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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员月 圆源日袁 运输部工务段
组织 远园余名员工完成了分公司专
用线工业车站老联络线总长 员源园
米袁上下股 员圆根钢轨的更换袁有效
改善了线路质量袁确保了机车安全
运行遥 渊欧阳建设 袁建辉冤

银员月 圆源日袁 氧化铝一厂七
车间钳工班员工加班加点对大蒸
发 源号真空泵进行了整体更换袁并
一次试车成功遥 渊董爱东冤
银员月 圆源日袁 运输部车辆段

内钩班组织员工学习了 噪缘转向架
相关知识遥 渊赵秀玲冤
银员月 圆猿日下午 远点 员源分袁

水电厂供电车间外线班员工经过
近 愿个小时的紧张工作袁终于将受
损坏的 员圆缘线路恢复送电遥

渊韦笑玲冤
银员月 圆圆日袁 氧化铝一厂八

车间新平盘工序员工经过 愿小时
奋战袁更换了平盘过滤机滤布和挡
料皮子遥 渊王丽娜 方素霞冤
银员月 圆圆日袁氧化铝一厂技术

监督站加强了对进厂矿石铝硅比
含量的抽样检查遥 渊马君 喻丽萍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技术监督
站 员尧圆尧猿站分别一次通过了分公
司野无伤害班组冶的验收遥

渊张萍 李丹冤
银员月 员怨日袁 水电厂电讯车

间对赤泥坝的载波设备进行了检
修与更换遥 渊薛树阳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召开了
野达标夺魁冶 指标竞赛活动表彰大
会袁管道化车间取得全年 源个季度
的 猿个第一名和 员个第二名的好
成绩遥 渊吴 芳冤

银日前袁氧化铝一厂空压站为
了提高钳工检修技能袁在钳工班组
开展了野互帮互助冶活动袁掀起了广
大员工学习技术的热潮遥

渊张 静 李光正冤
银近日袁 运输部车辆段外钩

班尧外制动班等 源个班组被该部评
为先进班组遥 渊韩建成冤

银近日氧化铝一厂四车间烧
成工序 圆圆名员工袁经过 圆缘个小时
的艰苦奋战袁比计划提前 远个小时
完成了 源号熟料窑及冷却机内 猿园
米耐火砖的清理工作 遥

渊刘云鹏 李明航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空压站员

工制止了一起外围施工乱接风镐
事件遥 渊张 静冤
银近日袁运输部汽车队综合班

的两名员工利用工余时间自行焊
制了 缘个消防箱袁为冬季防止火灾
隐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遥

渊王宗敏 王建华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七车间钳

工班员工袁利用业余时间修复组装
了一台大立式污水泵袁可节约备件
费 员万元遥 渊董爱东冤
银日前袁 运输部车辆段各班组

召开了年终总结会袁对去年的安全生
产工作进行了总结袁并对今年的安全
生产工作进行了布置遥 渊韩建成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
间对各岗位进行了安全消防大检
查袁确保做好冬季野五防冶袁做到以
安全保生产遥 渊吴 芳冤
银近日袁运输部车辆段对在用

设备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普查治
理遥 渊程历红 马钢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七车间钳

工班员工袁利用业余时间将报废的
员愿园齿轮减速箱进行修复尧 组装袁
节约备件费 圆万元遥 渊董爱东冤
银近日袁热力厂锅炉车间积极

开展保负荷保压力劳动竞赛活动袁
车间员工精心操作袁保证了锅炉的
连续安全稳定运行遥 渊张 鹏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八车间 源

个班组顺利通过了分公司野无伤害
班组冶验收遥 渊王丽娜冤
银进入新的一年袁氧化铝一厂

四车间每周都组织大轮班会袁总结
本周生产情况袁并布置下一周生产
任务遥 渊刘云鹏冤
银近日袁 运输部车辆段 员圆个

班组全部通过了 野无伤害班组冶验
收遥 渊马宝萍冤
银近日袁热力厂锅炉车间开展

了野班组安全日冶活动袁有效地提高
了生产系统的稳定运行遥渊张 鹏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一车间化

