3 岁及以上托幼机构
儿童及所有小学、初中在校学
生（包括所有本国和外籍学生）
进行流感疫苗接种。

我省开展托幼机构及中小学在校生流感疫苗接种工作

全国70余家博物馆将为观众发放“参观护照”
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

（记者 周玮）记者从中国文物
交流中心获悉，由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 70余
家博物馆共同发起的“博物馆
参观护照”项目日前启动。

据介绍，参与此项目的博
物馆将在共同参与、共同服
务、共享产品、协同运营的基
础上，一起为广大观众提供包
括“护照”签章、积分奖励等服
务。这本“护照”，以各博物馆
标志为要素，持“护照”的观众
可在参加此项目的任一单位

签章，记录参观访问过程。今
后将会邀请更多的博物馆及
文博单位加入。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
谭平介绍，以全国各大博物馆
为平台的“博物馆参观护照”
项目不仅能记录参观者的参
访过程，变普通参观为人生记
忆，同时还能提高观众参与博
物馆文化的主动性，增强体验
感。对于各博物馆而言，馆际
之间可以通过这种形式实现
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加强联
系、互相学习的效果。

2019年我省秋季大型应往届毕业生双选会21日启幕

随着家政服务工种的不断细化，对从
业人员专业技能的要求不断提高，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开始进入家政市场求职。深圳
市家庭服务业发展协会调查数据显示，目
前加入家政服务业的“90后”约占从业人员
的 10%，且工种选择大多倾向于月嫂、育
婴、早教。家政市场的这一变化，为许多年
轻人择业传递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现代生活中，对于家政服务的需求已
经远远超出了“传统项目”。服务更需要
文化和技能——怎样调理产妇的营养配
餐，如何科学喂养婴儿，能否陪孩子玩益
智类游戏，甚至懂一些外语或音乐基础常
识……都成为雇主选择不同家政服务的
重要条件。譬如，现在的年轻父母对孩子
早期教育都很重视，许多家庭雇用早教育
婴师都希望找年轻人，就是因为他们往往

“童心未泯”，孩子喜欢；他们学历较高，知
识面广，容易沟通。在家政服务从业者中
多以“经验取胜”而高学历者不多的背景
下，“90后”就具备了十分明显的优势。

家政服务行业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
分工更加精细化，对从业者专业技能的要
求也更高了。专业保洁、专业烹饪、专业
月嫂、专业育婴、专业护理……不同工种
有相应的技能要求，从业者也从过去的直
接就业到现在的必须经过专业技能培训，
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等才能上岗。参加培
训与考证，对于“90后”来说，显然比年纪
大的从业者更能够适应，而且接受能力更强。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家政服务市场，与社会
环境的改变有重要关联。不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
识到家政服务的不可或缺，从偏见转为尊重，而且国
家明确要求有条件的大专院校开设家政学专业，培
养高技能家政服务人才。换言之，家政服务不再只
是一项工作，而是一门专业，一个市场认可且亟需的
职业，这对于年轻人择业无疑是一个鼓励。

值得一提的是，专业技能的提高，还带来相应的薪资
上涨。目前的家政服务“行情”，月薪万元已非少数，高级
或金牌家政服务员，由于专业能力强、经验丰富，拿更高薪
资完全不是问题。这对于年轻人择业肯定更具吸引力。

“90后”进军家政市场，反映了劳动市场的变化，
也体现了社会生活的进步。年轻人择业有了更多的
选择，而且前景光明，何乐不为。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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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安市轨道集团运营分公司
“电客车起复救援技能比武”在二号线
渭河车辆段举行。技能比武活动的开

展，为实现该公司安全生产 3000 天和第
九个安全年目标任务按期完成，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持。 甘达 摄

临近“国庆”，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韩城
车务段利用各种媒介及时推广定制产品、宣传运输
新产品和列车开行信息，方便旅客出行。图为近日
合阳北站客运人员在宣传运输新产品。 姚风雷 摄

