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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吴芳 双斌冤日前袁
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间进行内管清洗大
修袁更换内管 员圆园园 米尧弯头 远 组袁用时
怨远小时遥车间组织技术力量进行全程监
护协调袁积极和大修项目部联系袁掌握各
项工程进度袁 合理安排清洗和内管更换
的秩序袁保证了此次内管大修如期完成遥

第一组管道化系统所用的管道是从

德国引进的袁材质类似国产 员远酝灶 钢袁
于服役时间长袁 近阶段频繁出现内管
破现象遥 割开后技术人员发现管道内
已经严重磨损袁 鱼鳞状冲刷坑紧密地
列在管道底部袁 厂部研究决定利用清
检修的机会对内管进行逐段更换遥 这
以国产管道替代进口管道的又一次成
体验遥

怨远小时更换 员圆园园米管道近日袁氧化铝一厂二车间创新安全会的形式袁将每周的安全例
会由过去野走出去冶的现场办公式转变为野召进来冶的集体研讨式袁并
增加了每周问一个问题尧讲一个案例尧看一段录像的新内容遥安全会
由以往车间领导尧安全员唱野独角戏冶变成了如今全车间员工一起分
析安全现状尧解决问题曰以往开会时听一听袁如今变成了每个员工踊
跃发言噎噎通过对安全会内容和形式的改变袁员工们在活跃的学习
气氛中受到了安全教育袁巩固了安全知识袁提高了安全防范意识袁良
好地达到了安全会教育警示人的作用遥

每周的安全会是我们企业保证安全生产的一项重要内容袁对提
高员工安全技能尧消除事故隐患袁杜绝生产事故发生尧保障员工的生
命安全起着重要作用遥 但有一些班组由于安全会的形式单一袁存在
流于形式的现象遥 要使安全会真正起到教育警示人的作用袁达到增
强员工安全意识尧促进安全生产的目的袁安全会的形式必须不拘一
格袁应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遥 比如采取工作总结式袁强调回顾
性曰部署工作式袁强调前瞻性曰现场办公式袁增强会议的现场感曰互相
评议式袁可更加客观和全面地解决问题遥 打破传统的野你念我听冶的
固定学习模式袁积极引导员工开动脑筋尧献计献策袁将安全例会开成
交流研讨会袁让员工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袁在轻松欢快的气氛中学
习掌握安全知识袁 这样才能从根
本上使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袁 达到
促进安全生产的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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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国华
宋志强冤进入 缘 月份以来袁氧
化铝二厂在贯彻防汛预案尧
加大防汛工作的力度的同
时袁 对氧化铝二厂的防汛预
案尧防汛物资的准备尧防汛项
目的落实情况等进行了检
查遥 对防汛工作出台了新的
举措袁要求各单位院员援对影响
排水的下水管道袁 要安排专
人负责袁逐一排查袁疏通外排
下水管道袁 对二厂防汛外排
水通道袁要熟悉地理位置袁确
保雨水的外排疏通曰圆援成立汛
期突击队袁 实行汛期领导干
部值班制度曰猿援对一些地势较
低的防汛部位要引起高度重
视袁重点防范曰源援对电器仪表尧
自控设备尧 变配电室等重要
部位要做到重点防范袁 确保
汛期期间电气尧 仪表设备的
正常运行曰缘援完善生产应急预
案袁强化联系汇报制度袁对突
发性事故要求及时上报尧及
时出台措施尧 及时处理曰远援各
单位加大防汛物资的储备及
胶鞋尧 护目镜等劳保用品的
应急准备袁确保厂房尧设备及
员工人身的安全曰苑援举行防汛

习袁加强对防汛预案的学习和演练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玉焕冤 缘 月 圆圆 日袁
泥厂在全厂范围内开展了安全生产尧防
工作大检查袁对全厂范围内的配电室尧仓
尧 空压站尧缘 号窑现场等重点岗位进行了
面检查遥 检查组深入到各车间生产岗位尧
组袁着重对班组安全管理记录情况尧消防
材管理尧防汛设施尧防汛预案等工作进行
致检查袁 对查出的问题及时下达整改指
袁同时提出整改意见袁限期整改遥 本次检
袁 使水泥厂的消防安全意识以及防汛工