灰机新建灰乳槽进入调试试车阶
段袁即将投入正常运行遥 渊赵 芳冤
银近日袁运输部车辆段在班组

开展了安全生产大讨论遥渊荆聪哲冤

银日前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幼
儿园开展了 野消防安全五个一冶活
动袁即院每周进行一次隐患排查袁每
周各班组开展一次消防安全主题
活动袁每月职工写一篇消防安全心
得笔记袁每月开展一次消防疏散演
习袁 每月写一篇消防安全宣传报
道遥 渊俞元平冤
银日前袁氧化铝一厂一车间破

碎工序组织农民工参加安全例会袁
为农民工讲解安全知识及工作中
的注意事项袁介绍工序的危险源及
控制措施袁提高了农民工的自我保
护能力遥 渊高培育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一车间破

碎丙班利用矿槽无料高铝 圆号系
统停车的机会袁对 圆号皮带进行修
补袁延长了皮带的使用寿命袁确保
了设备的稳定运行遥 渊金明雷冤

银为降低蒸汽消耗袁员 月 圆缘
日袁氧化铝一厂汽车队对车库的暖
气包进行了全面改造遥 渊顾 豫冤

根深干粗的大树袁 能经得起
狂风暴雨袁而没有根基的小树袁很
容易被风刮倒遥 地面上的纸袁会随
风飘舞袁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袁而
一块大石头袁任凭狂风大作袁却岿
然不动遥道理很简单袁纸轻石头重袁
一只空木桶在水中很容易被风浪
打翻袁而装水负重的时候袁却是最
安全的遥 因为袁负重才不会跌倒遥
由此袁可以想到袁我们的安

全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钥 如果
我们的脑海里没有安全意识袁也
就不会有任何的防范措施袁犹如
一只空水桶袁 即使躲过一个风
浪袁侥幸一时不出事故袁却不能
保证一世都没有危险遥
假如高温尧 高碱的作业现

场袁不穿工作服尧劳保鞋袁不戴安
全帽尧防护镜袁一身轻松袁既潇洒
又漂亮遥 试想袁在这样的环境中

潇洒又漂亮会伴随我们多久钥 高
空作业袁系好挂好安全带袁虽然
干活挪动很不方便袁却能防高空
坠落曰处理冒槽袁穿上高筒胶鞋袁
虽然显得笨重些袁却不会发生碱
烧伤曰电焊作业戴上又厚又不透
风的绝缘手套袁 能防止触电曰清
理检修作业执行野三不开工冶袁落
实 野清检四制冶袁 虽然显得 野麻
烦冶袁 却能保证清检作业的安全
噎噎

我们要牢固树立 野安全第
一冶的思想袁在脑海里时时刻刻
绷紧安全这根弦袁 提高防范意
识遥 脚穿劳保鞋袁身穿工作服袁头
戴安全帽袁使自己负重袁这样才
不会跌倒袁才能远离危险袁保证
平安浴

负重才不会跌倒
阴 王昌富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李永艳 欧阳建设
冯新纲冤日前袁由运输部车辆段员工自行研
制的杯型滤芯空气过滤器正式投入使用遥它
的投用袁 不仅有效地控制了灰尘进入风管袁
保证了制动控制阀的检修质量尧微控单车试
验机检测的准确性以及风动工具的使用寿
命袁降低了车辆返修率袁而且大大降低了修
车成本袁每年创造经济效益 员猿万元遥

国铁第六次大提速在即袁对河南分公
司铁路自备车辆在国铁线上的运行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遥而分公司拥有企业铁路自
备货车近千台袁年修车任务量极大遥 制动
装置作为车辆的关键部位袁其检修质量的
好坏直接影响到车辆运行安全遥而制动系
统控制阀的风道最小的只有 园援圆皂皂袁一旦
灰尘随压缩空气进入制动系统控制阀袁将
会直接影响制动系统控制阀的制动性能袁

严重影响到车辆的安全运行遥且风动工具
是检修车辆的主要工具之一袁压缩空气不
洁净袁 将造成工具内的运动部件卡滞尧缸
体磨耗速度加快袁使用寿命缩短遥
针对这一问题袁运输部车辆段员工利

