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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
初以来袁电解
厂铸造车间
员工以节能
减排尧提质降
本为核心袁深
入开展野达标
夺魁冶劳动竞
赛袁进一步降
低了生产成
本袁提高了铝
锭及铝合金
扁铸锭等产
品质量遥图为
铸造员工正
在对扁铸锭
铸造机进行
日常维护 遥
邵 昱
摄影报道

银7月 1日袁氧化铝一厂检修站进
行了防汛演练遥 渊渠文广冤
银6月 28日袁 河南分公司供应部

天然气站员工冒着酷暑对设备进行了
擦拭维护袁 保障了设备的正常安全运
行遥 渊王军民冤
银6月 27日袁 电解厂检修车间员

工对该厂铸造 2号混合炉结巴进行了
清理遥 渊王 吉冤
银6月 27日袁 氧化铝一厂二车间

格子磨工序丁轮班开展了防汛演

习遥 渊孙 红冤
银截止到 6月 27日袁水电厂供水

车间对净化工进行了为期 1个月的技
术培训遥 渊娄兴红冤
银6月 26日袁 水电厂污水处理车

间对运行工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技能培
训遥 渊杨丽红冤

银近日袁 工学院举办了中铝瑞闽
铝板带有限公司班组长培训班袁 受到
了培训方的好评遥 渊夏杰华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四车间在 3
号熟料窑电收尘系统安装了超声波清
灰器袁有效地降低了烟囱出口含尘量袁
并改善了员工作业环境遥 渊孙中华冤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杨 燕冤年初以
来袁 研究所分析一室开展了如火如荼
的野节能减排袁降本创效冶指标挑战赛袁
使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遥
活动期间袁全室员工发扬拼搏奉献

精神袁 顺利完成各项分析检测任务
86000余项袁分析检测及时率尧准确率和
抽查合格率均达 100豫遥在工作中袁她们
把降本创效落实在实际行动上院碳阳极

分析组自制一批煅后焦标样投入使用袁
在满足分析测定的同时袁每年节约标样
购置费 3万元遥 进厂重油成分复杂袁作
黏度分析时袁黏度管极易损坏袁而购置
一个新黏度管需要 1000多元遥 针对这
一难题袁分析九组全体人员进行了集体
攻关袁纷纷出主意袁想办法袁使黏度管的
使用寿命彻底得到延长遥仅此 1项袁1个
月即节约材料费用上千元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邓广顺 冤 截至 6月 30
日袁工程公司已实现安全生产 1589天遥 长期以
来袁该公司采取有力措施袁加强安全管理袁杜绝
各类隐患事故的发生袁 为保持安全生产零事故
打下了坚实基础遥
该公司针对安全存在的薄弱环节袁 从组织

领导尧工作制度尧监督检查和方法手段等方面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袁努力把安全生产管好尧抓好遥
同时袁还重点加大了安全教育力度和检查力度袁
努力为工程公司的生产经营建设营造了良好氛
围遥今年 5月份袁该公司成立了以公司经理为组
长的野安全生产月冶活动领导小组袁实行领导干
部深入生产现场带班作业制度袁 在行政一把手
负责的同时袁充分发挥党政工团的整体功能袁做
到齐抓共管袁尽职尽责遥在全年野安全生产月冶活
动期间袁该公司党委在一线员工尧党员中广泛开
展了野我为安全生产献一计冶尧安全生产知识竞
赛尧提合理化建议等活动袁提高了全员安全生产
意识袁增强了广大员工的安全技能遥
此外袁该公司还在员工中深入开展了野查隐

