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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年初以来袁 热力厂
加大对现有环保设施管理
力度遥 图为该厂燃化车间
员工正在更换煤粉收尘器
布袋遥
尹全法 乔翠莹 摄影报道

于近日袁 工程公司铆
焊车间更换了电解厂电收
尘系统风机遥 图为员工们
正在对 猿 号风机进行解体
检修遥
邓广顺 杨冬花 摄影报道

盂为做好夏季防汛工
作袁近日袁后勤服务管理中

心维修公司针对鸿元小区
楼房房顶雨水往地面排水
的管道破损的情况组织人
力进行了维修遥

吴智峰 摄影报道
榆为安全度汛袁 日前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员工为
悬浮焙烧炉所有的仪表元
件罩上了塑料布遥
王丽娜 蔡建刚 摄影报道

虞近日袁热力厂组织科
技人员在反渗透现场交流
了科技改造体会遥

肖明 摄影报道

于 盂

银截至 缘月 员远 日袁氧化铝一厂七车
间焊工班用业余时间修旧利废袁 在 员 个
月内修复法兰盘 愿园 多片袁 节约资金近
缘园园园 元遥 渊董爱东冤

银缘 月 员源 日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在
重油库进行了消防演习遥 渊王丽娜冤

银缘 月 员源 日袁 氧化铝一厂四车间组
织员工对车间所有设备的地脚螺丝进行
了检查遥 渊杨 苒冤

银缘 月 员猿 日袁 氧化铝一厂检修站 源
名员工冒着 猿 号清洗车内 源园 摄氏度的
高温袁连续奋战 远个多小时袁将高压泵系
统突击抢修好遥 渊渠文广冤

银缘 月 员猿 日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开
始对 员号悬浮炉进行了为期 猿 个月的炉
体塔架防腐工作遥 渊刘 军冤

银缘 月 员圆 日袁 氧化铝一厂四车间烧
成工序 员圆 名员工历经 圆远 小时艰苦奋
战袁圆满完成了 员号熟料窑 远 米窑皮尧员愿
米耐火砖的清理工作遥 渊李明航冤

银缘 月 员园 日至 员猿日袁热力厂检修车
间钳二班对 怨 号锅炉进行了隐蔽工程检
查遥 渊王 艳冤

银缘 月 远 日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员
工杨怀安下班后主动帮皮带员工清理积

料袁确保了 圆 号皮带的正常运行遥
渊耿喜荣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一工序
员工郝磊及时发现并处理了一起电机皮
带断裂事故遥 渊罗颖 耿喜荣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间对
夏季防汛工作作了安排与部署遥 渊吴芳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员工李
红斌利用手术针和钓鱼线修补破损滤
布袁减少了因更换滤布带来的费用遥

渊蔡建刚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间钳

工一班获分公司级野五一创新岗冶称号遥
渊安爱峰 李晓峰冤

银近日袁 保卫消防中心巡逻队加大
了机动三轮车检查力度遥 渊邢素勤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二车间值班室
获 源 月份厂部值班室系统野三优杯冶竞赛
第一名遥 渊王秋丽冤

银近日袁 热力厂锅炉车间组织有关
管理人员深入班组开展安全检查活动遥

渊张 鹏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间更

换了部分磨损的管道弯头袁 保证了生产
的正常运行遥 渊安爱峰冤

银日前袁 氧化铝一厂七车间组织进
行了安全生产尧 设备尧 环境卫生检查活
动遥 穴汤支援 董爱东冤

员怨怨园年袁接班进厂的赵建安袁被分配到工程
公司检修车间起重班袁当上了一名起重工遥 赵建
安是个执著而倔强的人袁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成为
起重班的骨干力量遥从一个普通的起重工到现在
的钳工二段段长袁他用汗水和勤奋袁展示着顽强
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攀援精神袁用野无论干什么
工作都要尽心尽力冶 的青春誓言书写着成长足
迹遥

去年 愿月 员猿日袁 工程公司承担了氧化铝厂
的 圆号熟料窑的大修任务袁工期 员圆天遥为确保工
期乃至提前完工袁赵建安带领工段所有人员一连
奋战了 猿 天 猿夜遥 特别在大齿圈更换时袁他克服
高空作业安全系数小等困难袁顺利地将上半部大
内阻圈安装到位遥 当安装下半部大齿圈时袁大窑
需要转动遥由于窑内积料较多袁加之窑体自重大袁
起初袁 用 员园吨卷扬机和直径 圆援缘 寸的钢丝绳转
窑袁就在大窑刚刚转动 员 米左右时袁钢丝绳突然
断裂袁一时间使工作陷入被动状态遥 为解决这一
难题袁他和员工们又连续奋战 员 昼夜袁反复测量袁
精心计算袁最后提出由原来的顺时针方向转动改
为逆时针方向转动袁使钢丝绳阻力减小遥 在吊车
司机的配合下袁他们使下半部窑体转到上方遥 在
他的指挥下袁员工们非常认真袁每一个动作都完
成得准确无误遥 愿月 员远日凌晨 缘点多袁看着巨大
的大齿圈平稳安装在窑体上时袁赵建安疲惫不堪
的脸上才露出了甜蜜的微笑遥 经测量袁试车一次
成功袁他们比计划提前两天完成了安装任务遥 为
此袁中国长城铝业公司工会为他荣记了个人一等功遥

