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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言论大赛
氧化 铝二厂协 办

旧 转 辙 机 焕 生 机

银9月 3日袁氧化铝二厂聘请
专家对参加 50万吨选矿厂试车人
员进行了技术培训遥 渊安华芳冤

银9月 2日袁 氧化铝一厂八
车间员工清理了 5号平盘过滤机
真空泵的结巴遥 渊王丽娜冤
银9月 1日袁 热力厂检修车

间正式展开对 7号汽轮机的大修
工作遥 渊刘 容冤

银9月 1日袁 氧化铝一厂六
车间在 野细晶种冶 砂状氧化铝岗
位袁 安装调试好了计算机远控操

作程序遥 渊李喜军冤
银8月 29日袁长城铝信息管

理中心召开了网络协管员工作会
议遥 渊马 建冤

银8日 29日袁热力厂对 9号
锅炉展开了全面大修遥 渊李 勇冤
银8月 27日袁水电厂黄河水

源车间水头泵站修复了 2号 H-
1泵南轴承箱遥 渊高建华冤

淤能耗高尧 污染较大尧 效率低的老电解
槽遥

于现在使用的先进的野计算机智能控制尧
中间点式下料尧氧化铝超浓相输送尧全密闭烟
气净化冶电解槽遥
盂老式的电解槽打壳机遥
榆过去的氧化铝粉下料车遥
虞集槽加工尧换阳极尧捞碳

渣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野多功能
阳极更换车冶在现场作业遥
孟友光 邵 昱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马永俊 董铁站冤
近日袁氧化铝一厂一车间电气技师倪瑞
臻同电工梁勇经过反复调试和试验袁使
天车棚照明实施了定时自动送电袁产生
了良好的节能效果遥
天车大棚照明原来一直采用闸刀

开关袁 天车工每天要反复几次上下车
开关灯遥 这既影响供料的连续性袁 又
因纯电阻高电流启动而存在安全隐患遥
如果有时忘记关灯还会出现白天长明

灯现象遥 倪瑞臻发现此问题后袁 暗自
思忖院 野可不可以采用自动控制呢袁
要是那样大家就方便多了遥冶 他到兄弟
单位找来微电脑控制器袁 与徒弟梁勇
一起在照明总电源处增加了时控开关袁
顺利实现了整个天车大棚照明的自动
程序控制遥 这样一来袁 照明灯按时自
动开尧 关袁 既可靠又节能袁 还减少了
天车工停车时间袁 受到了天车工的称
赞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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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氧化铝一厂七车间袁提起赵显武袁没有
人不知道的遥 年纪轻轻的他袁在 2006年郑州
市第三届野天伦杯冶职工技能运动会氧化铝制
取工技能比武中一举夺得第一名袁 荣获了郑
州市技术状元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遥
七车间种分工序是氧化铝生产流程中的

一道重要工序袁 工艺要求高袁 控制操作难度
大遥赵显武以踏实肯干尧兢兢业业和创新进取
的工作作风赢得了车间领导和员工们的称
赞遥
由他提出的 野蒸发系统余热利用技术开

发冶合理化建议被采用后袁蒸发器 1尧2次水蒸
气得以二次利用袁 蒸发器流量每小时增加了
70立方米 袁 每立方米母液蒸汽消耗降低了
0.05吨袁年创直接经济效益上百万元遥他的合
理化建议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评为 2008 年全
国职工节能减排优秀合理化建议遥 他还积极
参与蒸发防垢剂添加技术改造袁 使蒸发器洗
罐周期由原来的 5至 7天延长到目前的 25
天袁 极大地提高了蒸发器运行周期袁 减少了
水尧汽消耗袁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遥 他还采
取苏打沉降槽双槽并行的方法袁 解决了单槽
运行中温度高尧碳碱不易结晶的问题袁使沉降
槽温度由原来的 120摄氏度降低到目前的 95
摄氏度到 105摄氏度袁从而使过滤机能够始终处于高效运行状态遥
赵显武的心中袁不仅装着工作袁还装着工序的每一名员工遥 去年春节期