作进一步加强袁为使水泥厂野大干三个月袁实
现产销 圆园万吨冶奠定了坚实基础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肖明冤近日袁热力厂召开
了安全防汛工作会议袁 对防汛工作进行了全
面部署院 一是建立了以厂长陈乔平为组长的
防汛领导小组袁组织了民兵应急抢险队伍曰二
是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了防汛网络组织袁 层层
划定了责任区曰 三是各车间定期全面检查所
辖范围内的防汛尧防漏雨尧防渗漏尧防雷电隐
患袁重点强化电器仪表系统的防汛检查整改袁
不断深入再检查尧再整改曰四是做好防汛材料
的准备袁做到定置定人管理曰五是积极组织煤
源袁倒好货位袁保证煤场干煤储量充足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马义林冤为做好今年
的防汛工作袁日前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成立
了防汛工作领导小组袁落实了各项防汛措施院
制订了防汛工作方案和汛期应急救援预案袁
迅速成立防汛抢险突击队曰备好防汛物资尧器
材曰把防汛工作纳入绩效考核曰强化和落实防
汛值班制度曰维修公司组织人力尧物力对生活
区外下水管网进行疏通和维修袁 对窨井里的
淤泥尧残渣进行挖掘和清理袁确保生活区下水
管网的畅通曰组织夏季防汛实战演练活动曰房
地产管理科对生活区老房和厂西平房进行了
排查袁对发现的隐患及时通报处理曰计量管理
科对生活区的供电线路尧 供电设施进行了排
查袁对发现的隐患进行了维修袁对厂西 缘栋家
属楼室内室外供电线路进行改造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张静 刘伟冤为确保设
备安全度汛袁近日袁氧化铝一厂空压站制订
了各项防汛措施院一尧制订抢险预案袁出现大
停电尧停水事故时袁应立即启动野事故紧急预
案冶遥 二尧加大防汛物资的储备袁并且按要求
摆放到位遥三尧防汛突击队员随时做好准备袁
车间职能人员及班长 缘 分钟内必须赶到现
场遥 四尧值班人员加大点尧巡检作业袁发现隐
患及时整改袁确保汛期设备安全稳定运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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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要要要水电厂创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成效显著

阴 梁中洲 陈智慧

张军伟袁张青岗矿技术资源科科长遥 为开
拓灰石资源袁他跑遍了巩义尧新密尧荥阳周边的
石灰石矿区袁 全面掌握了这些地区的矿石资
料袁并为该矿争取到大量优质灰石资源遥 同时
他又精心筹建了 远 个联办矿点遥

在张军伟身边听到最多的是院
野听说巩义涉村有优质矿石袁看看去遥 冶
野走袁去新密尖山看矿石遥 冶
野走噎噎冶
科员龚伟华还记得 圆园园远年 怨月到巩义罗泉

看矿时袁三十里坑坑洼洼土路的颠簸袁让张军伟
把早饭都吐出来了遥 到了罗泉村没路了袁只有一
座荒山袁密密麻麻地布满荆棘尧巨石和矮树丛遥 怎
么办钥大家为难地看着张军伟遥 野没有爬不上去的
山袁咱们爬浴 冶张军伟看了看地形说袁野沿着河沟向
上爬袁我先上遥 冶爬到半山腰袁他们擦擦汗刚要进
入一片小树林时袁一阵凉风吹过袁天边涌来大片
乌云袁伴有隐隐的雷声袁随行的司机看要下雨袁打
退堂鼓回去了遥 张军伟有点犹豫院野回去吧芽这一
趟就白来了曰继续上山吧钥 有危险噎噎冶很快他下
定决心对龚伟华说院野你先回去袁我上去看看遥 冶龚
伟华不放心就和他一起上了山遥 刚看完矿石情
况袁密集的雨点就劈劈啪啪地砸了下来袁两人赶
紧向下跑袁到安全地带互相一看袁两人浑身淌着泥水袁脚上粘着厚厚的泥浆袁胳膊上
还有几道长长的血印遥

