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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8月 22日袁 热力厂检修车间对
9号炉制粉系统出粉设备更换了轴承遥

渊王 艳冤
银8月 20日袁 电解厂铸造车间拉

丝一班对 6号炉进行了集中清理遥
渊金明爽冤

银8月 19日袁氧化铝一厂七车间钳
工班员工袁 克服一切困难圆满完成了大
蒸发 3号原液泵的更换任务遥 渊董爱东冤
银8月 18日袁 氧化铝二厂在 150

万吨选矿厂施工现场召开了选矿厂试
车动员会遥 (安华芳)
银8月 15日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

对 2号转运站流槽下料口阀门进行了
更换遥 渊时巧枝冤

银8月 12日袁 热力厂燃化车间水
系统对全站进行了一次系统性安全消
防检查遥 渊李 红冤

银8月 12日袁 电解厂二车间召开
了班组长以上骨干会议袁 贯彻落实了
两 级 公 司 年 中 工 作 会 议 精
神遥 渊李政伟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三车间开展
了野人人心中有指标袁争当岗位能手冶

劳动竞赛活动遥 渊赵秀丽冤
银为确保奥运会举办期间的安全

稳定袁近日袁氧化铝一厂八车间加强了
对放射源的管理遥 渊王丽娜冤
银近日,水电厂供电车间各运行岗

位增加了巡视次数袁 发现隐患及时处
理袁 保证了电力系统在汛期的安全稳
定运行遥 渊张 芸冤
银水电厂污水处理车间加大了监

查力度袁 确保奥运会期间生活污水达
标排放遥 渊李大伟冤
银8月 8日袁运输部电务段信号班

测试并校正了所管辖的轨道电路遥
渊郭雯婷冤

银今年 1至 7月份袁 水电厂黄河
水源车间生产经营形势喜人袁 全面完
成了三档考核指标袁实现了人身伤害尧
生产设备事故为零的目标遥 渊高建华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六车间分解

一工序丙轮班对峪组 8号槽进行了跳
槽前的流程疏通工作遥 渊韩芸云冤

热力厂 8号锅炉大修工作自 8月 1日拉开序幕以来袁 广大参战员工克服天气
炎热尧空间狭小等困难袁精心检修遥 图为员工们正在检修锅炉本体设备遥

肖 明 摄影报道

抓 安 全 要 讲 实 在
阴 李 勇

好言论大赛
氧化 铝二厂协办

针对如何抓安全袁 许多企业都是在不
断的摸索中袁逐渐积累经验袁从而将安全管
理文化推向了一个更高层次遥 如河南分公
司的野安全确认制冶尧野隐患排查法冶等遥这些
抓安全的方法袁 充分结合了企业自身的实
际情况袁不唯高尧不虚空袁因而也就更容易
取得实效遥

热力厂锅炉车间多年来坚持每周召开
1次班组安全例会遥例会内容院班长总结上
一周班组的安全工作袁 安全员通报上周安
全隐患整改情况袁 副班长带领员工学习两
则事故案例袁 每名员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并述说本周工作袁 车间领导对班组安全工
作进行全面总结遥整个会议过程袁学习事故
案例一项较为特殊遥 因为这些案例都是各
班长从网上下载的袁多年来袁这些案例鲜有
重复遥

会虽小袁内容却入脑入心袁深深影响了

员工们的日常行为院进入现场袁首先考虑劳
保用品是否穿戴整齐袁如果缺少一样袁相关
的事故案例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脑海
中曰班组更衣室内都挂有一块小黑板袁上面
详细记录着本周已整改的隐患和存在的隐
患袁 保证员工对工作环境有一个全面的认
识袁降低了事故发生率曰工作中即使是发现
了一个不起眼的隐患袁 员工们也会随手写
在小黑板上袁并通知班长做好记录袁使接班
人员也能及时掌握尧预防遥由于在安全上的
野实在冶和坚持袁该车间连续多年荣获安全
达标车间称号袁多个班组获公司级野无伤害
班组冶称号遥