今年 猿月 员愿日袁氧化铝一厂 员号沸腾炉 陨阅风机因轴承发热故障而停车遥 陨阅
风机是氧化铝生产的心脏袁每停 员 天袁都会给生产造成巨大的损失遥 赵建安接到
任务后袁带领工段人员吃住在现场袁分秒必争抢时间保质量遥 更换 陨阅风机之前袁
必须拆除沸腾炉上面的一节烟道袁而烟道离地面有 员远 米之高袁于是他系好安全
带袁在空中连续作业 猿个小时袁将烟道安全拆除下来遥紧接着袁他又马不停蹄将 陨阅
风机从 员远 米高的空中拆除袁以最快的速度将新的风机备件吊装到位袁开始了安
装尧找平尧调间隙等一系列工作遥 猿 月 圆员 日袁陨阅风机空车试运行一次成功袁比计划
工期提前了 猿个班袁保证了氧化铝的稳产高产遥

赵建安不仅具有高超的吊装技术袁还具有良好的创新意识遥 在业余时间袁他
不断学习袁 并清醒地认识到企业需要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遥 为了进行知识储
备袁他见缝插针袁攻读叶起重吊装工艺学曳尧叶工程力学曳尧叶起重架子工艺曳尧叶计算机
理论曳等专业知识袁成功地总结了滑移法尧擎举法尧偏心吊装法尧浮锚点法尧带负荷
变幅吊装法等大型设备的吊装方法遥他身上充分体现
了野练就练真功袁干就干一流袁争就争第一冶的求知进
取精神遥

缘月 怨日袁 碳素厂成型车间高楼部 远缘米长尧圆圆园多个斗子的提
升机因磨损严重需要全部更换遥 为了赢得更多的生产时间袁该车间
高楼部班组员工尧收尘班组员工一同协助检修车间钳工完成了皮带
的更换任务遥图为员工正在紧张地安装新斗子遥 郭轶辉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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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至 源月份袁碳素厂生产经营呈良
发展势头袁共生产出口碳阳极 猿愿猿远猿
袁完成年计划的 猿猿援猿远豫袁产品合格率
均达 怨缘援苑猿豫袁 出口碳阳极各项理化
标均得到了较好的控制袁 碳阳极销
趋势空前看好袁产品供不应求遥
圆园园远年袁 碳素厂碳阳极出口量占
产量的 愿缘豫以上袁创汇 圆苑园园 多万美
遥 圆园园苑年全年生产计划已全部安排
产出口碳阳极遥 碳素厂灵活应用市
规则袁有效拓展国际市场渠道袁开发
圆员 种规格的碳阳极产品远销美国尧
国尧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袁
国内总出口量的 怨园豫以上袁 成为我
最大的碳阳极出口企业及全国有色
属行业碳素制品出口创汇基地遥
要要要发挥自身优势袁创新发展袁站

国际市场遥 该厂凭借多年优质出口
极的研制与市场开发积累的丰富经
袁在阳极的生产模式尧质量技术控制
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有了很大的提
遥 随着预焙阳极出口市场竞争的日
激烈袁 面对欧美等国对阳极质量要
不断提高的趋势袁该厂未雨绸缪袁放
未来袁变压力为动力袁充分发挥自身
势袁 对标国际先进阳极生产企业的
量领先指标袁 不断完善和改进质量
术控制水平袁 全面提升了出口碳阳
综合质量袁 为客户长期稳定地提供
优质出口阳极袁进一步扩展了野雪山
冶碳阳极在国际市场领域的占有率袁
企业早日与国际接轨奠定了坚实的
础遥 该厂自 圆园园圆年以来借公司上市