患尧查习惯性违章现象冶活动袁并组织安全检查
组对各车间渊队冤的电气设备尧特种设备尧技改项
目施工现场及危险源等进行了专项检查袁 强化
了安全文明生产管理遥

好言论大赛
氧 化 铝 二 厂 协 办

安全学习要 野四忌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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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高惠民冤 上半
年袁 氧化铝一厂完成商品氧化铝 66.2
万吨尧 实产氧化铝 66 万吨袁 达到年产
133 万吨以上生产水平袁 超额完成了河
南分公司下达的生产任务袁 实现了时间
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遥上半年袁面对严峻
的形势袁 氧化铝一厂主要从四个方面作
出了努力遥 1.大力开展形势任务教育袁引
导全体员工认清形势袁明确任务袁转变观
念袁 以实际行动参与到 野科学和谐新发
展袁共创中铝新辉煌冶主题实践活动中袁
积极查找缺陷和不足袁 努力干好本职工
作遥 2.大力开展劳动竞赛和技术攻关活
动袁 针对生产薄弱环节和瓶颈环节开展
革新挖潜袁 不断摸索完善低铝硅比条件
下的生产组织和调整模式遥 3.加大技改
项目特别是节能减排项目的推进力度袁
为提产降耗和节能减排工作攒足后劲遥
节碱治水以及跑冒滴漏的治理工作收到
实效袁 为分公司零排放目标的实现起到
了积极作用遥同时袁清洁生产治理和审核
工作稳步推进袁 清洁生产迈上快车道遥
4.不断完善事故应急防范预案尤其是防
汛预案袁加强实战演练和对炸药尧化学试
剂等危险品的使用和管控袁 还加强了对
矿槽尧种分槽尧油库尧赤泥大坝等重点部
位的监控和防范袁 确保了氧化铝生产和
治安防范工作的安全稳定遥
又 讯 渊通讯员 邵 昱冤 截至 6月

30日袁上半年电解厂累计完成铝锭产量
29445.936吨袁比去年同期增长 1124.431
吨遥 其中袁铝合金扁铸锭完成 11159.928
吨袁比去年同期增长 4455.223吨遥 主要
经济技术指标与去年相比有明显优化袁
电流效率比去年同期提升 2.05%袁 吨铝
综合交流电耗比去年同期降低 309千瓦
时袁 吨铝阳极碳耗比去年同期下降 7.2
千克袁 吨铝氧化铝单耗比去年同期下降
9.2公斤遥 上半年袁电解厂认真贯彻落实
河南分公司一届六次员代会精神袁 贯彻

野落实高于一切冶的思想原则袁以节能减
排尧持续降本增效为中心袁深化科技和管
理创新袁完善标准化尧信息化管理袁巩固
管理体系整合和班组建设成果袁 提升三
大管理体系的运行效果袁 把进一步提升
多品种铝合金的生产开发作为努力方
向袁 采取各种方法确保生产经营任务的
完成遥一尧不断稳定尧优化生产技术条件袁
强化生产过程控制袁推行精益生产袁抓好
细节管理曰二尧强化设备管理袁推行以点
检制为核心的设备管理模式袁 确保主体
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曰三尧深化节能减排
和提质降本工作曰四尧以野安全确认制冶为
基础袁夯实安全管理袁建立安全生产的长
效机制曰五尧倡树先进企业文化袁增强向
心力和凝聚力曰六尧提高员工素质袁强化
执行力遥

又讯 渊通讯员 肖 明冤截至 6月 30
日袁 热力厂累计完成自发电量 14812.38
万千瓦时袁完成年计划的 80.94%曰蒸汽
产量累计完成 313.42万吨袁完成年计划
的 81.41%袁吨蒸汽电耗尧油耗等消耗指
标控制在较先进的水平上袁 上半年累计
完成了分公司下达的二档成本指标袁为
河南分公司深化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创
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遥 进入 2008年袁热
力厂克服原燃物料价格持续上涨尧 部分
主体设备老化严重等困难袁 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袁 按照分公司和
热力厂两级员代会的部署袁坚持野落实高
于一切冶袁 以安全稳压供汽多发电为中
心袁以安全生产尧节能减排尧降本增效尧基
础管理为重点袁 加大科技尧 技改投入力
度袁深入开展了以野讲形势袁订措施袁抓落
实袁促发展冶为主题的形势任务教育活动
和野科学和谐新发展袁共创中铝新辉煌冶
主题实践活动遥加强全面预算管理袁健全
全员尧 全方位尧 全过程成本预算管理体
系袁 严格执行节能减排和降本降耗问责
制袁持续推进降本降耗攻关曰夯实基层尧

基础管理袁 推进本质安全曰 深化缺陷管
理袁确保了设备安全稳定经济高效运行袁
实现了时间过半生产任务过半的目标遥
又讯 渊通讯员 薛树阳冤水电厂 1至

6月份累计完成供水量 1.17亿吨遥 供电
量 10.48亿千瓦时, 实现安全生产 2752
天袁完成了分公司下达的二档成本指标袁
确保了分公司水尧电尧通信系统的安全尧
稳定尧经济运行袁顺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
务过半目标遥年初以来袁水电厂认真贯彻
两级员代会精神袁广大员工团结一心袁迎
难而上袁发扬水电厂敢打硬仗尧善打硬仗
的作风袁 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
全确认制遥电系统严格执行野三规两制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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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导力度袁优
化事故应急预案袁提高了新尧老电网抗击
外部干扰的能力遥 水系统积极完善各类
应急预案和预警机制袁 健全了稳定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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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的正
常供应遥
又讯 渊通讯员 欧阳建设冤截至 6月