抓安全要讲
实在袁热力厂锅炉
车间抓安全的做
法或许对您有些
启发吧浴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娄兴红冤日前袁水
电厂供水车间以野降水温袁保压力冶为主
题开展的阶段性劳动竞赛活动袁 取得了
显著成效遥截至目前袁供水车间日均输送
循环水 55万吨袁温度累计平均为 35.6摄
氏度袁比计划降低 1.4摄氏度袁为氧化铝
稳产高产和降本增效提供了可靠保证遥
进入汛期以来袁 针对环境温度高袁

用户对水温要求严的现象袁水电厂供水
车间认真贯彻野落实高于一切冶的思想袁
加强管理袁完善考核袁积极采取措施袁提
前做好冷却塔疏通清理工作袁更换喷淋
头 600多个遥南大窑员工在认真做好本
泵站运行设备尧 生产指标巡视的同时袁
还走出泵房袁了解用户水温袁及时调整
本泵站运行方式等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石东山冤按照中铝郑州企业关于奥运会举办期间
安全工作的要求袁保卫消防中心消防队周密组织,精心安排袁以野查冶促
野防冶袁积极开展奥运会期间的消防安全工作遥
为切实加强奥运会期间的安全工作袁消防队针对当前形势袁及时制

订了叶重点防火部位安全工作告知书曳下发到企业 9个重点防火部位曰
督促重点部位在奥运会期间严格落实门卫制度和人员尧车辆尧物资出入
检查登记制度以及重点部位岗位人员巡检制度曰 重点防火部位内施工
渊含本单位冤必须上报消防队进行备案遥通过以上工作的开展袁有效消除
了各类安全隐患遥
为确保重点防火部位和天然气管线范围内的消防安全稳定袁 该队

坚持开展野每日一查冶尧野每周巡查冶和野消防巡检冶袁即院每天到重点防火
部位进行监督检查袁及时发现隐患袁提出整改意见袁并严格督促整改曰每
周五对重点防火部位检查登记储量袁及时了解重点部位库存情况曰每天
不定时到厂区天然气管线范围进行消防安全监督巡检袁 确保管线范围
内无擅自施工尧无违章施工等情况遥

淤1979年安装的 2000线纵横制自动电话交换机袁
结束了话务员转接电话的人工交换时代遥

于1993年纵横制交换机升级为数字程控交换机袁实现
了国内长途直拨业务袁并逐步由 3000线扩容为 5000线遥

盂原来仅有通信系统的电力调度室遥
榆现在实行微机全方位实时监控的电力调度室遥

孟友光 陈文峥 陈智慧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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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周俊玲冤研究所
分析一室分析二组矿石分析采用的是
化学分析法袁 每天都要使用锥形瓶尧容
量瓶尧移液管等玻璃器皿袁一不小心就
会出现打碎尧碰裂的现象遥 为了降本降
耗袁班组员工除了在工作中更加小心谨
慎袁避免物品损坏外袁还最大限度地在
节约原材料和废物再利用上做文章遥
以前锥型瓶有裂纹时袁不论裂纹大

小都会扔掉渊因为分析铝含量时需要加
热袁一旦锥型瓶炸裂将会影响铝的分析

结果冤遥现在袁员工们将有裂纹的锥型瓶
用来分析矿石中的钙含量渊此过程不需
加热冤遥锥型瓶月用量由过去的 10个下
降到了目前的 5个袁月节约资金 50元遥
检测矿石中的铁尧硅元素时要用到

滤纸遥 为了节约袁员工们将大块的长方
形滤纸切成小块来用袁 每月节约滤纸
18张遥为了节约用电袁员工们在抽取试
液时尽量不用或少用泵以减少电耗等袁
以实际行动将降本降耗落实到了 野点冶
上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张艳文冤近日袁机
械制造公司召开了年中工作会议遥会上袁
传达贯彻了中铝公司和中铝郑州企业两
公司两级年中工作会议精神袁 全面总结
了该公司在上半年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袁
并对下半年的工作目标和措施作了具体
部署和安排院1. 加大任务承揽及销售结
算力度袁确保全年完成二档指标曰2.深化
打造野诚信机械冶品牌活动袁提升七项能
力曰3. 确保安全稳产和实现零伤害曰4.加
快科技项目组织实施力度曰5.优化指标袁
降本增效曰6.依靠员工抓好管理袁实现专
项管理活动达标曰7. 加强党群工作和企
业文化建设袁确保本单位稳定和谐发展遥
又讯 渊通讯员 梁 涛冤近日袁保卫消

