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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碳素厂开展了野安全才能回家冶主题教育活动遥
他们针对一些安全常识和安全隐患袁编印了叶员工安全漫
画集曳发放到各个班组遥图为班组员工正在翻阅叶员工安全
漫画集曳遥 郭轶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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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干一行袁爱一行袁
专一行袁 是他最大的特
点遥 冶熟悉关志强的人都这
样评价他遥
钻研新技术袁掌握新技

术袁是关志强的最爱遥 圆园园员
年袁当听说镓车间要上新生
产线袁并要从各车间抽调人
的消息时袁在四车间工作的
小关坐不住了袁立马到车间
报了名遥 终于如愿以偿袁小
关来到了镓车间遥

镓车间新上的野猿员圆冶
生产线全套引进日本技
术袁工艺设备先进袁自动化
程度高袁 而国内没有什么
可供参考的模式和经验袁
很多操作方式和生产工艺
还都要结合实际条件进行
逐步消化遥于是袁小关一方
面刻苦学习理论知识袁虚
心求教袁 一方面潜心钻研
适应现有条件的操作技
能遥 上班袁他来得最早曰下
班了袁 他还在观察其他班
组人员的操作遥 在他的刻
苦努力和钻研下袁不久袁他
便熟练掌握了全套操作程
序遥 一花独放不是春袁满院
春色才是春遥 于是他把自
己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出的
经验传授给大家袁 带动大
家一起提高操作技能遥 如
今活跃在野猿员圆冶生产线上
的全体员工个个是操作的
精兵袁 他本人也成为这个
群体的技术尖子遥

关志强在日常的工作
中不仅善于动手袁更善于动
脑遥镓生产的二段操作是全
套工艺的重中之重袁有一段

时间指标不稳定袁关志
强就对操作过程进行
了几天全程跟踪袁后来
发现是在添加物料过
程中袁物料的浓度和数
量不够遥 经过多次计
算袁他调整了添加量并
重新规范了操作标准袁
使分离过程由原来的
猿个小时缩短至 员小
时 圆园分钟遥 此举减少
了损耗袁提高了镓回收
率遥 在今年 怨月份到
员园月份镓车间对树脂
交换塔进行增容扩产
的试验中袁他作为主要
试验人员吃住在现场袁
一方面指挥员工精心
操作袁另一方面及时发
现并解决问题遥经过 员
个多月的试验袁在他和
车间科技人员的共同
努力下袁镓产量得到了
提高袁成本有了降低遥
在工序管理中袁他

坚持以制度管人和人性化
管理遥 在合理制度的无条
件执行下袁 他对有过失的
同志进行团结尧帮助袁并多
方面调动员工积极性袁以
提高员工队伍的凝聚力尧
向心力遥 他还鼓励大家发
挥个人所长提合理化建
议袁 并广泛采纳大家的建
议袁 对工艺操作等进行改
进袁 来减轻员工的劳动强
度遥圆园园远年袁全工序共提出
改善作业条件和革新措施
怨猿条袁其中 源苑条被推广运
用到实际生产中袁 给生产
带来了可观效益遥

他常说院 奉献才有回
报袁 只有以党员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袁 才能做好工序
的带头人遥在他的带领下袁
镓车间野猿员圆冶工序荣获了
河南分公司 野五一创新示
范岗冶尧野党员先锋岗冶等称
号袁 并且首批通过了氧化
铝厂野样板工序冶的验收遥
他本人也因为工作成绩突
出袁 荣获了河南分公司先
进生产者和氧化铝厂 野十
佳冶青年称号袁并多次荣立
氧化铝厂三等功遥

水泥生产销售全面告捷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冯喜海冤截至

员圆月 员苑日袁 水泥厂全面完成了全年
生产任务袁生产尧销售水泥 缘源万吨袁
同比吨产品煤耗降低 远源公斤尧 水耗
降低 圆源园公斤尧 综合能耗降低 源园公
斤袁磨机单耗尧电流效率等各项经济
技术指标均创历史先进水平遥
圆园园远年袁水泥厂在大宗原燃材料

上涨尧 市场竞争激烈等不利形势下袁
始终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任务袁依靠管
理和科技进步袁 不断降低生产成本袁
提高生产效率遥 为保证全年任务的完
成袁水泥厂认真分解落实了各项任务
指标袁树立了野安全第一尧质量第二尧