用工余时间经数次改进袁将原有车辆旧风
缸进行改造设计制成了装有杯型滤芯的
空气过滤器遥杯型滤芯式空气过滤器由风
缸尧杯型滤芯尧接出阀管尧排水阀等组成遥
在风源的出口末端加装杯型滤芯式空气
过滤器袁可以使压缩空气在进入车辆空气
制动系统尧微控单车试验器和风动工具前
对其所含杂质尧水分等不洁净成分进行过
滤袁从而保证在单车试验时袁进入和排出
车辆的压力空气畅通无阻地通过单车试
验器内的电磁阀控制孔路袁保证了企业铁
路自备车在国铁线上的安全运行遥

工程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深入开展了 野降本创效冶尧野四比四赛冶尧野随
立功随记功冶尧野百日安全无事故冶等劳动竞赛系列活动遥 图为工程公司员
工将野四比四赛冶活动搬到了氧化铝一厂 源号熟料窑检修现场遥

邓广顺 杨冬花 摄影

员月 圆园日袁 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间组织对一系统进行清洗检修袁
并加强对检修过程的管理袁 抓好每一个检修环节袁 确保检修任务顺利
完成遥

吴芳 摄影

从 员月 圆圆日开始熏 运输部车辆段组织相关人员对车辆检修
专用设备钩尾框除锈探伤机进行了为期 缘天的全面维护保养遥

易朝晖 摄影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玉焕
宋晓宾雪 员月 员缘日袁水泥厂制成车
间新 缘号磨现场被一派喜洋洋的
气氛笼罩着遥 缘号磨连续运转 员源园
个小时磨出了 愿源园园吨水泥袁 这标
志着历时近 员 个月的试车工作将
画上圆满的句号遥

缘号磨是水泥厂为满足日益增
长的水泥市场需求而适时新上的
一个改革项目遥 它的试车的成功不
仅可以缓和现有的生产紧张形势袁
而且产量将大幅度提高袁成本也将
进一步降低遥 它的投用袁不仅能通
过产量规模的提升袁满足销售发货
需要袁而且可以迅速扩大水泥厂产
品的市场覆盖面袁提高影响尧控制
市场的能力遥
自去年 员圆月中旬开始试车以

来袁试车的进度时刻牵挂着水泥厂
领导的心遥 水泥厂厂长孙松林每天
早上都到现场向车间人员询问详
细情况袁对于出现的问题袁和大家
共同研究商讨袁并找出解决的具体
方案遥 在 苑园豫带料试车时袁厂长助
理尧现场总指挥张松茂 猿天 猿夜没
回家遥 为了解决异常问题袁挑灯夜

战到天亮对他们来说已成习惯遥
制成车间将人员分为两组袁 昼

夜 圆源小时在 缘号磨现场轮流值班遥
为了保证新尧 老磨系统一起正常运
转袁 制成车间在老磨系统人员本来
就非常紧张情况下袁 将一部分技术
过硬人员抽调到 缘号磨遥 车间主任
孙宏伟更是整天泡在现场袁 处理出
现的各种问题遥 他每次连续值班 员
天 员夜之后袁 还要继续开会袁 继续
处理车间出现的各种问题袁 忙到夜
深人静时袁 他才拖着病痛的身体回
家遥 由于连续多日超负荷的操劳袁
他的身体出现了多处不适袁 为了 缘
号磨的试车成功袁 为了承担起自己
肩上的责任袁 更是为了水泥厂未来
的希望袁 他咬紧牙关一直撑着遥 车
间领导班子发挥团结奋战的精神袁
岗位职工们挖掘内部潜力袁 发挥蚂
蚁啃骨头的精神袁 悉心钻研遥 在试
车过程中袁 他们认真详细地记录每
一个数据袁 分析中间的误差袁 从不
放过任何小问题遥 在他们的共同努
力下袁 缘号磨的细度尧 三氧化硫尧
氧化钙等指标均达到了指定标准袁
老磨系统的每个指标也频频刷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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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圆园园远 年 愿 月 圆怨 日的郑州市
野天伦杯冶 碳素成型工技能运动会上袁
一位话语不多的年轻人袁 从理论测试
到实际操作袁沉着应战一路过关斩将袁
在 远园余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袁轻松
摘取了成型工比武第一名的桂冠遥 他
就是来自碳素厂成型车间的高楼部丙
班班长丁锡超遥