近日，在中秋节假日期间，陕建一建集团党委、
工会在西安市未来城项目举办了慰问联欢活动，表
达了对项目部的关怀。 张顺红 刘建刚 摄

“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9月 15日以来，安康市宁陕县梅子镇境内，连

续多日普降大雨，造成了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
害的发生。境内交通中断、农作物损毁等各种险
情不断地考验着这里的干部群众。

16日一早，雨势稍歇，该镇南昌村驻村工作队
员王理银一行5人急匆匆地赶到村里查看灾情。南
昌村是此次强降雨的重灾区，全村 3条交通要道都
因大面积塌方而阻断，要想进村只能徒步前行。

下午 14时，王理银一行来到了离村委会不远
的庙坎，眼前的景象令大家为之一震，近百米的
道路因山上流下的雨水长时间冲击而变得满目
疮痍，路下面的涵洞更是被小石头和杂物堵死，
水流正顺着公路向村委会方向涌去。

正在此时，村民陈登华上前说：“上面再不排
水，李光银家的房子怕是要受灾了。”话音刚落，
王理银便快步向李光银家的屋场跑了过去，发
现他家的院子里已经积了很深的水，屋后被冲出
了一条深深的鸿沟。

情况紧急，王理银来不及找专业人员和专用工
具，便从周边村民家中借来了钢钎、铁锹等简易工

具，与队员们迅速投入到疏通涵洞的工作中。正当队
员们商量对策时，王理银毫不犹豫地脱掉外衣和裤
子，只身钻入了涵洞。凭借几十年的农村生活经验，
他深知要想保住村民的房子就必须和时间赛跑。

涵洞里又小又窄，温度也很低，疏通工作显
得十分艰难，王理银用瘦小的身躯一铲一铲地
将夹杂的树枝和碎石排出，遇到堵塞严重的地
方就用钢钎在狭窄的涵洞中慢慢撬开障碍，在
同行队员们的帮助下，用了近 3个小时时间，终
于把 10 多米长的涵洞疏通了，当王理银走出涵
洞时已然成了一个泥人。

王理银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全力
以赴投身于抢险救灾工作中，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老百姓的家在涵洞
下方，如果不第一时间疏通，谁也不知道下一刻
会发生什么，我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
王理银朴实地说。 （杨宁 何鑫）

脱贫攻坚 奋力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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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延安供电公司

提前完成合表户改造接收任务

为推进学习型企业建设，培育全员阅读新风
尚，持续营造“书香商电”氛围，商洛发电公司于 9
月 9 日成立“商电读书沙龙”，并于 9 月 17 日成功
举办第一次读书活动。 张月华 摄

本报讯（康乔娜）9月 21日
至 22日，2019年陕西省秋季大
型应往届毕业生双选会暨浙江
嘉兴五县市区百家大型企业西
安引才招聘洽谈会，将在省体
育场内北区 10 门中国西安人
才市场招聘广场举办。

本次大型招聘会由中国西
安人才市场、陕西省人才交流

服务中心主办，参会单位近
300家，涉及陕西、上海、北京、
浙江、武汉等 13 个省市企业，
提供上万个就业岗位。大会提
供“优先推荐”“优先帮扶”“就
业指导”“就业疑问解答”等服
务，确保来到会场的求职人员
都能有所收获，所有求职人员
均免费入场。

本报讯（韩菲）近日，国网延安供电公司提前
2 个月打赢户表改造两年攻坚战，完成 482 个合
表小区、13.03万余户合表户改造接收任务，为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在改造过程中，面对物业不理解、用户存疑
的困难，加之改造工作量大、时间紧迫，该公司
在寻求各级政府部门支持的同时，主动走访用
户，联系小区物业，为客户讲解户表改造的实
惠，让居民更多地了解户表改造带来的好处。
同时，工作人员们放弃周末休息时间，加班加
点、倒排工期，全力加快户表改造工作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