新密的矿石供应商说院野张科长那真是噎噎冶
那次他和张军伟一起去尖山乡袁早上刚到就刮起了大风袁用当地的话说叫牛

犊风袁直刮得路边的树倒向一边袁行人抱着头走路遥张军伟虽然戴着眼镜还是不敢
睁眼袁可他仍然拿了钢锤袁下到石头坑里看矿石质量遥 这时电话响了袁张军伟听了
后说院野我现在回不去袁你们先把他送医院遥冶就继续勘查矿石去了遥一直到天黑袁新
密的几个矿点才看完袁张军伟催促司机匆匆往回赶袁他带着歉意对大家说院野孩子
突然发高烧昏迷了遥 冶

圆园园远年 员园月袁氧化铝生产用石灰石紧张袁需要寻找建立新的联办矿点遥 张军
伟带领技术人员从新密袁庄尧下庄河到荥阳贾峪和巩义大山怀尧郏津口尧涉村等地
四处奔走遥这些地方的石灰岩是一层层分布的袁每一层的质量都不同袁因此每到一
个地点袁张军伟都要用钢锤把石头敲下十几块袁查看矿石质量是否合格遥如果质量
合格袁还要爬到山顶袁测该地的矿石储有量遥一天几个矿点下来袁胳膊尧腿都又酸又
痛的遥

就这样袁张军伟用行动诠释着野励精图治袁勇于开
拓冶的企业理念袁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不畏艰难尧甘于奉
献的精神袁使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遥

安全会形式不拘一格
阴王秋丽

银缘月 员愿 日至 猿员 日袁 氧化铝一厂
检修站高压清洗班员工对管道化 猿园园园
多米管道进行了清洗疏通遥 渊渠文广冤

银缘月 圆怨 日袁氧化铝一厂二车间管
磨工序组织员工进行了防汛演习遥

渊王秋丽冤
银缘 月 圆愿 日 园 点班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三工序
员工帮助二工序员工把积
存在 远 号运输带上的积料
进行了清理遥 渊耿喜荣冤

银缘月 圆源日袁氧化铝一
厂空压站组织全体员工学习
了叶压力容器尧管道尧起重设
备曳条例及规定遥

渊张 静冤
银缘 月 圆源 日袁 氧化铝

一厂四车间顺利通过分公

司 野亮点车间冶 的验收遥 渊杨苒冤
银缘月 圆缘 日袁矿业分公司内部审核

小组对张青岗矿质量尧安全尧环保工作进
行了审核遥 渊刘 玲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间对
叶熔盐炉安全应急救援方案曳 进行了修
改遥 渊安爱峰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 圆号空压站在
保证设备正常供风情况下袁 组织员工将
源台压风机进行了清污处理遥 渊刘 燕

银近日袁 分公司民兵防汛突击队对
防汛物资进行了清查整理袁 先后清整防
汛砂石 员园 余立方米袁 准备编织袋 圆园园
条袁同时对救生设备尧工具进行了维护保
养遥 渊季承锋冤

今年 员至 缘月份袁 水电厂共完成供电量 愿援远源亿千
时袁较去年同期增长 员苑援苑豫曰完成供水量 员援园猿亿吨遥环
电耗尧供电线损指标分别比去年同期降低 园援园员猿千瓦
辕吨和 园援圆愿豫遥 连续 缘个月完成分公司下达的二档考
指标袁节约成本 员园万余元遥
近年来袁水电厂依靠科技进步袁深化自主创新袁推

管理创新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袁全面推行节约型生
袁不仅使生产经营连年迈上新台阶袁而且大幅度降
了水尧电等能源的消耗袁取得了生产
营尧节能减排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
友好型企业互促互赢的可喜成绩遥