员怨怨远年从长城铝技校碳素专业毕
业袁 被分配到碳素厂成型车间高楼部
工作袁他一干就是 员员年遥 野干一行袁爱
一行袁钻一行袁专一行冶成为他工作中
的信念遥
高楼部工序担负着为配料提供各

种粒度的任务袁 是碳素厂成型车间设
备最多尧生产指标最难控制的工序遥 为
搞好工作袁他刻苦钻研袁善于带着问题
去工作袁 把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
的实际的工作中来遥 他虚心向老师傅
请教袁工作中不怕脏袁不怕累袁凭着自
己的一股钻劲袁 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工
作经验遥 圆园园缘年 怨月袁圆怨岁的他成为
碳素厂最年轻的工人技师遥
圆园园猿年是碳素厂扩大出口碳阳极

的一年袁员员月份厂部尧车间发出了 野大
干六十天尧保证完成任务冶的号召遥 员员
月 怨日袁 正上白班的丁锡超突然接到
家人的电话袁说爱人的预产期提前袁马
上就要分娩了遥 可是作为班长的他正
带领大家在现场处理设备故障遥 怎么
办钥不能因为家庭的事影响了工作遥他
告诉父母照顾好爱人袁 工作忙完后马
上就回去遥 等他匆匆赶到医院时袁可爱
的儿子已经呱呱落地躺在爱人身边
了遥
空气渗透率是出口碳阳极的重要

指标袁 而粉子的布朗值的高低和稳定
则是影响碳阳极空气渗透率的重要因
素遥 特别是车间 猿号雷蒙磨改成自动
化操作后的夏季袁 粉子布朗值却逐步
升高袁不易控制遥 他利用工作间隙袁认
真对造成问题的因素逐一排查遥 三伏
天气袁在室外温度达到 源园摄氏度的情
况下袁不干活也会出一身汗遥 每次试验
和取样后袁满头的汗珠子往下滚袁粉尘

粘在脸上和汗透的衣服上袁他从工作现
场出来袁 要是不仔细根本认不出是他遥
他只要一有时间就钻进工作现场袁一次
次取样袁一次次试验遥功夫不负有心人袁
经过不懈的调整试验袁他终于发现将雷
蒙磨的工作电流由 员员园安调整至 怨缘安
就可保证粉子布朗值的稳定性袁解决了
出口碳阳极质量中的一大问题遥
一分耕耘尧一分收获袁在他的带领下袁
班组顺利地通过了分公司的野安全标准
化班组冶尧野无伤害班组冶的验收袁他也多
次被评为
先进员工
和先进生
产者遥

在冬季野节汽保产尧增产降耗冶活动
中袁 氧化铝一厂结合中铝郑州企业两公
司在野保压供汽尧节汽增产冶动员大会上
下达的指标要要要确保完成月产量计划袁
吨氧化铝蒸汽消耗臆猿援源吨袁管道化运转
率确保 愿缘援缘豫袁 力争 愿远援缘豫要要要广泛宣
传袁全员参与野节汽保产冶活动遥在生产实
践中袁他们一面加强与分公司职能部室尧
热力厂的协调和联系袁根据排产任务尧供
汽状况及时进行生产组织的调整袁 最大
限度地稳定生产运行曰 一面从优化系统
指标尧 提高大型设备运转率等关键环节
入手袁 狠抓氧化铝生产中管道化系统的
提产和节能优势袁加强过程管理袁不断提
高对生产中蒸汽消耗的检查和计量力
度袁大胆尝试袁寻求立式叶滤机等项目的
技术支持和缓垢剂尧 阻垢剂等新材料的
工业试验袁取得了明显成效遥
为了确保 圆园园远年生产目标的全面

完成袁去年 怨月 圆远日袁氧化铝一厂就未
雨绸缪袁 提前召开了 野冬季节汽保产
会冶遥 会上袁厂长赵福辉要求广大干部尧
员工袁要从思想上尧行动上提前进入野冬

季冶袁从 员园 月份开始袁全员尧全方位节
汽遥 生产组织上袁最大限度地发挥管道
化系统等节能设备的优势袁加强生产过
程管理和液量平衡袁提高生产运行的连
续稳定性袁实现野三个结合冶要要要安全与
节汽相结合尧稳产与检修相结合尧生产
预案制度与运行制度相结合袁进一步加
大技术攻关力度袁加强野节汽降耗指标
劳动竞赛冶考核袁加大奖励力度遥