之东风袁立足于以质量
求生存袁 以质量求发
展袁持续实施野雪山牌冶
碳阳极的国际名牌战
略袁一直在国际市场保
持着质量和技术优势遥
精益求精袁铸就品牌已

成为每一位员工的工作信念遥
要要要依靠科技开发产品袁 采取多

种措施提高产品质量遥 近年来袁碳素厂
依靠科技创新开发新产品袁 不断加强
生产过程质量管理袁 严格工艺条件控
制袁稳步提高产品质量袁针对日趋竞争
激烈的国际碳阳极市场袁 按照中铝公
司野保安全尧保质量尧保出口冶的部署和
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院员援注重不断增强
产品的科技含量遥 加大对产品微量元
素的控制袁 严格掌握 悦韵圆反映性控制
方法袁根据产品情况及时调整曲线遥 圆援
注重从战术驱动转变到战略驱动遥 即
从战术层面上做品牌提升到从战略层
面做品牌袁 从注重成本利润到注重品
牌资产的积累遥 猿援注重管理手段的国际
化运作遥 圆园园圆 年通过了国际 陨杂韵怨园园员院
圆园园园 版管理保证体系认证袁 建立了一
套与国际手段相接轨的质量控制方法
和程序遥 源援 注重同行业的战略伙伴关
系遥 多年来与沁阳国家大型铝电解试
验基地尧山西碳素厂等多个碳素尧电解
厂达成战略伙伴关系遥 缘援注重品牌文化
的建立与拓展遥 经河南省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 陨杂韵员苑园圆缘院员怨怨怨 质量体系认
证袁 被授权指定为河南省唯一一家碳
素产品注册实验室遥 通过行之有效的
质量控制袁 进一步增强了产品的科技
含量袁 保持了碳阳极产品在国际市场
上的竞争力遥

要要要与国际机构合作袁 质量指标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遥 为了更好地按照
国际质量标准生产多品种出口预焙阳
极袁 碳素厂与瑞士碳素研究所进行技
术合作袁圆园园圆 年为碳素化验室引进了
中国第一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圆园
台预焙阳极理化指标和煅后焦性能指
标分析设备袁 成为亚洲首家具有全套
碳阳极检测尧 分析先进设施的单位遥
圆园园远 年袁 碳素厂通过对优质阳极数据

化质量控制技术的实施袁 使出口碳阳
极质量在达到合同要求的同时袁远园豫以
上质量指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袁 使生
产的碳阳极在欧美等国市场拥有很高
的声誉袁 得到了国际权威的铝用碳素
研究机构瑞士 砸驭阅 碳素研究所尧美国
栽悦杂 公司尧法国彼斯涅渊孕耘悦匀陨晕耘再冤公
司尧俄罗斯苏瓦渊陨哉粤蕴冤公司等国际许
多著名铝企业的认可袁 提高了我国在
该领域的综合竞争力袁 为国内碳阳极
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提供了有效的质
量技术管理手段和方法遥

要要要加大技改工程投入力度袁为
生产提供强劲动力遥 随着出口产品的

不断增加袁 原来一些设备已不能满足
生产的要求遥 为此袁该厂在河南分公司
的大力支持下袁 相继有多个技改项目
实施遥 圆园园远年 缘月投入 苑园园 余万元对
原有的 猿 号煅烧炉进行技改工作遥 经
过近 员园 个月的奋战袁 技改工作结束袁
投产后的煅烧炉年产煅后焦可达 圆 万
吨以上袁 为出口碳阳极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遥 目前袁 河南分公司重点技改项
目要要要碳素厂 源 号焙烧炉正在紧张的
施工当中袁 建成后的节能型焙烧炉将
具备 远万吨的年产量袁 为生产注入强
劲动力遥

提升产品科技含量 打造一流品牌
要要要碳素厂科技创新求发展 生产经营势头喜人

阴郭轶辉 刘海涛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陈智慧冤为认真贯
落实分公司 圆园园苑年防汛工作会议精
袁确保汛期水尧电尧通讯网安全稳定运
袁水电厂牢固树立野防大汛袁抗大洪冶的
想袁本着野抓细尧抓早尧做实冶的原则袁充
做好防汛各项准备工作遥一尧建立了水
厂防汛领导机构袁 成立了以厂长高锡
尧 厂党委书记张卓丰为组长的防汛领
小组和防汛抢险突击队袁 对防汛工作
确分工袁责任到人遥各车间也相继成立
防汛工作领导小组袁制订具体措施袁明
责任人遥二尧制订了防汛预案和水电厂
汛机构网络图袁层层落实野一把手冶负
责的各项防汛责任制袁 各种防汛物资
部到位遥 三尧加强设备点巡检袁认真开
春季检修袁 对影响汛期安全生产的大
项目及早安排袁提高其科技含量袁确保
期设备安全运行遥四尧组织人员对厂区
网尧 各变配电室及电缆沟进行巡视检
袁对排洪沟尧渠进行清理和疏通袁加强
厂区及周边农村用水户的管理袁 杜绝
冒滴漏和私接管道现象发生遥五尧完成
厂区下水管网的第一次疏通清淤工

