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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一厂 电解厂 碳素厂 热力厂 水电厂 运输部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

圆满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

近年来袁 长城铝建设公司秉承
野质量立业袁服务为本袁诚信至上袁铸
造品牌冶的宗旨袁不断实施管理创新袁
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遥 公司自 员怨怨愿
年以来先后荣获 员 项国优尧圆源 项部
级优质工程遥 同时袁建设公司面对国
内建筑业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袁积极
实施野走出去冶发展战略袁努力探索多
元化尧集团化尧国际化的发展之路袁以
先进的管理和良好的市场信誉赢得
了国外多家国际知名铝业公司的关
注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袁创造了
新的经济增长点遥

健全控制体系 细化目标分解

圆园园缘 年袁 建设公司对质量尧环
境和职业健康安全三大体系进行了
整合袁出台了叶管理手册曳和叶程序文
件曳袁明确将野污染预防尧节能降耗尧
科学管理尧达标守法冶作为构筑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的管理方
针对并制订了相应的目标指标和管
理方案遥 对所有与生产经营活动相
关的要素进行目标分解袁 把责任分
解到每一个单位尧 每一个岗位甚至
每一个管理者袁明确了职责权限袁以
公司经理魏西明为管理者代表袁自
上而下形成了一张野节能减排冶的严
密网络遥 结合建筑施工企业的特点袁建设公
司编制了叶环境因素识别尧评价和控制策划
管理程序曳袁对产品生产尧服务过程中所有影
响环境和资源消耗的活动建立叶一般环境因
素清单曳和叶重要环境因素清单曳袁充分考虑
建筑施工活动涉及的大气排放尧 水体排放尧
废气物管理尧土地污染尧原材料与自然资源
的使用和社区性问题等 远 个方面的要素袁设
立专职人员严格履行过程监视和测量袁为夯
实节能减排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遥 圆园园远年袁
建设公司制订并全面推行内部控制管理体
系袁从组织尧预算尧固定资产等 员园 个方面对
经营管理过程中的人尧财尧物以及主要业务
流程实施规范化尧程序化管理袁取得了节能
减排的显著效果袁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遥

依靠管理和技术进步促进节能减排

依靠管理尧依靠技术进步和缩短施工工

期是建设公司实现节能降耗目标的有效途
径遥 针对建筑施工企业点多面广尧人员分散
的特点袁长铝建在全国建筑业率先建立了信
息网络平台袁通过实施远程电子办公袁大大
提高了办公效率袁每年节省各项费用 圆园园多
万元遥 在工程建设和非标设备制作加工等经
营活动中袁 公司积极倡导节约每一滴水尧每
一度电尧每一张纸袁深入开展合理化建议尧小
改小革和修旧利废等活动袁 对机械加工设
备尧大型槽体制作安装尧物资采购尧吊装作业
方法和生产工艺流程等方面进行分析改进遥
例如院一是在大型槽体的制作安装中袁一改
过去的正装法袁采用倒装施工袁不仅提高了
工效袁同时确保了安全曰二是在锅炉主体厂
房钢结构框架安装中袁改变传统的单柱单梁
吊装方法袁采取在地面组对成榀框架袁利用
大型起重机械进行整片炉壁吊装袁大大提高
了施工进度曰三是为了解决混凝土余料造成
的浪费和污染环境的问题袁研制砂石分离机
将其分离后重新投入生产袁杜绝了浪费和污

染现象遥 与此同时袁建设公司还针对重点工
程项目的重要施工环节实施进度和质量监
察袁确保产品和工程一次交验合格率 怨愿豫以
上袁每年减少建设资源消耗 源园园多万元遥

