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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袁 由工程公司承建的河南分公司蒸发节能改造项目已进入
攻坚阶段遥 该公司电装车间参战员工为确保电气设备安装及时到
位袁争分夺秒袁昼夜奋战遥图为电装车间员工正在一丝不苟地安装尧
调试 2号配电室配电柜遥 邓广顺 张艳华 摄影报道

为保障中
铝郑州企业汛
期生产尧 生活
用水的稳定供
应袁近日袁水电
厂供水车间调
度室利用工余
时间开展了岗
位练兵活动袁
以提高员工技
能遥 图为该调
度室值班长支
榜坤在为员工
讲解输水网络
系统遥
娄兴红
摄影报道

水电厂污
水处理车间担
负着上街区生
活污水处理重
任遥 自车间成
立以来袁 化验
室员工认真取
样化验袁 为中
控组织生产提
供了精确数
据袁 确保了生
活污水达标排
放遥 图为员工
正在化验遥
张自波
严海梅
摄影报道

银7月 22日袁电解厂二车间召开了上半
年成本分析会遥 渊李政伟冤
银7月 21日袁运输部电务段信号班员工

更换了工业站 16号转辙机遥 渊郭雯婷冤
银7月 20日袁氧化铝一厂检修站高压清

洗班对 1号清洗车的调压阀系统进行了检
修遥 渊渠文广冤

银7月 17日袁氧化铝一厂六车间召开了
主操以上人员砂状氧化铝生产指标专题会遥

渊李喜军冤
银7 月 15 日至 22 日袁 水电厂供水车

间顺利完成了二环水泵站配电柜更换工

作遥 渊张爱洁冤
银日前袁热力厂检修车间对 2号灰渣站

1号渣泵出口管进行了补焊遥 渊王 艳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二车间管磨工序对

两台缓冲泵闸门进行了修复遥 渊王秋丽冤
银近日袁运输部机动车间钳工班员工对

所辖管网进行了维护保养遥 渊王欣欣冤
银日前袁氧化铝一厂二车间钳工班对可

修复的泵类备件进行了修复袁节约备件费五
万余元遥 渊马跃天 刘云鹏冤
银日前袁氧化铝一厂技术监督站组织员

工进行了理论和实操培训遥
渊齐春林 马君冤

银近日袁电解厂铸造车间开展了安全承
诺活动遥 渊旭 龙冤

本报讯 渊实习生 赵秀丽冤氧化铝一厂三车间沉降叶滤精粗
液泵房的 3台精液泵由于设备陈旧袁厡加油装置设计存在的缺陷
导致设备润滑部位加不上油袁检修频繁遥今年上半年袁在车间领导
的支持下袁沉降叶滤工序组织精兵强将进行攻关袁将原装置改为
经济可观尧操作便捷的新装置要要要干油站遥它根据杠杆原理袁利用
人力驱动手柄袁将油从油管输送到润滑部位袁从而达到润滑的目
的遥 改装后袁设备润滑性能良好袁从今年 5月中旬投用至今袁未造
成因润滑而发生的任何设备事故遥

本报讯 渊实习生 韩芸云冤7月 14日晚上 8点 30分钟左右袁
瓢泼大雨骤降铝城遥 在氧化铝一厂六车间种分一工序袁正在值班
的丙班主操何军袁突然发现种分槽液位急速上涨遥 这时他向监控
器看去袁发现 4组 1号和 8组 2号过滤机同时跳停遥 如果不及时
处理袁就会出现冒槽现象遥为遏制这种局面发生袁他第一时间通知
了值班的过滤工遥 当值班的过滤工拿着水管冲滤浆槽时袁电闸跳
了遥于是她们就用手电照明应急袁一个拿手电袁一个拿水管冲滤浆
槽遥在员工们的共同努力下袁不
到半个小时袁 过滤机就重新唱
起了欢歌遥

