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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长铝建二公司顺利完成了一台塔
式起重机的钢丝绳更换尧 润滑保养等任务并
试车成功遥 杨磊 摄影报道

近年来袁工程公司积极开展导师带徒活动遥
图为该公司电修车间师傅正在给徒弟们讲解电
机检修的方法遥 邓广顺 张艳华 摄影报道

近日袁氧化铝一厂空压站举行了消防演习遥
图为消防演习现场遥

张静 时彦青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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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秋丽冤野车间现
在就安排人员对你提出的安全隐患进
行整改噎噎冶

野我一定牢记家人的牵挂袁工作中
注意安全噎噎冶

这是氧化铝一厂二车间由员工及
家属共同参与的安全座谈会现场上出
现的热烈一幕遥

远月 员愿 日袁车间组织员工和员工家
属在车间会议室召开了一个面对面的
座谈会遥 员工畅谈感受袁交流经验袁提出
意见和建议曰 家属通过座谈会了解现
状袁提出期盼曰领导通过座谈会发现问
题袁做出答复遥 各位员工还面对家属作

出了野心系家庭尧安全第一冶的安全承
诺袁使座谈会充满了和谐尧融洽的气氛遥

自今年开展安全月活动以来袁二车
间紧紧围绕 野综合治理袁保障平安袁吸
取教训袁举一反三冶的活动主题袁采取灵
活多样的形式开展了一系列安全教育
活动袁营造了一种浓厚的野人人关注安
全袁人人讲安全冶的安全生产月活动氛
围遥 提高了全员的安全生产意识袁促进
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遥

水泥厂以野立足资源综合利用袁大
发展循环经济袁打造绿色水泥品牌冶
持续发展战略袁紧扣野最少的资源冶尧
最少的排放冶两个环节袁着力开展以
节能尧降耗尧减污尧增效冶为主题的节
减排工作袁 不仅被郑州市确定为清
生产单位袁而且实现了经济效益尧社
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和谐共赢遥
以技术改造解决污染难题
生产技术与装备的进步是水泥工

节能降耗的永恒主题遥圆园园缘年 怨月袁
厂投资近 缘园园园 万元建成了具有国
先进水平的湿磨干烧新工艺生产
遥该生产线投产后袁该厂由 员台窑替
了原来的 源 台窑袁 年生产能力由原
的 源缘 万吨提高 远缘万吨袁 煤耗降低
豫袁熟料质量提高 员园 兆帕熏台时产能
高 猿援圆 倍袁年消耗工业废料 猿缘 万吨袁
水泥生产成本降低 圆园元袁年净增效
员园园园 多万元遥 同时袁该生产线安装
国内目前最先进的收尘设备袁 投用
吨水泥粉尘排放量降低 怨愿援缘豫袁二
化硫排放量降低 怨源援远豫袁 大大优于
家排放标准遥
以工艺创新推进节能增效
近年来袁 长城铝水泥厂大力实施

艺创新袁以新工艺尧新技术的运用引
节能减排工作向纵深推进遥 该厂投
远园园 多万元实施了 缘号水泥磨技术

改造袁 不仅使该厂熟料生产能力达到
了 员园园万吨袁 而且大幅度降低了生产
成本袁 仅电耗一项每年就可直接创造
经济效益 圆愿园 万元遥 在此基础上袁该厂
改进 缘号水泥磨生产工艺袁 以无烟煤
替代烟煤袁 解决了原来使用烟煤生产
熟料容易产生结皮等技术难题袁 吨熟
料煤耗降低 圆园 公斤袁 年可节煤 愿园园园
吨以上袁年可创经济效益近 猿园园万元遥

该厂还投资 员园园园 多万元实施了
锟压机预粉磨新技术尧磨内筛分技术尧
自动控制技术和低耗能输送技术袁使
得系统电耗大幅度降低袁 废渣利用率
和生产稳定性进一步提高遥 利用水泥
新工艺生产线成功地开发出了用于航
空机场跑道的中低热水泥和道路水
泥袁经济技术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遥
投资 员苑园余万元对水泥包装系统进行
全面改造袁实现了袋装水泥自动装车袁
减少了站台储存和人工的二次倒运袁
袋装破损率降低 苑缘豫袁 每年可节约资
金近 员园园万元遥 更为重要的是袁该系统
采用低压脉冲除尘器对生产过程中的
废气进行处理袁 大大改善了职工的工
作环境遥