30日袁运输部顺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
过半目标遥铁路运量完成 439.2万吨袁完
成年计划的 51.7%曰 铁路周转量完成
6661.4万吨公里袁完成年计划的 51.2%曰
专列运输完成 27530车袁 完成年计划的
50.1%曰 铝氧罐车发运完成 7550车袁完
成年计划的 52.1% 曰 产品发运完成
11809 车袁完成年计划的 53.7%曰铁路换
算周转量 10602.8万吨公里袁 完成年计
划的 50.7%袁 铁路运输综合成本实现了
分公司下达的二档指标遥进入 2008年以
来袁面对严峻的
生产形势和成
本压力袁运输部
克服了诸多不
利因素的影响袁

进一步优化了生产组织方案袁 充分发挥
内燃机车优势袁提高了运输效率袁降低了
机车燃油消耗和局车在厂停留时间袁加
大小关铝矿矿石和区间灰石的运量以及
氧化铝罐车的装发力度等袁 保证了分公
司氧化铝生产的矿石供应遥 部党委在全
体党员中深入开展了野立足本职作贡献袁
降耗降本我争先冶竞赛活动袁调动了全体
党员参与降耗降本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袁 为确保完成分公司下达的成本指标
作出积极贡献遥
又讯 渊通讯员 刘 玲冤今年上半年袁

矿业有限公司张青岗矿面对资源竞争日
益激烈的局面袁积极转变工作思路袁以矿
区建设为中心袁把工作重心前移尧下移袁
有效地提高了生产能力袁 保持了安全高
效的良好发展势头袁提前 15天实现了时
间过半生产任务过半目标遥截至 6月 15
日袁 该矿石灰石生产矿石量完成 70.36
万吨袁完成年计划的 50.26%曰供应矿石
量完成 60.73 万吨袁 完成年计划的
57.84%遥
为保证稳定供应矿石袁 该矿根据矿

业有限公司下达的生产指标和供应矿石
组织上存在的薄弱环节袁 制订出科学合
理的生产规划袁重点抓联办铝矿提产尧自
采场达产尧 强化措施增产和矿山日常管
理四项工作遥同时袁不断加强与各级部门
的协调和信息沟通袁理顺矿石供应网络袁
根据各堆场库存的矿石数量尧质量情况袁
以及随时出现的意外因素袁 灵活合理安
排火车专列和汽车运输计划袁 降低了生
产成本袁 保证了氧化铝生产企业石灰石
矿石供应的要求遥

常听个别员工说袁学习本岗位专
业技术有兴趣,有劲头袁但对于安全
学习袁却提不起精神遥为何钥学习本岗
位专业理论技术袁与自己的本职工作
息息相关袁能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
业务水平遥 但是安全规章制度全是
野必须冶尧野不准冶尧野严禁冶等字眼袁很生
硬尧枯燥袁纵然你能倒背如流袁也野不
显山尧不露水冶遥如何为安全学习增强
动力钥笔者认为袁安全学习要野四忌冶遥
一忌一言堂遥要打破传统的你读

我听的学习方式袁 鼓励提出问题袁剖
析问题袁根据工种不同袁积极参与互
动袁变被动式尧接受式学习为主动参
与曰 要根据上级下发的安全文件尧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以及安全理论知识袁
结合自己的日常实际工作进行反思袁
增强参与者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袁达到
学以致用的目的遥
二忌死记硬背遥安全学习要从教

育形式多样化尧 教育方法灵活性入
手袁找到相关知识的切入点袁运用直
观启发尧现身说教尧阵地渲染尧案例强
化等有效途径袁化枯燥为新颖袁化呆
板为灵活袁化单调为多样袁增强安全
教育活动的生动性袁 不能囫囵吞枣尧
死记硬背遥

三忌一刀切遥安全学习不能局限

于新工袁要老中青结合袁熟练工人和
新工人搭配袁 做到经验与知识面互
补遥老员工在多年安全生产过程中积
累的丰富安全经验尧安全感悟袁是安
全生产的宝贵财富遥要把他们的故事
讲给青年员工听袁这样能进一步促进
员工们对安全经验尧 安全知识的学
习遥
四忌冷冰冰遥事故案例往往很沉

重袁安全学习不能使员工背上沉重包
袱遥要通过家访尧座谈会的形式袁开展
人性化尧亲情化的安全教育遥 让有经
验的老师傅说自己的体会袁请家属谈
对亲人的期盼袁邀请专业安全技术人
员讲自己的建议与意见遥加强信息与
思想的交流袁引导员工反思自身存在
的安全问题袁规避安全风险袁努力实
现安全生产遥