防中心召开了年中工作会议袁 传达了两
级公司年中工作会议精神袁 安排部署了
下半年的各项任务遥 一是以野五个决不冶
为目标袁扎实开展防范工作袁确保两公司
内部不出现涉恐问题遥二是按照叶企业事
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曳和公安部 93
号令的要求袁完善防范措施袁明确责任体
系袁严格追究机制袁推动治安保卫工作的
科学管理遥三是强化基层保卫力量建设袁

有针对性地对车间级治安保卫员进行业
务指导袁完善野三级联防体系冶遥四是按照
与绩效考核相结合的原则袁制订叶野双达
标冶劳动竞赛考核实施细则曳袁进一步完
善野双达标冶劳动竞赛的考核措施袁推动
治安保卫工作良性发展遥 五是围绕打造
野雷厉风行尧纪律严明尧服务生产尧保障安
全冶的团队文化理念袁凝聚队伍士气袁充
分发挥工会尧共青团组织的积极作用袁开
展灵活多样的群众性活动袁 提高团队凝
聚力袁促进团队战斗力整体提高遥

又讯 渊通讯员 任海龙冤8月 11日袁
研究所召开了 2008年年中工作会议遥会
议传达了中铝公司及中铝郑州企业两公
司年中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袁 全面总结
了研究所上半年取得的成绩袁 深刻分析
了当前面临的发展形势与任务袁 安排部
署了下半年的重点工作遥 一是健全质量
管理机制袁大力提高理化检测水平曰二是
突出重点袁抓住难点袁加大科研开发和技
术攻关力度曰三是持续提高检测尧管理水
平袁 确保通过研究所国家认可检测实验
室第一次换证复审曰 四是以省计量认证
复审换证为契机袁 提高环境监测整体技

术水平曰五是大力推进技术创新袁不断提
升镓系列产品市场竞争力曰 六是夯实安
全管理袁持续推进管理野三步走冶战略曰七
是强化各项管理制度的落实袁 不断提升
整体绩效水平曰八是深化尧细化企业文化
建设工作袁充分发挥文化引领作用遥
又讯 渊通讯员 金慧玲冤为贯彻落实

两级公司年中工作会议精神袁 全面实现
二届六次职代会部署的方针目标袁8月
11日袁 开发总公司召开了 2008年年中
工作会议暨 野三比一创冶 活动总结表彰
会遥会议总结了上半年工作袁从八个方面
对下半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院 一是进一
步做好企业稳定工作曰 二是稳步推进改
革改制工作曰 三是不断加强财务监管工
作曰四是增强企业发展后劲袁积极推进企
业发展曰五是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袁做
到警钟长鸣袁常抓不懈曰六是继续深入开
展法制宣传教育袁提高依法治企能力曰七
是加强自身建设袁 不断提高各级管理人

员的整体素质曰 八是切实加强党的建设
和企业文化建设遥
又讯 渊通讯员 安志伟冤日前袁总医

院召开了年中工作会议遥 会议传达了两
级公司年中工作会议精神袁 对总医院上
半年工作进行了总结袁 对下半年工作进
行了安排院1.加强内部管理袁严格考核与
监督遥 2.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袁不断提高服
务质量遥加强主动服务意识袁认真落实医
患沟通各项措施袁 创造优质服务的良好
氛围袁 积极开展以提高服务质量为中心
的各项活动遥 3.严格医疗质量管理袁确保
医疗安全遥 严抓医疗质量尧 医疗安全管
理袁健全医疗质量监督保障体系袁抓好质
量教育和质量考核袁规范医疗服务行为遥
4.进一步拓展医疗服务范围袁继续做好
体检及社区服务工作袁 争取潜在的医疗
市场遥做好矿山在职职渊员冤工尧离退休人
员及周边地区患者来总医院就医的诊
疗尧服务工作遥