倡导清洁生产 改善作业环境

在创建环境友好型企业方面袁建设公司
的主要任务是倡导清洁生产袁 改善作业环
境遥 一是针对施工现场道路和物料扬尘问
题袁 采取定时洒水和加盖防尘设施进行控
制曰 二是做到废弃油料和建筑垃圾的资源
化处理曰 三是加强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管理袁
减少施工材耗袁 要求施工人员做到 野工完
料清场净冶袁 创造优美现场环境曰 四是对商
品混凝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水进行
沉淀净化后循环利用袁 实现了 园 排放曰 五
是积极开展基地环境绿化尧 硬化和美化工
作袁 努力创建花园式单位袁 树立了良好的
企业形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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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负责两公司生产尧 生活用水调度的值班
长袁支榜坤满脑子装的都是这个蜘蛛网般的供水网
络遥 他深入生产现场袁钻地沟袁爬管架袁熟悉管道走
向袁了解用户需求袁所掌握的管网管线袁比图纸上标
示的都详细遥 参加工作 圆员 年来袁他以求真务实尧积
极肯干的工作作风袁赢得了上自车间领导下至一线
员工的一致赞誉遥

班组员工清楚地记得 圆园园源 年冬季的一个休息
日袁 连接在生产水主干管上的一个消防栓突然破
裂袁园援猿皂责葬 的输水压力使得水柱冲向空中 员园 多米
高袁而管道的斜上方恰巧是 员园噪灾高压线遥裂痕越来
越大袁水柱越来越高袁情况万分紧急遥 支榜坤得知情
况后火速赶到现场袁 来不及多考虑就立即联系总
调袁指挥人员倒换输水线路袁爬管架袁钻阀门井袁操
作厂内外各种阀门 员园 多个遥 他凭借对管网的熟悉
和了解袁仅用 圆园 分钟就将管道故障顺利解除袁没有
对生产用户造成任何影响遥

圆园园苑年 猿月 员猿 日袁 作为氧化铝二厂唯一供水
水源的三环水泵站袁 要对总干管 员 台直径 员源园园皂皂
的联合门和 猿 台直径 愿园园皂皂的出口阀门及逆止阀
进行更换遥 这是该泵站投运以来的第一次停产大检
修遥 为了保证在既定的时间内恢复正常生产袁支榜
坤协同车间领导和有关技术人员提前 员 个月先后
员园多次到现场察看了解情况袁从停泵尧放水尧更换阀
门到恢复运行一步一步仔细考虑袁反复研讨遥 由于
泵站所有阀门都存在关闭不严现象袁 能否在预定 猿
个小时内排空管道存水袁 他先后拿出 猿 套施工方
案袁为设备检修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遥

员猿 日凌晨 圆点袁一心想着这次检修工作的他毫无睡意遥 野差以毫厘袁失之千里冶袁
作为调度长袁他深知一个细小的疏忽袁都可能给生产造成严重影响遥 他将施工方案反
复在脑子里过了好几遍袁放心不下的他 源点钟就来到现场袁对输水管线所有阀门进行
一一确认袁又到蒸发系统确认运行情况遥 远点整袁检修工作正式开始遥 由于考虑周全袁
措施具体袁安排得当袁计划需要 猿 个小时的放水时间仅仅用了 苑园 分钟就将管内存水
全部排空袁阀门更换工作顺利进行遥

晚上 怨点袁检修工作比计划提前 猿个小时圆满结束袁他又
指挥当班运行工查看水位袁调节阀门袁检查设备袁顺利恢复正
常运行袁为氧化铝稳产高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志红 杨苒冤截
远月底袁氧化铝一厂圆满完成了上半
产量尧质量尧成本三大目标院累计生产
品氧化铝 愿员援苑万吨以上袁 同比增产
万吨曰 氧化铝一级品率 怨苑援苑远豫袁同
提高 员援园远豫曰 吨氧化铝工艺能耗
愿援苑猿 公斤标煤袁同比降低 远园援圆远 公斤
煤袁商品氧化铝现金考核成本累计达
河南分公司二档考核指标遥
圆园园苑年年初以来袁 氧化铝一厂通