渊上接第一版冤
战略布局 决胜千里

150万吨选矿厂是河南分公司的重点
工程袁对缓解当前矿石资源紧缺现状袁适应
低铝硅比条件下的氧化铝生产意义重大遥
为确保该项目 9月底具备投用条件袁 河南
分公司全力加快了施工进度袁倒排工期袁责
任到人袁力争早日投产袁为节能降耗尧降本增
利创造有利条件遥 目前袁该工程一期 18个
子项已全部开工袁原矿槽尧磨浮车间等已粗
具规模遥 此外袁氧化铝蒸发节能改造项目已
进入最后的电气尧 自控系统安装阶段袁7月
底有望建成投用曰 第五赤泥堆场地界测量
工作正在进行袁附属物清点即将开始袁三季
度有望全面开工噎噎一系列事关企业长远
发展的重大工程项目的陆续建成投用袁极
大地提升了河南分公司的后续发展实力遥
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供应形势, 河南

分公司积极加强与上下游客户的战略合
作,先后与煤炭尧液碱等供应商签订了中长
期战略合作协议袁与国际采购商达成了出

口碳阳极野1+3冶的价格策略袁锁定了大宗
原材料的供应量和价格袁 确保了稳定供
应袁节约了采购资金袁实现了稳定赢利遥 如
河南分公司通过与义马煤业集团公司建
立中长期战略合作关系袁在今年煤炭价格
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袁采购价始终比市场价
低 150耀200元/吨袁 上半年降低成本 1700
万元以上遥
与此同时袁河南分公司还持续加大了

产品质量控制力度尧市场开拓力度和客户
服务力度遥 氧化铝一级品率达到 95.87%袁
电解铝 99.7以上品级率达 97.1%袁出口碳
阳极合同合格率保持 100%曰 产销率和货
款回收率均保持 100%遥 野雪山牌冶碳阳极
已成为国际客商采购的首选品牌袁上半年
累计出口碳阳极 6.75 万吨袁 同比增长
23.6%袁累计创汇 4693 万美元袁同比增长
90.6%袁再创历史新水平遥

夯实基础 和谐发展
上半年袁河南分公司持续开展了野安

全生产百日督查冶活动和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专项活动袁 累计查出并整改隐患 1000
余项袁进一步提高了本质安全的程度遥 同
时袁各项环保指标持续优化袁岗位收尘器
合格率达 100豫袁二氧化硫尧烟尘尧粉尘排
放量分别同比降低 11.2%尧9.4%和 21%袁
工业废水保持零排放袁实现了清洁生产和
安全发展遥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袁河南分公司充

分挖掘生产设备潜力袁围绕瓶颈环节展开
攻关袁大力推进设备检修市场化运作和专
业化修旧利废袁努力提高设备连续运转率
和台时产能袁降低了运行费用遥 熟料窑运
转率达到 91%袁重大设备事故和主要设备
事故停机率继续保持零纪录袁确保了生产
的安全尧经济尧高效尧稳定运行遥
河南分公司还始终坚持把科技攻关

作为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袁通过不断
探索低铝硅比条件下精益生产的最佳方
案袁强化指标跟踪分析等袁氧化铝生产综
合能耗尧矿耗尧碱耗等 24项指标得到持续
优化袁指标优化率达 78%袁其中有 9项指

标已达到预定攻关目标遥
此外袁河南分公司还广泛开展了多种

形式的技术比武尧劳动竞赛尧效能监察尧小
改小革尧合理化建议尧QC活动等群众性经
济技术活动袁先后有多项成果获得国家和
省部级荣誉袁多人次受到相关部门的表彰
和奖励遥