安全学习要用野热情冶的宣传教
育方式激励员工袁用野深情冶的关怀保
护和温暖员工袁用野真情冶的剖析感化
员工袁用野无情冶的案例启发教育员
工袁使安全责任和大安全意识扎根于
每一位员工心
中袁 变 野要我安
全冶 为 野我要安
全冶尧野我懂安全冶
和野我会安全冶遥

如果说一个人能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是件
幸福的事袁 那么张春华一定比别人体会得更深遥
1980年袁从踏进氧化铝厂那天起袁他就与二车间
的磨机结下了不解之缘遥 28个春秋的辛勤耕耘袁
28个寒暑的勤奋努力袁他一步一个脚印袁从一名
普通的操作工成长为车间的带头人袁用自己的青
春和汗水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遥

野注重细节袁追求完美冶是同志们对他的赞
誉遥 从一名普通的操作工袁到班组长尧工序长尧生
产副主任尧党支部书记尧车间主任袁张春华的成长
足迹几乎没有离开过二车间遥车间的各种工艺流
程尧生产设备尧电器仪表袁他都了如指掌袁熟记在
心袁堪称是个地道的野磨矿专家冶遥 车间的每次设
备大修尧技术改造尧项目扩建袁他都会积极参与袁
全身心投入袁从方案制订到竣工验收袁每个环节袁
都亲自把关遥 野要求别人做到的袁 自己首先要做
到冶袁这是张春华的一句口头禅遥

野勤奋认真袁严谨细致冶是他的工作作风遥 工
作中袁他总是身先士卒袁率先垂范袁用行动感召车
间的每一名员工遥 为保证雨季顺利供料袁每年 7
月和 8月份他都坚持晚上在厂里值班袁白天继续
组织车间生产遥多年来袁在他的带领下袁车间全体
员工克难攻坚袁勇于奉献袁攻破了一个个生产瓶
颈袁打胜了一场场野保供矿冶攻坚战遥 为了进一步
优化指标袁彻底改变矿石供应的被动局面袁他和
车间骨干一道袁从基础管理入手袁积极探索袁勇于
实践袁通过改变设备检修工作思路袁实行检修质
量问责制袁 使设备检修工作由被动转为了主动遥
近年来袁 车间的磨机平均运转率连续创出新高袁
打破了同行业磨机运转率不超过 65%的禁锢袁始
终稳定在 80豫以上遥
面对河南分公司五一劳动奖章尧公司级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袁他没有

丝毫的自满和懈怠遥 手捧河南分公司个人一等功证书袁他觉得更多的是责
任和激励遥 一本本鲜红的证书袁一个个崭新的荣誉袁
见证了他 28年的奋斗历程遥
勤奋敬业袁春华秋实是张春华人生的真实写照遥

氧化铝一厂尧电解厂尧热力厂尧水电厂尧运输部尧张青岗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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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一厂认真开展安全野十个一冶活动

组织一次安全谜语竞猜 贺丽娟 摄 影

体验一天安全监督员工作 刘志红 摄 影学习一本安全书籍 刘英韬 摄 影

研究所分析一室

实 际 行 动 降 成 本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志红冤6月
份是野安全生产月冶袁氧化铝一厂通过
全面排查治理安全隐患袁认真组织开
展安全野十个一冶活动袁进一步提高了
全体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袁开
创了野我要安全冶尧野我能安全冶尧野我为
安全冶的安全生产工作新局面遥

6月 2日袁氧化铝一厂在办公楼
上高高升起了黄色安全旗遥 随后袁以
车间为单位组织开展了 野爱护自己袁
亲人在等你回家冶等不同内容的安全
签名活动遥还开展了颇具特色的安全
野十个一冶活动院1.两级领导班子和班
组员工相继学习了叶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曳 及 叶生产班组
100个应急处置案例分析曳等安全书
籍遥 2.厂领导尧职能部室尧车间领导尧
专业技术人员与员工开展了野我看安
全活动冶座谈遥 3.各车间以轮班为单
位组织员工观看了安全知识宣传挂
图展览或 叶新工安全教育曳尧 叶企业
应急预案曳 等教育片遥 4.全体员工
分工种参加了厂部和车间组织的上
半年全员安全知识培训袁 并进行了
答题考试遥 5.以班组为单位自查尧
互查了一次岗位安全隐患遥 6.每人
至少提了一条安全生产合理化建议遥
7.一同回忆尧 分析了车间近 10年来
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和未遂事故案
例遥 8.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件预防事
故的事遥 9.轮流体验了一天 野安全
监督员冶 工作遥 10.开展了一次安全
谜语竞猜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