间工序员工张某在工作中不幸被碱烧伤袁 赵显武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去
医院看望袁又派一名员工去医院照顾遥 作为工序长袁他还通过家访尧慰问尧谈
心等多种形式摸清员工的思想脉搏袁理顺大家情绪袁化解工作中的矛盾袁激
励员工奋进遥
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尧新时代的技术工人袁他以娴熟的技术和强烈

的主人翁责任感袁全心全意为自己挚爱的企业奉献着遥 在他的带领下袁该工
序六尧七蒸发岗位被公司评为野青年文明号冶岗位袁工序被评为河南分公司
野亮点工序冶袁 还在全国有色金属工业创建节约型企业活动中被评为国家级
野节约型先进班组冶遥 他个人也多次荣获河南
分公司先进生产者和郑州市文明市民等荣誉
称号袁并获得了河南分公司五一劳动奖章遥

沟通袁沟通袁再沟通要要要积极沟通才
能有效合作浴沟通带来理解袁理解带来合
作袁合作带来效率遥氧化铝生产流水线的
工艺特征决定了沟通的重要遥 现在氧化
铝一厂班组尧岗位之间的联系尧沟通袁有
效提升了野协作指数冶遥

信息化促进了沟通
21世纪是信息化的世界遥氧化铝一

厂在生产的方方面面袁 无不体现着信息
化带来的优势遥 生产的各个环节均可通
过电脑监控袁 再加上联系方式的多种多
样袁不仅能及时发现问题袁也能及时解决
问题遥 今年 6月 24日袁氧化铝一厂管道
化车间乙轮班主控室员工许建泰在电脑
上看到二管隔膜泵 2号泵 3室补排油十
分频繁袁 立即用电话联系岗位操作人员
王颖遥固定电话没有人接袁手机还是没有
人接袁便拿起对讲机呼叫遥此时的王颖正
往现场走去袁 听到了对讲机里传来的声

音遥 与此同时袁 值班长张雷也听到了信
息袁命令道院野主控室袁先把泵停下来袁告
知调度室和车间生产主任遥 冶此时袁乙轮
班班长李轶奎也立刻赶到泵房袁 通知其
他岗位做好停车准备遥 在当机立断将泵
停下后发现大泵隔膜盖紧固螺丝震断了
2/3遥隔膜泵的出口压力是 95公斤袁如果
大盖被震飞袁后果不堪设想遥值班长张雷
感叹地说道院野多亏了现在联系方便袁大
家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袁 以最快的
速度判断和处理问题遥 冶

知识化形成了团队意识
全球信息化时代的来临袁 科学技术

的进步袁都需要班组员工不断学习袁才能
组建成坚强有力的团队遥 氧化铝一厂对
此很重视袁 多次组织全体员工参加各种
形式的学习培训遥员工们通过学习袁系统
了解了氧化铝生产工艺流程袁 明白了积
极沟通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必由之路遥 于

是他们不再两眼只盯本班组袁 也积极关
心起其他班组遥在培训中袁他们不仅掌握
了本岗位的业务技能知识袁 还熟悉了与
自己相关岗位的业务遥

野溶出袁 现在 2号磨每小时下料多
少钥需要我调料吗钥 冶这是四车间中碎岗
位员工王宝玲正在主动联系下游岗位袁
询问他们的需求遥 这简单的几句话放在
原来是不可能听到的袁 过去他们对五车
间的生产需求很少关心袁 并且对溶出岗
位调料的要求有抵触情绪遥近几年来袁中
碎员工随着不断参加各种培训袁 逐步走
出了自己的野围城冶袁开始面向整个氧化
铝生产袁主动与上下游班组联系袁及时互
通信息袁 以往由于联系不畅经常出现的
空仓尧冒仓现象不见了遥

