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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分公司氧化铝一厂第二管道化天然气改造任务由
建设公司冶金设备公司承担遥在建设公司广大干部职工的共
同努力下袁 日前袁 该项施工任务比原定 源愿小时的工期提前
苑 小时完成遥 此次改造任务的完成袁使第二管道化生产过程
实现了油改气袁为降本增效提供了条件遥 杨磊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袁媛 杨苒冤野缘号刮板
机指示灯灭袁设备开不起来袁现场发现有一个
摔伤民工袁不知道是不是偷电缆的袁赶紧过来
确认遥 冶

野可能是偷电缆的贼袁看住他别让跑了袁
我马上过来遥 冶

这是 远月 猿日 圆员 时 员园分氧化铝一厂四
车间电收尘螺旋岗位员工胡尚杰与电气车间
值班员高伟的联系对话遥

最近一段时间袁 四车间大窑电收尘已出
现几起控制电缆被盗现象袁 对生产造成严重
影响遥 四车间与电气车间针对前一段时间电
缆被盗现象高度重视袁 在车间范围内广泛宣
传袁提高大家的防盗警惕性袁并安排值班员工
加强夜间巡检遥

远 月 猿 日晚袁 四车间螺旋岗位发现 缘 号

刮板机信号灯不亮袁 此现象引起了当班员工
王永刚尧刘志强尧胡尚杰等人的高度警惕遥 他
们迅速赶往现场袁并及时与值班电工联系遥在
现场检查尧寻找过程中袁刘尧胡等人突然听见
老 缘号风机处有响动袁寻声而去袁发现工地钢
管堆放处躺着一民工袁身旁还散落着钳子尧手
机等物品遥 一询问袁此人回答说袁路过此处摔
了一跤遥见此情景大家觉得可疑遥经过多次询
问袁 此人做贼心虚袁 终于承认绞断了一根电
缆遥 此时电工及时赶到配电室对控制回路进
行了短接试验袁确定电缆存在接地现象袁并判
断是盗贼在剪切电缆时造成的遥至此袁破坏生
产的毛贼终被两车间员工擒获遥目前袁此人已
移交公安部门处理遥

氧化铝一厂在节能减排活动中袁 要求
一线员工立足岗位袁从野节约一滴水尧节约

一度电尧实现零排放冶入手大力开展节能降
耗遥 图为该厂成品工序员工正在清理火车
罐车顶飞扬物料遥据统计袁每月可回收氧化
铝落地料 愿吨左右袁避免经济损失 猿万元遥

贺利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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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玉
焕冤日前袁长城铝水泥厂再传
佳音院缘月份袁该厂生产尧销售
水泥量双双达到 愿万吨袁完成
月计划的 员园圆援缘远豫熏产销率达
园园豫遥

缘 月份袁 水泥厂抓住市
场处于旺季的有利时机袁深
入贯彻落实职代会精神袁紧
紧围绕节能降耗开展技术改
造和小改小革活动遥 厂部将
成本尧能耗尧物耗等指标层层
分解到各车间尧班组袁各项指
标的完成效率与奖金挂钩袁
让每一位职工自觉将节能降
耗和成本意识落实到工作中
去遥各党支部大力开展野大干
个月袁 实现产销 圆缘 万吨冶
劳动竞赛和野降本增效袁党员

先行冶立功竞赛等活动袁充分
调动和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袁为优化指标尧提高产
量尧降低成本尧增创效益奠定
了基础遥 各车间紧紧围绕产
量尧单位消耗两大指标袁制订
了科学合理尧 操作性强的劳
动竞赛实施方案和工作标
准袁使煤耗尧电耗尧球耗尧台产
等经济技术指标不断优化遥

目前袁 湿磨干烧窑各项
指标都创下了历史新高袁日
产量达到了 员苑园园 吨熟料袁升
重达到 员园园豫 袁 游离钙达
怨苑豫袁运转率达 怨愿豫遥本部电
耗为 缘园援圆源 千瓦时 辕吨熟料袁
同比降低 圆豫 曰 台产达到
苑源援苑吨熟料 辕小时袁比预定台
产提高 员怨豫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杨苒冤进入 缘 月份以
来袁 氧化铝一厂四车间针对近段时间煤耗
偏高的情况袁积极从内部找原因袁制订了多
项措施降低煤耗遥 经过努力袁截至目前袁每
吨熟料的原煤消耗已下降 猿公斤左右遥

为了降低煤耗袁他们采取了以下措施院
首先袁车间严把进厂原煤质量关袁要求值班
长参与煤管班原煤检测袁 规范煤管班人员
取样袁 每班取样频次由原来的 员 次增加到
源 次袁同时袁时刻关注供煤商的供煤进程袁
尽量减少煤质波动遥 其次袁稳定煤磨操作袁
做好大同煤与长治煤的合理配制袁 保证混