以综合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圆园园缘 年袁 水泥厂综合利用各种工

业废渣 圆员万吨袁占全年水泥生产投入
原料总量的 猿远豫曰圆园园远 年袁 该厂工业

废渣利用量更是达到 猿缘万吨熏 占全年
水泥生产投入原料总量的 源员豫遥

该厂还调整混合材的品种和比
例袁生产出了各种等级的硅酸盐水泥尧
普通硅酸盐水泥尧 矿渣硅酸盐水泥产
品遥 积极进行复合水泥和粉煤灰水泥
的开发试验及大规模生产投用工作袁
不仅填补了该厂在水泥低端产品方面
的空白袁提高了市场占有率袁而且有效
地降低了产品成本遥

以机制创新优化节能减排
做好节能减排工作袁 是社会发展

和资源科学利用的必然要求袁 也是资
源型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遥 为此袁
长城铝水泥厂成立了节能减排工作领
导小组袁建立了厂领导牵头尧质管部门
主管尧各车间渊科尧室冤分工负责尧党政
工团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袁 制订了各
项能耗尧物耗尧环保和成本指标袁完善
了节能减排考核办法袁采用工资总额尧
成本尧能耗各项指标总承包的形式袁将
节能减排指标层层分解到车间尧班组袁
并且将各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奖金挂
钩袁做到野千斤重担众人挑袁人人肩上
有指标冶袁大大激发了职工立足岗位节
能减排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遥
该厂建立了职工广泛参与的
节能工作机制袁 大力开展以
节约一斤煤尧一度电尧一滴水

等为主要内容的节能竞赛活动袁 形成
了野节约光荣尧浪费可耻冶的良好风尚遥

为了做好节能减排工作袁 该厂还
提出要牢固树立野效益质量观冶袁即在
提高环境质量和产品质量尧 节约资源
的前提下袁确保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袁不
断提高经济效益的野含金量冶袁实现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野双赢冶遥 该厂 员怨怨缘
年在河南省水泥行业率先通过了产品
质量认证袁员怨怨怨 年通过了 员杂园怨园园员 国
际质量体系认证袁圆园园缘 年通过了质量尧
环境尧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遥 长
城铝水泥厂 圆园园远 年开展了清洁生产
外部审核工作袁对照国内外先进水平袁
从八个方面入手袁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
优化方案遥 同时袁该厂积极发动职工参
与审核活动袁 征集清洁生产合理化建
议近 员园园园 条袁采纳 员员苑条袁实施近 员园园
条袁不但年创经济效益 源园园 余万元袁而
且大大减少了污染物排放量袁 吨水泥
粉尘排放量从 员援园苑公斤降至 园援园员远 公
斤袁 二氧化硫排放量从 员援员圆公斤降至
园援园远 公斤袁 工业废渣粉煤灰利用率提
高 猿豫袁 工业废水持续多年实现 园 排
放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杨苒 孙中华冤截
止到 远 月 员苑 日袁 氧化铝一厂四车间 猿
号熟料窑内衬运转周期突破 源园园 天大
关袁再创大窑内衬运转新记录遥

为保证设备的平稳运行袁 四车间
针对不同生料浆成分采取合适的烧结
温度袁 尽量减少处理窑皮的几率遥 在
日常操作中袁 猿 号窑的 愿名看火工不断

提升自己的操作水平和判断能力遥 在
运转初期二挡西环隙大造成局部窜砖
的情况下袁 为了稳定窑况袁 维护好窑
皮袁 他们 员 个月糊一次水泥袁 一直坚
持到小部分换砖曰 在运转中期袁 他们
利用 猿 号电收尘合岔的机会进行了后
段换砖袁 为窑的长期运行打下了稳定
的基础遥

走出有特色的效益创造之路
要要要 水 泥 厂 节 能 减 排 工 作 纪 实

阴 冯喜海 王玉焕

别开生面的安全生产座谈会

氧化铝一厂四车间 猿 号熟料
窑运转周期突破历史记录

砂状氧化铝生产取得阶段性成果

银自 远月 圆园 日起袁热力厂检修车间开
始对锅炉系统的所有辅机冷却水系统进行
全面检修袁 以保证夏季高温下设备的正常
运行遥 渊刘云峰冤

银远月 员愿 日袁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间
在各班组内部开展了安全月命题大讨论遥