很快袁氧化铝一厂开通了以野节汽
降耗尧保产增产冶为主题的厂长热线和
厂工会合理化建议信箱袁 倾听员工呼
声袁集聚广大员工聪明智慧袁共同为野节
汽降耗冶贡献力量遥厂部成立了野节汽保
产竞赛领导小组冶袁 负责各单位蒸汽使
用情况的管理和检查袁 日检查日汇报袁
对查出的问题随时发现随时处理遥各蒸
汽消耗重点车间也结合实际袁出台了各
自冬季野节汽保产冶生产组织方案遥

三车间制订了 野节汽保产八大措
施冶袁从提高溶出预热和溶出温度尧稳定
配料等方面入手袁 千方百计降低高压汽
耗遥 针对四管道化稀释槽大量乏汽外排袁
既浪费能源袁又污染环境的问题袁车间利
用野汽液两相流升压加热技术冶将部分乏
汽引出袁进入预脱硅槽加热盘管袁代替中

压蒸汽加热原矿浆袁 使其达到预脱硅所
需温度的效果遥 经不断摸索和生产实践袁
目前袁 四管道化预脱硅已基本不再使用
中压蒸汽遥预脱硅段温度平均达到 怨愿摄
氏度袁 完全符合预脱硅条件袁 预脱硅率
圆愿援远 豫袁每小时节约新蒸汽 远吨袁年节约
费用 员愿园余万元遥 在分公司野保压供汽尧
节汽降耗冶工作调研时袁分公司副总经理
江新民高兴地称赞这个项目是一种 野优
质创新冶遥

五车间针对脱硅段蒸汽消耗高的
问题袁 利用多年来的技术和经验积累袁
不断进行工艺完善和技术创新遥他们将
野三组直接加热连续脱硅冶 一步步改为
野一组间接加热垣两组直接加热连续脱
硅冶尧野两组间接加热连续脱硅冶尧野一组
间接加热垣两组常压脱硅冶遥 随着工艺
流程的变革袁每立方米原液耗汽量也由
原来的 员缘园公斤下降到了 员员园公斤尧怨缘
公斤尧苑园公斤遥 员员月份袁每立方米原液
脱硅中压汽耗一举降到了 远缘援远公斤的
最好成绩袁达到并保持了国内同行业脱
硅技术领先水平遥
七车间克服原液成分低等困难袁确

保了蒸发器高效运行袁节汽的同时保证
蒸发母液的浓度袁 满足了生产需要遥

他们建立了车间尧 班组尧 轮班三级检
查制度袁 保证了蒸发器运行中真空尧
液面尧 汽压尧 流量尧 比重尧 浓度六稳
定袁 实现了向管理要效益尧 向指标要
效益尧 向科技创新要效益的目的遥 具
体操作中袁 他们大力发挥六尧 七蒸发
新式蒸发器的节能尧 节汽优势袁 提高
六尧 七蒸发的运转率袁 深挖老式蒸发
器的提产节能潜力袁 不断摸索试验袁
加快 野阻垢剂尧 缓垢剂的添加冶 等新
项目在蒸发器上的应用袁 全力提高蒸
发器效率袁 降低蒸发单耗袁 节汽增产遥
同时袁 狠抓蒸发器的清洗检修袁 完善
酸洗工艺袁 建立清洗台账袁 确保清洗
质量袁 切实提高蒸发器的效率遥
节汽是一项系统工程袁氧化铝一厂

面对矿石品位持续低迷所带来的生产
组织的困难和各项消耗的增加袁强调外
部协调沟通袁 内部
精细操作挖潜袁以
系统指标的优化促
进节汽工作的深入
开展袁 不断积累经
验袁 把今年降耗降
本尧 增产增效工作
推向深入遥

走在资源节约大路上
要要要氧化铝一厂野节汽保产尧增产降耗冶纪实

阴 高惠民 刘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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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部员工自行研制的杯型
滤芯空气过滤器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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