煤具有较高的发热值袁 制备合格的煤粉以
保证熟料窑的操作遥第三袁车间采用新的计
量监控技术袁在 源号熟料窑上加装野微波固
体流量计冶袁员工可通过流量计对用煤情况
进行实时监控袁 在通过对数据分析后及时
调整操作降低煤耗遥第四袁车间依据设备运
行状况和生产安排袁 将熟料窑计划检修与
状态检修有机结合遥强化员工操作水平袁减
少各种非计划停车袁 提高熟料窑运转率以
降低煤耗遥

作为高能耗的资源型企业袁 近年
氧化铝一厂通过认真落实科学发展
袁大力开展全员技术创新袁扭转了企
三高一低冶的状况袁使企业逐步走上
低资源消耗尧低环境污染尧高经济效
的野两低一高冶良性发展轨道遥 统计
示院 在铝矿石资源竞争日益激烈袁矿
品位大幅下降的情况下袁今年前 缘个
袁商品氧化铝综合产量 远愿援猿 万吨袁较
年同期增产 员援缘万吨曰吨氧化铝工艺
耗累计 愿员缘援源远公斤标煤袁 较去年同
下降 远猿援猿远公斤标煤曰主要环保指标
部达到甚至优于国家标准袁保持了工
废水基本 园 排放和重大污染事故为
氧化铝一厂走上了一条增产减污的
持续发展之路遥
为了节煤尧节电袁氧化铝一厂在抓

原煤进厂关尧 原煤科学配比等前提
袁 应用 野多通道低挥发分煤燃烧技
冶降低煤粉等级渊用新密尧登封生产
低挥发分煤替代山西尧 甘肃生产的
挥发分煤冤袁 提高煤资源的综合利

用袁年节约费用 员缘园园
多万元遥此外袁他们借
助 野机台长负责制冶尧
野精密点巡检制冶尧野设
备润滑制冶尧野计划检
修制冶 等制度大力开
展 野班组指标星级挑

战赛冶袁 将成本尧费用指标层层分解到
车间尧班组和个人袁形成了全员参与尧
全过程控制的成本目标责保体系遥源号
熟料窑机台长白保军针对大窑烧喂煤
系统煤粉仓棚煤尧双管跳停尧螺旋泵泵
顶仓排气管冒煤等问题袁提出了野用布
扎住螺旋泵泵顶仓排气管袁 减小管道
口径冶及野用布和二硫化钼将双管东西
轴头包住形成一道油密封冶 等多项合
理化建议袁 成功解决了煤粉仓棚煤和
下煤波动等问题遥 通过努力袁大型设备
熟料窑单位产品的煤耗和电耗分别比
圆园园员年下降 员缘豫和 员园豫袁平均内衬运
转周期尧 熟料窑运转率和产能均刷新
了国内纪录袁 同时也造就了分公司劳
模要要要野机台长白保军冶等一颗颗立足
岗位尧优化指标的技能新星遥

汽耗是氧化铝成本中的关键消耗
指标遥 为了节约蒸汽袁氧化铝一厂大力
开展野工作创新赛冶和野合理化建议冶等
活动遥五车间针对脱硅工艺汽耗高的情
况袁先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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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艺袁使每立方米原液汽耗由原来的 员缘园
公斤逐步下降至 员员园公斤尧怨缘公斤尧远缘
公斤袁达到并保持了国内同行业脱硅技
术领先水平遥七车间经过长期摸索和探

讨后袁成功地把蒸发器的 猿原员原圆流程改
造成了 猿原员原圆原闪蒸流程袁 有效提高了
闪蒸器的利用效率和蒸发器的蒸水量袁
每年可节汽 怨援愿万吨袁 创效 缘园园万元遥
三车间针对四管道化稀释槽大量乏汽
外排袁 既浪费能源又污染环境的问题袁
及时采纳员工建议袁利用野汽液两相流
升压加热技术冶将乏汽引出进入预脱硅
槽加热盘管袁 代替中压蒸汽加热原矿
浆遥 仅此一项该厂每小时节约新蒸汽 远
吨袁年节约费用 员愿园余万元遥 分公司副
总经理江新民称赞该项目为 野优质创
新冶项目遥

为降低水耗袁氧化铝一厂以野创建
无泄漏工厂冶为契机袁以水资源野减量
治污尧高效循环尧梯级利用冶为重点袁出
台了野氧化铝厂用水规定冶尧野氧化铝厂
关于整顿区域内污水管理制度冶尧野氧
化铝厂关于区域内各类槽冒槽考核办
法冶等规章制度袁常年设置专人负责的
查碱节水小组袁强化水的全过程管理袁
下大力气治理野跑冒滴漏冶现象遥 通过
管网整合袁他们将 猿源 个新水点减少到
了 员圆个遥 如今袁该厂不仅基本实现了
污水 园排放袁 而且吨氧化铝生产的新
水 用 量比 圆园园圆 年 缩减 了
缘园豫袁缘 年累计从污水中回收
工业用碱 圆万吨袁有效降低了
碱耗遥