产量第三冶的管理理念袁提出了野领导
服务于基层袁检修服务于运行班组袁全
厂服务于销售冶的思想遥他们坚持以成
本为中心袁 向成本指标要产量尧 要效
益曰还以抓基础管理为重点袁进一步强
化过程管理袁形成了全员成本管理尧全
员生产管理尧全员设备管理尧全员安全
管理等管理模式遥 水泥厂还严把大宗
原燃材料进厂关尧 产品出厂关和售后
服务关袁使耗材逐渐降低袁出厂水泥无
一例质量事故遥 同时水泥厂还根据市
场需求袁及时调整产品品种袁以质优价
廉的产品和优质的售后服务袁 抢占水
泥产品制高点遥水泥厂立足于野资源综

合利用尧发展循环经济尧打造绿色水泥
品牌冶的长远发展战略袁仅 圆园园远年利
用各种工业废渣 圆园余吨袁实现资源综
合利用免税 缘远园万元遥
与此同时袁 厂党委还通过不断加

强 野四好冶 班子建设和特色党支部建
设袁坚持以党建促发展袁使基层党支部
成为凝心聚力推进工作的发动机遥 厂
党委尧 工会相继开展
了野大干三个月尧确保
产销 圆园万吨冶的劳动
竞赛和青工比武等活
动袁 积极发扬艰苦奋
斗尧自强不息尧开拓创

新的水泥人精神遥 他们还紧紧围绕企
业的生产经营中心袁发挥党员先锋岗尧
党员责任区示范带头作用袁 使广大党
员在本职工作中践行先进性袁 在思想
上尧技能上尧业绩上发挥表率作用袁不
断提高全体职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袁
为确保产销任务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
政治保证和精神动力遥

一 项 新 专 利 创 效 员缘 万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易朝晖冤近日袁

运输部一线员工设计的 野铁路车辆风
动上铆机冶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遥
运输部有铁路自备车近千辆遥自

上世纪 远园 年代自备车开始检修以
来袁有的工序一直沿用人工作业方式
进行检修袁方法落后袁劳动强度大遥在
对铁道车辆上心盘进行铆接作业时袁
作业人员不但要克服 员员园园多摄氏度
高温带来的不便袁还要受作业条件的
限制袁半蹲在车底架下面袁用手紧紧
握着铆钉枪袁膝盖顶着手背向上快速
推进遥 这要耗费大量体力袁工作效率
低袁还存在着不安全因素遥

针对以上情况袁车辆段员工在没
有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袁 经过多次实
验袁成功研制出了解决以上问题的专
用检修设备野车辆风动上铆机冶遥 该机
操作简便尧安全可靠袁铆接质量完全
符合铁道部铁路货车检修规程的要
求遥 此设备投入使用后袁铆接一次交
验合格率由人工铆接的 愿缘援缘豫提高到
怨远援员豫袁 还降低了作业人员的劳动强
度袁提高了工作效率袁年节约车辆检
修费 员缘援远万元遥

银员圆月 圆园日袁 热力厂检修车间
员工完成了 在苑 管网的停汽检修工
作遥 渊王 艳冤
银员圆月 员怨日至 圆园日袁氧化铝一

厂技术监督站开展了以固相分析为主
题的节汽劳动竞赛活动遥

渊乐云娟 齐春林冤
银员圆月 员怨日袁 运输部电务段对

区间所辖设备进行了安全检查及隐患

整改工作遥 渊张红普冤
银从 员圆月初至今袁氧化铝一厂

检修站组织员工连续对重要生产工
艺管道进行了疏通清洗遥

渊渠文广冤
银员圆月 员缘日袁 氧化铝一厂管

道化车间召开了提高设备运转率和节
汽降耗专题攻关会遥 渊吴芳冤
银员圆月 员猿 日袁 水电厂供水车间

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大检查袁 并对查
出的隐患进行了处理遥 渊娄兴红冤

银近日袁 工程公司顺利通过了

陨杂韵怨园园员第二次监督审核验收遥
渊邓广顺 杨冬花冤

银近日袁 水电厂电讯车间顺利完
成了河南分公司档案馆电话的重新铺
设尧调整工作遥 渊冀红敏冤

银日前袁 运输部汽车队顺利通过

了河南分公司无伤害班组及合格班组
验收遥 渊王建华冤

银近日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计量
科电工班对 员源街坊供电线路进行了
检查袁并对查出的隐患进行了处理遥

渊张家兴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