噎噎噎噎
风雨之后见彩虹遥 尽管袁上半年的生

产形势无比严峻袁产量尧成本压力前所未
有袁但在万余名勇敢尧智慧的中铝河南人
的奋勇拼搏下袁河南分公司依然交出了一
份野时间过半任务超半冶的合格野答卷冶院累
计生产氧化铝 105.7万吨袁 完成年计划的
52.07%曰生产电解铝 2.94万吨袁完成年计
划的 51.66%袁其中铝合金扁锭完成 11159
吨袁同比增长 66.45%袁占电解铝总产量的
1/3以上曰生产碳阳极 6.11万吨袁完成年计
划的 55.56%袁同比增长 5.53%遥 这些成绩
的取得袁为圆满完成中铝总部下达的年度
计划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浴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杨 苒冤野4号板式机检查门开焊已处理
噎噎冶这是氧化铝一厂四车间中碎工序丙班安全员时新胜在班前
会上向班组员工宣读叶交接班安全纪录本曳上乙班的交班纪录遥

四车间为加强班组安全工作袁在各岗位显要位置都摆着一本
安全账要要要叶交接班安全纪录本曳遥本上详细纪录着班组当班时对
安全尧消防尧环保及卫生等方面所作的全面检查情况遥 叶交接班安
全纪录本曳实施一个多月来袁隐患得到了及时排除袁有效地预防了
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遥

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遥 小蜗牛
问妈妈院野为什么我们从生下来袁就
要背负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钥 冶蜗牛
妈妈答院野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骨骼
的支撑袁只能爬袁又爬不快袁所以要
这个壳的保护浴 我们不靠天袁也不靠
地袁我们只能靠自己遥 冶
是啊袁内因起决定因素遥 安全掌

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袁 安全生产与否
和自己有很大的关系遥 一个不看重
自己生命安全的人袁 哪里会把企业
的规章制度当成一回事袁 哪里会去
理会安全监管人员的 野婆婆妈妈冶袁
哪里会去考虑自己违章的后果浴 于
是在他们漫不经心的不在乎后袁事
故和惨剧就发生了遥

企业在我们心中袁安全在自己手
中遥野路是自己走的冶袁要想安全生产袁
就要时刻把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遥这
需要我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素质袁不
断地加强业务知识学习袁不断地熟练
掌握标准化的作业程序袁不断地把规
章的字字句句记牢袁更要深入地贯彻
执行 野安全生产确认制冶尧野安全生产
无伤害冶安全制度袁做到野守三规冶尧
野反三违冶袁认真做到野三不伤害冶袁为
企业的安
全生产袁为
每个家庭
的幸福美
满作出自
己的努力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李永艳冤野备件费计划 38255 元袁实际消费
0元曰班组费用计划 52776元袁实际使用费用 14466元噎噎冶这是
运输部车辆段备件班 6月份的费用公示单遥 从公示单上袁我们推
断出该班 6月份仅备件费就节约 3万余元遥 目前袁野节约一度电尧
一滴水尧一个开口销冶在该班组蔚然成风遥

制动梁的检修成本是运输部车辆段备件班的主要成本指标遥
从 5月份野节能减排袁降本增效冶竞赛一开始袁备件班就围绕降低
这项成本出台了一项项措施遥他们把从报废车上拆卸下来的制动
梁进行分解检修袁重新装车使用曰把废梁体切割成自备车防车钩
上跳托梁遥 仅这项改造就为车间节约费用 5550元遥

另外袁该班组节能还从点滴做起院人走灯灭袁空调温度保持在
26摄氏度袁每天擦拭设备的棉纱清洗之后再利用等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吴 芳冤近日袁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间检修
二班利用 4天时间对报废盐阀进行了修理袁使盐阀得以野起死回
生冶遥 这是管道化车间检修班组经过长时间摸索盐阀检修技术获
得的首次成功遥
盐阀是管道化车间熔盐炉岗位的重要设备之一遥上海良工生