为改善厂区及周边环境空气质量袁
氧化铝一厂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袁坚持将
清洁生产与强化管理相结合袁与技术改
造相结合袁与资源节约相结合袁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袁使清洁生产水平不断提高遥一
方面袁他们发动员工袁研制出了野陈新建
加压加风雾状喷水头冶袁对从原矿槽到破
碎尧碎矿堆场尧原料磨机等各个粉尘点进
行喷淋袁抑制粉尘产生曰一方面袁他们在
分公司大力支持下袁投入巨资对 猿号熟
料窑电收尘和化灰机布袋收尘等落后
装备进行改造袁尽可能回收粉尘遥据最新
环境检测报告显示袁新建 猿号熟料窑电
收尘出口含尘量为每标准立方米 员员园
毫克袁化灰机布袋收尘出口含尘量平均
每标准立方米仅为 缘援源毫克袁 均远低于
国家标准 猿园园毫克 辕标准立方米遥经对 猿
号熟料窑电收尘测算袁该电收尘由于自
动化程度高袁能大幅度减少碱的飞扬尧降
低熟料粉尘排放袁年经济效益在 员园园万
元以上遥抚今追昔袁化灰机岗位员工许全
法感慨万千院野过去袁 我一直担心自己退
休时身体还能不能健康袁现在不担心了袁
企业开展清洁生产袁我们员工和周边居
民都受益遥 冶

员怨愿怨 年袁 郑元浩从长城铝技校毕业来到水电
厂供电车间工作遥 在车间领导的帮助和培养下袁他
从一位普通的一线员工逐渐成长为生产技术骨干袁
从一名值班员到变电站站长袁凭着自己的实力一步
一个脚印实现着自己的人生理想遥

在担任运行值班长的十几年里袁郑元浩曾多次
处理突发性电力系统事故袁并一直主抓运行值班员
工的培训工作遥 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使他认识到袁
一名合格的运行值班人员袁除了做好日常的设备维
护和操作以外袁处理突发事故的能力才是检验员工
技术素质的标准遥因此袁在他的培训课程里袁他始终
把提高员工的动手能力和事故处理能力放在重要
位置上遥 圆园园猿 年以来袁他参与修旧利废袁通过改造
开关柜尧直流盘袁建立了水电厂运行电工培训基地遥
通过网络等各种渠道袁他将查找的资料自费印刷成
册作为学习教材袁在基地培训了供电车间运行人员
约 员圆园人次遥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其他单位的运行
人员闻讯也赶来参加培训袁 先后共有 愿园余人次参
加了郑元浩组织的安全培训遥

圆园园缘年袁 郑元浩参与了 园远配尧园苑配和鹏飞变
电站的安装调试尧投运及运行值班的组建尧培训学
习工作遥鹏飞变电站的开关设备采用的是由德国西
门子厂家生产的全封闭组合电器配电装置遥该系统
是水电厂以前从未接触过的高科技产品袁各种传动
部件都被固定在箱体内袁安装工艺复杂袁对运行维护人员技术要求较高遥 为了确保
圆圆园千伏变电站建成投用后的安全运行袁作为站长的郑元浩感到了压力袁全程跟踪袁
在现场跟随厂家安装调试人员袁对不懂的问题及时提问并追根问底遥 经常是厂家人
员都下班走了袁他还在设备面前冥思苦想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经过最初的死记硬背
到后来的联系实际运行袁他终于掌握了变电站设备大量的运行参数和性能遥 在此期
间袁他还对变电站调试安装过程中的问题及时上报袁提出整改措施 员园园 多条袁为变
电站的顺利运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遥 在鹏飞变电站投运期间袁 他作为变电站的站
长袁连续两天两夜守在值班室里指挥操作袁使变电站顺利送电袁并因此荣立公司级
个人二等功遥

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是丰硕的成果遥 圆园园远年 员员月袁从郑州市野天伦杯冶第三届职
工技能运动会值班电工技能竞赛上传来喜讯袁 郑元浩以绝对的优势在激烈的竞争
中脱颖而出袁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遥 在他的带领下袁运行班组多次荣获 野安全先
进班组冶尧 安全生产优秀班组尧 达标配电
室尧野五一示范岗冶等荣誉称号遥 圆园园缘年鹏
飞变电站荣获集体二等功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秋丽冤近日袁从氧化
铝一厂传来消息院截至 缘月底袁磨机运转率
由去年的 愿员豫提高到 愿源豫袁 再次刷新历史
记录遥