渊安爱峰冤
银远月 员缘 日袁氧化铝一厂七车间钳工

班提前 员 天完成了大蒸发 员缘 吨天车减速
齿箱现场解体的检修任务遥 渊董爱东冤

银远月 员源 日袁氧化铝一厂二车间利用
一车间更换皮带的时机统筹安排本车间的
清理检修工作袁清理了管磨工序主流槽袁更
换了格子磨老地坑缓冲泵闸门遥

渊王秋丽冤
银远月 员源 日袁氧化铝一厂五车间在停

汽检修过程中周密部署袁 提前两小时完成
检修任务袁确保了开磨时间袁为整个烧结法
系统的稳定创造了条件遥 渊申文慧 郭云冤

了野打击盗窃尧盗割生产用电线尧电缆违法
犯罪行为专项活动冶动员会遥 渊季承锋冤

银近日袁 运输部汽车队组织汽车司机
结合岗位练兵开展了反事故演习活动遥

渊王建华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技术监督站组织

相关人员进行了查隐患尧找缺陷活动遥
渊安国强 张世伟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五车间组织人员
更换了 源号溶出磨衬板遥 渊刘润军 郭云冤

银日前袁 保卫消防中心经济民警大队
通过公司内部网络短信平台为队员发送了
野安全警语冶袁 时刻提醒队员们在岗位上树
立安全意识遥 渊尹万祥冤

银远 月 员圆 日袁氧化铝一厂技术监督站
组织员工收看了安全教育片叶火灾预防曳遥

渊刘春红 陈丽云冤
银日前袁 氧化铝一厂空压站 远 站利用

周一安全例会袁 组织员工学习了车间安全

措施袁提出安全警句袁确实做好安全工作遥
渊常自强 冯胜利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针对近两
月来氧化铝发货量持续增加的现状袁 开展
了野加班加点我奉献袁突击装车保生产冶活
动遥 渊耿喜荣冤

银近期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开展了安
全月命题大讨论活动遥

渊王丽娜 王风芝 耿喜荣冤
银近日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燃气公司

对所属区域危险点尧源进行了重点排查遥
渊张保陆冤

银近日袁 电解厂检修车间举办了安全
技术培训遥 渊岳永强冤

银近日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维修公司
连夜对 园远街坊路面沉陷进行了抢修处理

渊刘学文冤

施洪萍负责长城铝幼儿园一千多名幼儿的
日常饮食工作遥虽然这是一个平凡的岗位袁但要
干好它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袁 需要强烈的
责任心尧严格的管理和创新精神遥

在班组管理上袁 她从细节入手袁 严把进货
关袁严格监督供货方的卫生情况袁一旦发现质量
问题立即退换遥她每天都要进行野三检冶院检查操
作间的卫生及餐具的消毒情况袁 以保证孩子们
的用餐卫生曰检查班组成员在操作时工作服尧工
作帽的穿戴情况袁以保证食品操作的卫生曰检查
设备维护情况袁以确保设备的运转正常袁减少设
备的损耗遥 为了把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落到实
处袁她坚持每天六次巡查袁对饮食管理制作过程
各个环节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考核袁大胆管理遥去
年以来袁物价上涨幅度较大袁为保证幼儿的饮食
质量不降低袁 她从节能降耗和饮食创新上下了
很大工夫遥在食品制作方面袁她经常和采购员到
市场上去了解行情袁和商户讨价还价袁把价格降
到最低袁保证了原材料采购的低成本遥在食物制
作环节袁她根据当天到园的人数精密计算袁不多
做食物袁以减少浪费袁这样袁在物价上涨幅度较
大的情况下袁做到了不增加托费袁仍然保证了孩
子的饮食质量不降低袁数量不减少曰在节能降耗
方面袁她要求大家爱护设备袁及时养护袁发现设
备有毛病袁能修理的绝不更换新的袁能自己修的
绝不找外人修袁 尽量减少设备维修费用和更新
成本曰在制作食物时袁她严格操作规范袁并且通
过提高设备的利用效率来减少油耗和气耗袁以
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遥

为了进一步提高炊事员的技能水平袁 幼儿
园举办了创新食谱厨艺大赛活动袁 这对食堂班
组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遥为了把这项工作搞好袁
她经常到书店去看食品加工方面的专业书籍袁上网下载幼儿食谱图片遥她还组织食
堂班长到银都宾馆去请教面点的制作方法袁回来后认真实践袁然后根据大家的建议
再进行加工制作袁不断改进袁以求最好遥 通过这次比赛袁大家的烹调技能得到了提
高袁班组的凝聚力也得到了增进遥