产的 DQ6S77Y-40型盐阀袁每台售价 11万元遥由于熔盐的熔点较
高袁盐阀很容易被熔盐堵塞袁造成开关困难袁同时给检修带来很大
麻烦袁返厂修理也遭到拒绝遥因此袁在以往的生产中对使用坏了的
盐阀往往作报废处理遥 后来袁管道化车间技术人员和检修二班员
工一起认真分析了盐阀的构造袁决定倾全力尝试维修袁最终攻克
难关袁让盐阀野起死回生冶重新投入了使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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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袁随着进厂矿石品位的持续
下滑和原燃物料价格的大幅上涨袁 河南
分公司成本控制难度极大浴

面对严峻形势袁水电厂积极应对袁以
科技节能为突破口袁通过强化管理尧改造
工艺尧设备挖潜等方式袁野多轮冶齐动袁降
本降耗遥今年 1至 6月份袁累计完成供电
量 10.48亿千瓦时袁供水量 1.17亿吨袁连
续 6个月完成了河南分公司下达的二档
考核指标袁 有力地保障了河南分公司的
生产安全稳定进行和通讯畅通袁 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遥

加大科技创新
该厂技术攻关小组通过对设备部件

进行创新袁提高了设备的整体运行效率袁
降低了消耗袁取得了较好效益遥
整流直降工程是国家第二批野双加冶

工程高效节能项目遥该项目投用后袁其闪
光回路中的 DX-9型电磁闪光继电器始
终处于带电工作状态袁 容易造成继电器

内部触头吸合塑料顶杆
的磨损袁 导致闪光回路
无法正常工作袁 直接影
响值班人员的故障判断
和正常操作袁 给电力系
统安全运行带来极大隐
患遥

该厂电气试验室技术攻关组通过认
真分析闪光回路原理图袁 结合电子技术
和晶闸管技术的特点袁 经过多次试验发
明了一种新型电子闪光继电器袁 有效解
决了整流直降闪光回路DX-9型电磁闪
光继电器频繁损坏的问题遥 其投入运行
后袁 工作稳定可靠袁 每年可节约 24块
DX-9型电磁闪光继电器袁 合计节约费
用 2万余元遥

强化节能管理
该厂把降本降耗工作纳入到日常管

理中袁大力推进管理升级袁努力实现可持
续发展遥他们通过量化生产管理模式袁将
成本和节能指标量化尧细化到每个车间尧
工序和班组袁形成了野人人肩上有指标袁
处处节能到分毫冶 的降本降耗工作新局
面遥同时袁该厂还大力开展了针对盗电窃
水的依法治理专项工作袁 上半年共掐堵
私接管 4处袁避免水量流失近 3万吨袁有
力地促进了降本降耗工作的深入开展遥

注重工艺改造
该厂在确保稳定供水供电的基础

上袁 针对生产工艺中的薄弱环节进行革
新改造袁提高了设备效率袁降低了生产成
本遥
为减少供水过程中的水量损耗袁该厂

在对黄河泥沙含量进行测算后袁改以往全

天 24小时连续排泥方式为每 8小时外排
1次遥仅仅是排泥工艺上的这项小革新袁就
使每天的水量消耗由 4320吨骤降到了
540吨袁1天节水 3780吨遥 今年 1至 6月
份袁该厂共节水 50余万吨遥

河南分公司生活污水处理项目投产
后袁仅是每天不间断开启加压泵 1项袁就
耗电 3800千瓦时遥 为减少消耗袁降低成
本袁 该厂将循环水管道加长延伸至外排
管道袁 利用一体化净水器自身高度差产
生的压力袁直接外排处理水遥 这样一来袁
不仅减少了加压泵的使用频率袁 降低了
电耗袁而且延长了水泵的使用周期袁达到
了节能降耗的目的遥

深挖设备潜能
该厂结合生产需求袁 通过对设备日

常运行参数和维护尧 保养过程进行统计
分析袁 认真查找设备不足袁 深挖设备潜
能遥

生活污水处理车间的粗格栅由于无
法高效去除进水中的大颗粒悬浮物袁容
易造成潜污泵堵塞遥 车间技术人员经过
现场勘查袁 将原来 20mm的栅隙改为
10mm袁并加大了齿密度袁使除
渣效率由原来的不足 50豫提
高到了目前的 90豫以上遥 这大
大延长了潜污泵的使用周期袁