科学调整生产组织方案袁合理调配拜
法尧烧结法两系统的生产比例袁采取
力措施提升系统补碱能力袁合理安排
型设备的计划检修袁进一步提高管道
尧 熟料窑等大型关键设备的台时产
尧运转率和指标袁开展技术攻关袁确保
氧化铝生产在低铝硅比条件下的野安
尧稳定尧优质尧高效尧经济冶运行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邵昱冤截至 远 月

袁 上半年电解厂完成各品种铝锭产
圆愿猿圆员 吨袁 比去年同期增产 愿源缘源
遥各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全面刷新院
流效率达到 怨圆援远豫袁 与去年同期相
提高 园援员远 个百分点曰原铝直流电耗
员猿源缘圆 千瓦时每吨铝袁 比计划降低
愿 千瓦时每吨铝曰 氟化盐单耗达
援源 千克每吨铝 熏比去年同期下降 猿援苑

千克每吨铝曰 铝锭综合交流电耗达
员源愿圆园 千瓦时每吨铝袁比去年同期大幅
降低 员猿苑千瓦时每吨铝遥粤蕴怨怨援苑园以上
品级率达到 怨苑援园愿远袁再创历史新高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海涛冤截至 远
月 猿园日袁 上半年碳素厂完成碳阳极产
量 缘苑怨员圆 吨袁 完成全年计划的 缘园援源豫袁
产品合格率达 怨缘援远怨豫袁再创历史新高遥
上半年袁 碳素厂根据 圆园园苑年产品全部
出口和出口品种多的实际情况袁在原料
供应上袁 抓好原料配比和组织工作袁保
证了产品的微量元素指标遥在碳阳极生
坯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工艺技术规程
和调度指令袁同时抓好了班产量和单系
统满负荷生产的生产组织工作遥在碳阳
极焙烧过程中袁合理安排装炉尧出炉工
作袁严格把好原料进口关袁积极改变装
炉模式袁合理优化工艺曲线袁确保了产
品理化指标符合合同要求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肖明冤上半年袁热
力厂自发电量完成 员源愿怨苑援愿缘 万千瓦
时袁 完成年计划 缘苑援猿 豫曰 蒸汽产量
猿缘缘援远员 万吨袁完成年计划 缘猿援园愿 豫袁比
去年同期增产 愿援苑圆 万吨袁 同比提高
圆援缘员豫遥吨蒸汽煤耗尧电耗尧油耗等经济
技术控制指标全面优化袁 产品成本大
幅下降遥 上半年热力厂累计完成了三

档成本指标遥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智慧 陈文峥冤

水电厂 员 至 远 月份累计完成供水量
员援圆源 亿吨袁供电量 员园援猿怨 亿 噪宰澡袁实现
安全生产 圆猿愿远天袁完成了分公司下达
的二档现金成本指标袁 确保了分公司
水尧电尧通讯系统的安全尧稳定尧经济运
行袁顺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遥年
初以来袁水电厂牢固树立野大安全冶意
识袁 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
确认制袁电系统严格执行三规两制袁继
续深化电气延伸管理制度袁 加大对用
户用电设施的监控尧管理尧指导力度袁
优化事故预案袁提高了新尧老电网抗击
外部干扰的能力遥全厂共处理大尧小设
备隐患 员园 余起袁为供电系统安全稳定
运行提供了保障曰 水系统积极完善各
类应急预案和预警机制袁 健全稳定供
水保障机制袁 认真总结运行工走出泵
房制度的经验袁针对用户的不同需求袁
及时调整运行方式袁保证了生产尧生活
水的正常供应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欧阳建设冤截至