要要要管理创新发展循环经济遥 该
认真抓好成本指标的分解落实袁在
组之间深入开展比单耗尧比成本尧比
献劳动竞赛袁 优化各项生产技术指
遥 坚持每月定期召开经济效益分析
袁 查找分析影响指标的因素和原因
行整改遥推行全员绩效考核袁加强成
预算袁 细化财务管理袁 加强资金管
袁有效控制成本支出遥积极推进以点

检制为核心的设备管理新模式袁圆园园远 年袁
共查出变配电室尧电缆沟尧厂外架空线路
隐患 源缘 项袁整改 源缘 项袁变配电室鼠害事
故尧责任事故为 园遥 优化生产工艺袁减少生
产循环水补新水量袁提高工业污水循环利
用率袁缘 年利用工业污水 源源源员 万吨袁 实现
了废水野园排放冶目标遥

该厂还坚持不懈地开展依法治理盗电
窃水专项工作袁 加强对沿途管线和厂外架
空线路的巡视检查力度袁 设置专人抄表巡
视袁实行用水审批制度袁杜绝跑冒滴漏袁减
少水电流失遥圆园园远年袁该厂共掐堵私接和历
史遗留管道 怨远处袁更换尧安装高压计量箱
和智能型分时电表 员圆缘 台渊块冤袁基本解决
了企业水尧电资源被长期盗用的突出问题袁
缘年共避免水尧 电能源流失 愿愿缘万吨尧愿源园
万千瓦时遥加快用水管网改造进度袁及时排

查整改野跑冒滴漏冶点袁车间级水计量装置配备率达到
员园园豫袁实现了精确计量遥全面整合水资源管理体系袁积
极推广应用信息化技术袁率先开发并使用了野水资源合
理调配整合管理系统冶袁 实现了中铝郑州企业所辖水
系统的科学管理袁 使给排水处理工艺的运行效率和水
资源利用率都得到了提高和优化遥

要要要科技创新促进节能减排遥 水电厂坚持用高新

技术改造传统工艺袁通过引进新技术袁摸索新工艺袁改造
能耗高尧技术落后的设备设施袁实现节能减排遥该厂自
主研发并设计的 野氧化铝循环水系统技术创新改造冶
项目袁每年可节约电能 源园园万千瓦时曰在三十二泵站
和厂东泵站等多处广泛应用了变频节能技术袁年降低
新水电耗 圆园万千瓦时曰 采用先进的离心脱水技术对
高含水率的工业污泥进行干化处理袁 每年节约费用
员园园 万余元曰一环水泵站 缘座大型双曲线冷却塔加装
收水器袁改善了周边环境袁每月降低生产水补充量约
员缘 万吨曰 改造调整御组种分泵房生产工艺和运行方
式袁年降低电耗 怨远万千瓦时曰改进水源连续排泥生产
工艺为间歇式排泥袁每年可减少外排水 愿源援远万吨袁年
节电 缘园万千瓦时遥

广泛征集合理化建议袁积极采纳员工节能野金点
子冶袁 以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员工为企业节能降本献
计献策遥 该厂黄河水源车间员工围
绕降本提出的利用峰谷分时电价政
策合理调整运行方式和运行时间的
合理化建议袁 每年为分公司节省电
费 缘园 余万元曰员工提出的间歇排泥
建议实施后袁 年外排量由以往 员员园
多万吨减少到 员远 万吨袁创经济效益
源苑 万元遥

孟友光 摄影

近日袁 运输部开展了岗位大练兵活
动遥 图为运输部机动车间钳工练兵现场遥

王欣欣 摄影报道

碳素厂新循环水系统经过几个月的
试用袁运行效果良好遥图为循环水班组员工
在水泵前做巡检记录遥 郭轶辉 摄影报道

图为即将投产的生活污水处理厂遥 电讯车间加强通讯设备的管理遥值班电工正在巡检 圆圆园千伏变电站

供水车间一环水泵站开展指标竞赛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