提高了水泵运行效率遥
供水车间三环泵站 2号水泵由于吸

水管路阻力大袁运行效率一直不高袁无法
满足日常生产需求遥 针对这一情况袁供
水尧 检修两个车间联合对吸水管路进行
了优化改造袁使设备的运行效率由 70%
提高到了 90%袁 总压力由 0.2MPa提高
到了 0.6MPa袁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遥

大力倡导节约
该厂作为供水尧供电单位袁深知节约

用水尧用电意义的重大遥他们在全厂深入
开展了合理化建议和小改小革活动袁通
过修旧利废袁减少备品备件消耗袁降低了
生产成本遥
黄河水源车间员工利用废弃的边角

料自己动手制作灯架袁 节约成本 2000
元遥 供电车间有 8个配电室尧2000多个
照明点袁多年来一直使用白炽灯照明袁寿
命短尧耗电量大袁而同等亮度的节能灯使
用周期长尧电能消耗少遥车间从年初开始
逐一将用坏的白炽灯更换为节能灯袁减
少了电耗袁降低了成本遥

野多轮 冶齐动 降本降耗
要要要 水电厂深入推进降本降耗工作纪实

阴 薛树阳 李大伟

节 能 减 排 在 班 组

让 盐 阀 野 起 死 回 生 冶

过滤机又唱起了欢歌

巧 改 装 置 收 效 好

把安全握在自己手中
阴 傅晓阳

赵宝和是一名转业军人遥 4年的海军生涯
铸就了他钢铁般的意志和火一样的工作热情遥
转业后袁他当过钳工尧微机管理员遥虽然角色变
了袁但他军人的本色却始终未变遥通过 20多年
的锤炼和摔打袁赵宝和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成长
为了热力厂科技战线上的一名出色的野自控尖
兵冶遥

野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冶袁这是赵宝和牢记的
格言遥作为一名转业军人袁不拿勤奋做舟袁迅速
成才谈何容易浴赵宝和深谙其中的道理遥为了
尽快掌握新技术尧新工艺尧新设备袁他废寝忘
食袁先后学习了叶DCS分布式微机控制系统曳等
知识遥下班后袁他又成了一名野编外电工冶袁虚心
请教袁不耻下问遥长期下来袁他积累了丰富的理
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遥
赵宝和注重总结袁善于运用所学知识解决

生产中的野疑难杂症冶遥 有一段时间袁热力厂 1尧
2号汽轮发电机在运行过程中袁有些温度测点
时常显示不准确袁 造成温度保护频繁误动作袁
引起机组停机遥 厂家多次来人检查诊断袁甚至
组织专家联合前来野会诊冶袁最终也未能消除故
障遥生产受到了极大影响遥就在大家束手无策
时袁经验丰富的赵宝和仔细校对图纸袁认真检
查线路后袁根据自身经验袁提出了野提高轴承温
度保护可靠性袁避免 1尧2号汽轮发电机组误停
机冶的合理化建议遥 建议实施后袁问题迎刃而
解遥 该建议被评为郑州市首届职工合理化建议优秀成果一等奖和郑州市职
工合理化建议十大野金点子冶遥
创新无止境遥 在机组正常运行后袁他结合实际袁根据 DCS系统对动态数

据的监视和处理功能袁把机组所需测点绘编成组袁通过 FIX组态软件袁添加
成历史曲线图遥 当事故发生时袁通过这些历史曲线查找分析故障原因袁技术
人员处理故障有了可靠依据遥
几年来袁赵宝和致力于科技创新改造袁先后参与了

野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状态监测技术冶等 20多项科技创
新项目袁其成果多次获河南分公司野优秀科技成果奖冶遥

四 车 间 有 本 安 全 账

好言论大赛
氧 化铝二厂协 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