远 月 猿园日袁 运输部铁路运量累计达到
源苑源援远 万吨袁 完成年计划的 缘圆援苑豫曰铁
路周转量 苑源猿源援远 万吨公里袁 完成年计
划的 缘员援猿豫曰专列运输 圆愿愿猿怨 车袁完成
年计划的 缘圆豫曰氧化铝罐车发运 苑源苑远
车袁 产品发运 员圆源源苑车曰 换算周转量
员员远猿怨援缘 万吨公里 袁 完成年计划的
缘圆援怨豫遥各项生产指标均创同期历史最
先进水平袁 其中 缘 月份完成罐车发运
员缘猿苑车袁 创造了氧化铝罐车发运单月
历史最高水平袁 实现了运输生产时间
过半任务超半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马义林冤今年上
半年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认真贯彻长
城铝二届五次职代会精神袁 不断拓宽
创收渠道袁积极开展降本增效活动袁增
强企业的服务能力和综合实力袁 推动
服务和创收工作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袁
较好地完成了经营指标和各项服务经
营任务袁 员 至 远 月实现创收 源园员援缘苑万
元袁同比增加 员员援怨缘 万元袁荣获河南省
级文明单位和河南省创建学习型组织
先进单位称号遥

工程公司重视安全生产工作遥图为该公司检修车间钳一班副班长王昱
正在检查登高作业员工的安全带遥 邓广顺 杨冬花 摄影报道

银苑 月 员园日袁氧化铝
一厂八车间组织生产骨
干学习了安全生产法有
关内容遥 渊王丽娜冤

银苑月 苑日至 愿日袁氧
化铝一厂七车间清理班放
弃双休日休息袁对八组蒸发
器进行了清理遥 渊董爱东冤

银苑月 远日袁氧化铝一
厂空压站 远号站顺利通过
了厂部 野无伤害班组冶验
收遥 渊常自强 冯胜利冤

银苑 月 远日袁 热力厂
锅炉车间利用 圆 号炉停
炉的机会袁对汽包安全砣
进行了更换尧 调整和校
对遥 渊李勇冤

银苑 月 远日袁 水电厂
供电车间对所属配电室尧
电缆沟进行了深入细致
的安全检查遥 渊綦 飞冤

银苑 月 远日袁 氧化铝
一厂七车间组织了防汛
大检查遥 渊董爱东冤

银苑月 远日袁水电厂电
讯车间对高山坝通讯设备
进行了检修遥 渊薛树阳雪

银苑 月 缘日袁 后勤服
务管理中心燃气公司对
生产区尧罐区等进行了防
汛检查遥 渊张保陆冤

银近日袁 运输部车辆
段组织车辆制修工开展了
车辆转向架组装与检测岗
位练兵活动遥 渊李永艳冤

银近日袁 企业文化发
展中心游泳馆采取对池水
圆 小时取样化验一次袁救
生员值班改为 圆小时一换
等系列措施袁 切实把安全
工作落在实处遥 渊杨凤梅雪

银近日袁 氧化铝二
厂举行了防汛演习遥

渊刘国华 宋志强冤
银近日袁 水电厂电

讯车间召开了安全专题
会议遥 渊陈文峥冤

银日前袁 热力厂组织
人员对锅炉尧 汽轮机等主
要岗位进行了三大规程及
安全工艺检查遥 渊许颖洲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
空压站丙班员工在巡视
中发现 远 号机气动阀风
管漏风袁 及时进行了更
换袁 保证了分解槽的用
风遥 渊张 静冤

银氧化铝一厂管道
化车间深入开展安全生
产月活动袁近日袁要求
每位员工写出安全生
产感受遥 渊安爱峰冤

银近期袁 保卫消防中
心治安科用了 员个多月的
时间对两公司办公楼报警
监控设备进行了全面维修
保养遥 渊安保庆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
八车间利用板报等阵地袁
将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得
有声有色遥 渊耿喜荣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四
车间对所有设备减速机的
密封进行了检查遥 渊杨苒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
检修站组织 远 名员工利用
双休日时间对 缘号高压清
洗车的清洗泵进行了抢修
更换遥 渊渠文广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
二车间组织人员对车间三
大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进
行了检查尧整改遥渊王秋丽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
六车间召开了安全生产
会遥 渊李喜军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
管道化车间对二管熔盐炉
岗位员工进行了新操作规
程考试遥 渊吴 芳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