作遥 六尧 举行运行值班电工技术比武活
动袁 提高值班电工的技术能力和处理事
故的应变能力遥七尧成立厂外架空线路巡
查组袁对厂外架空线路进行检查巡视袁发
现问题及时处理遥 砍除架空线路周围树
枝袁 杜绝因外供电线路出现问题波及厂
区电网安全运行遥八尧加强对黄河水情的
监测和对生活水深度处理尧 二氧化氯消
毒系统的运行管理袁 确保汛期生活水达
标供应遥

本报讯 穴通讯员 欧阳建设雪为确保
分公司铁路专用线安全度汛袁 自 猿 月
份以来袁运输部立足防大汛尧抢大险袁
及早动手袁狠抓防汛工作遥
其具体做法是院一尧成立了以部主

任王文军尧 党委书记吴之洪为组长的
防汛领导小组袁各车间尧段队也成立了
相应的组织机构袁实行分片包干袁层层
落实责任袁 同时要求在主汛期防汛领
导小组成员手机要保证 圆源 小时开机曰
二尧充分利用会议尧黑板报尧宣传栏等
加大防汛工作宣传力度袁使野防大汛尧
抢大险冶意识深入人心袁同时要求在进
入主汛期后袁各车间尧段队每周要召开
一次防汛协调会袁 部每季度召开一次
防汛总结会袁及时协调尧解决防汛工作

存在的问题曰三尧按照汛前野查清尧查
实尧查严尧查细冶的原则袁猿 月 员源 至 员缘
日袁 运输部组织开展了铁路防汛大检
查袁 对铁路沿线的每一个桥梁尧 泄水
孔尧涵洞尧排水沟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
检查袁 对出现淤积的地段及时组织人
员进行了清理和疏通曰四尧绘制防汛网
络图袁划分防汛重点区域袁加强对沙固
车站尧缘 公里灰渣坝尧 赤泥坝尧员圆 公里
岔线以及厂区 园 号尧员 号等有地下工程
线路和重点配尧变电室等重点地段尧部
位的巡查力度曰五尧成立了以党尧团员
为主的防汛抢险突击队袁要求做到野雨
声就是命令冶袁野召之即来袁 来之能战袁
战之能胜冶遥 同时做好铁锹尧沙袋等各
种防汛抢险物资的储备袁轨道吊尧平板
车尧铲车随时待命曰六尧加大考核力度袁
将防汛工作与绩效管理考核相结合袁
要求各单位要切实树立防大汛尧 抢大
险的思想袁做到宁可防而无汛袁不可有
汛无防袁做到有汛情无险情袁确保分公
司铁路运输生产顺利进行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季承锋冤作为两
公司防汛突击队袁 为落实长城铝防汛
工作会议精神袁缘月 员园 日袁保卫消防中
心组织召开了防汛专题会议袁 安排防

汛工作袁 要求做到四落实院一
是落实人员编制情况袁达到满
编在位袁保证随叫随到遥 二是
落实防汛物资器材袁达到备足
保量袁做到拉得出尧用得上遥 三
是落实防汛工作预案袁认真组
织学习尧熟悉袁确保启动迅速尧

处置得当袁 必要时进行防汛预案演练遥
四是落实防汛值班制度袁保证有专人值
班遥同时袁根据近期工作安排袁将组织民
兵防汛突击队对中铝郑州企业所属部
分排洪沟进行淤泥挖掘清理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顾豫冤缘 月 员圆日熏
氧化铝一厂汽车队根据往年防汛工作
的特点袁早早地对防汛工作做好两手准
备工作院一方面综合近几年各车间防汛
器材领用数量尧种类情况袁及时安排车
辆尧人员尧油料袁另一方面根据生产调度
指令袁把防汛重点五车间赤泥大坝的防
汛工作落到实处袁出动车辆 员园余次袁将
防汛物资尧电机等运送到位遥 并且安排
推土机班对一车间碎矿堆场东侧泄洪
系统进行挖掘更新改造 缘园 米熏 安排修
理班对车库库顶更新防雨毡布 员缘园园平
方米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宋志强冤缘 月 员员
日下午袁氧化铝二厂分解车间组织了十
几名青年团员积极准备防汛物资遥在近
两个小时的劳动中袁他们共准备防汛用
的沙袋 员园园袋袁为汛期的安全生产提供
了有效的保障遥

各单位未雨绸缪 确保安全度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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