马明中 1992年从长沙有色金属学校毕
业被分配到氧化铝厂一车间石灰炉工序参加
工作后袁凭着踏实的工作和好学的精神袁2006
年走上了一车间领导岗位遥他上任之初袁由于
矿石资源严重紧张 袁 矿石单耗直线上升袁大
大增加了破碎尧 天车生产等关键设备的生产
压力遥 尤其是在 2006年雨雪季节和矿石荒
中袁一车间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遥为了保证设
备的连续尧稳定运转袁马明中不断创新奖惩制
度与管理措施袁大大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遥他
还组织实施了原矿槽东扩改造项目袁 通过技
术攻关袁 为今后氧化铝生产的稳产高产奠定
了基础遥

2005年袁 碳分系统遇到了较大困难袁马
明中急生产所急袁 对二氧化碳收尘技术进行
改造袁将使用几十年压损大尧运行成本高的洗
涤塔电收尘生产流程改造为布袋收尘袁 减少
了清理管道中的安全隐患袁 降低了二氧化碳
气体的含尘量袁 降低了空压机的粉尘磨损程
度袁减少了堵塞次数袁稳定了石灰炉的操作环
境袁年创经济效益 89万元遥 他还通过外排风
机技术改造袁使石灰烧成质量明显提高袁并积
极推行化灰机提产技术改造和灰乳槽改造袁
增加灰乳缓冲时间袁稳定了矿三灰乳有效氧化钙等重点生产指标袁为在高压
退出的流程多变的情况下全厂指标优化尧成本降低作出了贡献遥
在设备管理工作中袁马明中开拓思路袁逐步摸索新的设备管理方式袁推

行了叶一车间甲级设备管理办法曳遥 2006年推出了野点检标准化班组冶的管理
方式遥 管理措施不断更新袁设备事故明显减少袁设备管理各项指标达到了领
先水平袁车间连续 3年荣获了河南分公司设备管理先进车间称号遥 天车钢丝
绳的消耗非常大袁平均每 15天更换一次钢丝绳遥 马明中经过观察试验袁更新
了润滑材料袁 采用了艾志 601EN高级润滑油袁 使钢丝的使用寿命延长了一
倍袁年可节约成本 10万余元遥
马明中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袁 大大激发了生产

骨干的能动性和创新精神袁也使他带出了一支业务水平高尧敬业爱岗的员工
队伍遥 马明中因自己出色的工作袁在 70万吨氧
化铝扩建工程试车中荣立个人二等功袁2007年
还荣获了河南分公司五一劳动奖章遥

落实会议精神 保证任务完成
两公司部分单位贯彻落实两级公司年中工作会议精神

企业新旧通信和电力调度系统一瞥

降本降耗到 野点冶上

消防队以野查冶促野防冶
确保奥运会期间消防安全稳定

降 水 温 保 压 力

淤 于

盂

榆

今年年初以来袁电解厂实行了设备经济型预知维修模式袁变设
备被动改正维修为主动预知维修遥 图为该厂员工正在对铝合金扁
铸锭锯床进行点检遥 邵 昱 摄影报道

8月 18日袁 氧化铝一厂每位员工都收到了一本 叶野建绿色中
铝袁创和谐家园冶员工环保宣传手册曳遥 图为员工们正在学习该书遥

董爱东 王秋丽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渊记者 奚望丞 实习生 高
建华 李 红冤 8月 19日袁水电厂黄河
水源车间黄河水位急剧降至建厂以来
最低水位袁泵站取水告急浴 水电厂领导
闻讯后立刻赶到现场袁要求水源车间领
导一定要确保生产尧生活正常供水遥 水
源车间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袁在黄河取水

口奋战 3天袁确保了正常供水遥
水源车间组织精兵强将袁 下到进水

口挖出一条取水通道遥 党政工领导率先
垂范袁和员工们同吃尧同干遥 他们泡在黄
河水中袁对河床的胶泥尧建筑垃圾尧玻璃
丝袋等进行了清理袁3天时间共清出河床
垃圾 100余编织袋袁确保了稳定供水遥

奋力拼搏 保供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