近几年袁随着生产形势的变化袁担负着
氧化铝生产中的原料制备和输送任务的二
车间供矿石压力剧增袁 原有的磨机产能严
重不足袁 生产组织和设备检修的矛盾十分
突出袁成为制约氧化铝稳产尧高产的瓶颈环
节遥

根据这种情况袁 该厂成立了各项技术
攻关小组袁制订相关措施袁研讨提高磨机运
转率和台时产能的方法遥 通过攻关袁圆园园远

年底袁 磨机设备运转率达到了 愿员豫的新水
平遥今年年初以来袁他们又在设备性能和生
产组织上下工夫遥 一方面对原有设备进行
了改进袁延长了磨机关键部位的使用寿命
减少了检修维护次数曰 另一方面调整检修
思路袁变被动检修为计划检修袁单项检修为
综合检修袁 避免了设备因满负荷疲劳运转
而造成的重复检修袁 有效地提高了设备运
转率遥 截止到 缘 月底袁 磨机运转率在去年
愿员豫的基础上提高到 愿源豫遥 氧化铝生产系
统运行平稳袁总体液量得到平衡袁瓶颈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袁 为氧化铝的优质高产创造
了有利条件遥

从野三高一低冶到野两低一高冶
要要要来自氧化铝一厂的节能减排报告

阴 高惠民 刘志红

颗粒归仓

水泥厂 缘 月生产红红火火

四车间多措并举降煤耗

氧化铝一厂磨机运转率创新高

银为落实河南分公司野安全
生产月冶 活动通知精神袁远 月 远
日袁氧化铝一厂六车间开展了全
员安全答卷活动遥 渊刘英韬冤

银为增强员工的业务素质
和操作技能袁远 月 源 日起袁 热力
厂锅炉车间组织车间技术人员
对 缘远名司炉尧 副司炉进行了为
期 员周的操作技能培训遥 渊张鹏冤

银为深入开展好野安全生产
月冶活动袁远 月 源 日袁运输部召开
了野吸取教训袁举一反三冶安全生
产专题会遥 渊欧阳建设冤

银远 月 源 日袁氧化铝一厂八
车间刘杰等员工只用了两小时袁
就将 员号皮带接口胶接好遥

渊王丽娜冤
银远 月 员 日袁水泥厂在厂办

公楼前隆重举行了安全月升旗
仪式和安全签名活动遥渊王玉焕冤

银远 月 员 日袁运输部在该部
办公楼前举行了升安全旗仪式袁
并进行了全员安全签名遥

渊马宝萍冤
银远 月 员 日袁工程公司隆重

举行了野安全生产月冶升旗仪式遥
渊张艳华 杨冬花冤

银远 月 员 日袁热力厂锅炉车
间对 员圆名从外单位转岗来的员
工进行了为期 猿 天的安全教育
培训遥 渊杨 喆冤

银自 远月 员日起袁氧化铝一
厂空压站 圆 号站每日对岗位进
行一次安全检查遥 渊刘 燕冤

银缘 月 猿员 日袁 氧化铝一厂
五车间组织浓密机工序全体员
工举行了赤泥库防汛演练遥

渊郭云 申文慧冤
银截至 缘月 猿员 日袁 热力厂

检修车间汽检大班员工圆满完
成了 圆 号汽轮机组检修任务袁顺
利并网发电遥 渊王金霞 王艳冤

银近日袁工程公司工会为生
产中涌现出的 缘 名技术创新能
手分别荣记了个人二尧三等功遥

渊邓广顺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八车间

三工序利用每周一安全例会时
间组织员工对操作技能与故障
的判断处理方法等问题进行了

专题学习与交流遥 渊耿喜荣冤
银日前袁氧化铝一厂电气车

间对熔盐炉熔盐管道 圆员回路和
圆圆 回路的电伴热系统进行了改
造遥改造后两回路的伴热系统稳
定运行系数升高袁 寿命得到延
长遥 渊袁 媛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检修站
组织六十余名防汛突击抢险人员
进行了防汛抢险演习遥 渊渠文广

银近日袁长城铝武装部对民
兵预备役部队防汛抢险工作作
了周密的部署遥 渊宋晓勇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空压站
远 号站利用 源 号空压机大修间
隙 熏 组织人员对 源 号机滤风室
油冷却器及各部阀门进行了清
理尧维修袁确保 源 号机一次试车
成功遥 渊常自强 冯胜利冤

银为加强员工对设备的操作
维护袁近日袁氧化铝一厂六车间举
办了设备操作润滑培训班袁 参加
培训人员达 员愿园人次遥 渊李喜军

破 坏 生 产 野 毛 贼 冶 终 被 擒

喜 讯 频 传

第二管道化油改气圆满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