由于幼儿园食堂人员紧张袁工作量又大袁多年来袁她坚持每天早上提前 圆园分钟
赶到班上遥 一天中袁她除了外出了解市场行情和对 源 个食堂进行巡察外袁大部分时
间都是在操作间和同志们一起切菜尧蒸馍遥去年上半年袁由于早班人员调配不开袁为
了保证孩子的正常饮食袁她连续上早班袁从早上 缘 点半至晚上下班袁每天工作时间
长达 员园小时袁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遥

付出终有回报遥 幼儿园食堂工作得到了幼
儿家长和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袁食堂班组也荣
获了后勤服务管理中心野五佳班组冶称号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国华 宋志
强冤拜耳法种分两段法砂状氧化铝生
产技术经过一年多的科技攻关袁在中
铝河南分公司氧化铝二厂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遥 截止到 缘 月底袁主要技术
指标种分分解率稳定在 缘源豫左右袁氢
氧化铝粒度小于 源缘 微米的控制在
员苑豫以下袁沉降槽的溢流浮游物控制

稳定在每升 员园 克左右袁 分解系
统的粒度分布平衡袁一段尧二段
生产工艺流程畅通袁设备运行稳
定遥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袁 氧化
铝二厂人付出了智慧和汗水遥

圆园园远年 猿月份袁 氧化铝二厂
在 苑园 万吨氧化铝项目投产 远 个
月达到设计产能后袁 按照分公司
野完善流程袁 提早进行两段法砂状
生产冶的思路袁在分公司领导尧有关
部室尧兄弟单位及技术人员的大力
支持和共同参与下袁一场攻坚战在
氧化铝二厂悄然打响遥 为此袁氧化
铝二厂成立了以行政副厂长曹彦
卓尧党委书记杨新民为组长的攻关
领导小组袁 每周召开一次攻关会袁
对影响指标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袁
制订处理措施袁 落实最终结果袁对
车间的攻关指标纳入绩效考核遥同
时袁针对生产流程的薄弱环节加强
工艺纪律检查袁保证正常工艺技术
条件曰针对生产工艺技术指标的重
点和难点袁开展动态优化指标劳动
竞赛遥

作为攻克砂状氧化铝的重
要生产车间袁氧化铝二厂分解车
间成立了以主任王绍东尧党支部
书记陈东为组长袁 车间其他领
导尧技术人员尧技师尧主操等参与
的科技攻关小组袁按照野落实项

目收尾尧解决瓶颈通过尧统一操作思
路尧稳定流程液量冶的工作思路袁边生
产尧边施工尧边改造尧边完善袁对设备
配置存在缺陷尧 系统能力不匹配尧生

产流程不完善等问题袁车间对设备附
带的英文技术资料进行翻译袁编写了
试车方案尧操作规程尧工艺规程等袁并
抽调了一批工作踏实尧技术过硬的员
工骨干作为试车人员进行了技术培
训遥 为使员工尽快熟悉新设备尧新工
艺和新流程袁 技术人员从生产原理尧
设备结构尧安全操作尧维护检修等多
方面对员工反复进行讲解袁并带领大
家多次深入现场熟悉情况袁为试车投
产做好了充分的人员准备遥

分解车间旋流分级机和直径 源园
米沉降槽属国内尧国外首次投用的大
型沉降设备袁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遵
循遥 在试车阶段袁车间科学调度袁合理
安排袁 通过不断调整优化试车方案袁
极大加快了工艺流程和生产设备调
试速度遥 被誉为野砂状两兄弟冶的车间
副主任杨强尧 李锋杰更是不分昼夜袁
吃住在厂里袁紧盯现场袁跟踪指挥协
调袁及时解决设备调试和生产操作中
不断出现的问题曰 员工们逐台设备尧
逐条管道尧逐个阀门地开展拉网式排
查袁 扫除试车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
碍袁上下一心发扬野宁可汗水流成河袁
不让砂状往后拖冶的奉献精神袁确保
了主要设备的提前试车成功遥

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袁截至目
前袁砂状氧化铝主要物理指标氢氧化
铝粒度小于 源缘 微米的控制在 员苑豫以
下袁化学指标得到有效控制袁为全面
实现拜耳法种分两段法砂状氧化铝
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遥

孟友光 摄影

氧化铝二厂分解车间一角

管道纵横的分解车间 科技攻关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