沟通提升了野协作指数冶
野取样工袁我 3号窑现在窑况不稳袁

请注意观察出料口遥冶野值班室袁我是取样

工袁3号窑窑况不稳袁 出了很多大块袁请
求支援浴 冶 今年 5月 17日中午袁四车间
各个班组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遥同时袁
各方面的情况第一时间汇集到值班室袁
各项协同作战的指令从值班室迅速地传
达到不同的班组遥 各工序火速抽调的十
几名员工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袁半
小时内排除了下料口出大块的 野险情冶遥
这样的上下左右纵横联系袁 沟通处理紧
急情况的场景在氧化铝一厂已屡见不
鲜遥
由于信息化的便捷和氧化铝一厂对

员工的多方打造袁现在
的班组员工都在团队
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袁
明确了自己的职责袁
开始了积极主动的沟
通袁从而有效地提升了
野协作指数冶遥

沟通提升 野协作指数 冶
阴 吴 芳 杨 苒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赵 洪冤8月 25日袁首
批 2640 吨从印尼进口的三水软铝矿石火车
专列徐徐驶入河南分公司铁路 17号线袁实现
了河南分公司利用进口矿石资源 0的突破遥

近年来袁 随着国内氧化铝企业的纷纷上
马袁 铝土矿资源日益紧缺袁 矿石供应的紧张

局面日益加剧遥 矿石的进口不仅解决了河南
分公司 野管道化后加矿增浓冶 科技攻关项目
的原料问题袁 还开辟了河南分公司新的供矿
石渠道袁 对资源尧 环境尧 生态的保护具有重
要的意义遥

上图为进厂的进口矿石专列遥

河南分公司首批进口铝土矿专列进厂

本报讯 渊通讯员 丁丽萍 张艳文冤日
前袁 机械制造公司圆满完成了中州分公司荷
兰隔膜泵大型检修任务袁 从而开创了国内大
型进口隔膜泵系统检修的先河遥

8月 6日晚袁中州分公司第二氧化铝厂管
道化隔膜泵曲轴轴承碎裂袁 造成管道化系统
整体停车袁 直接危及中州分公司的氧化铝生
产遥但截至目前袁国内尚没有系统检修此类大
型进口隔膜泵的先例遥几经周折袁中州分公司
找到了曾于 2006年 12月在外籍专家指导下
拆卸过隔膜泵的河南分公司机械制造公司遥

接到兄弟单位的紧急求助袁 机械制造公
司立即派遣相关技术人员赶赴现场进行勘
察袁研究制订抢修方案袁并随即组成紧急抢修
小分队抵达故障现场开始抢修遥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兄弟单位的损失袁参

战人员加班加点袁夜以继日袁克服没有专用工
具尧施工周期长等困难袁集思广益袁精益求精袁
先后攻克 15吨核心部件吊装尧受损轴面精研
修复尧多套轴承安装调整等难题袁历时 13天袁
最终于 8月 22日圆满完成了隔膜泵整体检
修工作袁并一次试车成功遥

本报讯 渊实习生 赵秀丽冤 野去
年每月消耗 60台滤布袁 现在减少到
了每月 35台袁 这就是液碱清洗滤布
带来的效果遥冶 9月 2日袁 氧化铝一厂
三车间沉降叶滤工序工序长杜道臣在
仓库清点滤布时说遥
沉降叶滤工序有 20台即将野退役冶

的叶滤机袁是该车间滤布消费大户遥 过
去袁 滤布定期碱洗靠的是蒸发母液袁效
果一直不理想遥 为改变这一现状袁车间
和工序探讨后决定将叶滤机碱洗的料
源由蒸发母液改为液碱遥滤布用液碱清
洗后袁既提高了清洗质量袁又延长了使
用周期袁月可减少滤布消耗 1万余元遥

8月份以来袁随着热力厂除盐水站野红旗夺标冶劳动竞赛的深入开
展袁员工们的指标意识不断增强袁人人心中有指标的浓厚氛围正在形
成遥 图为燃化车间员工正在观看各班每月公布的生产指标公示栏遥

李 红 摄影报道

滤 布 野 再 生 冶 效 益 显
机械制造公司

开创国内进口隔膜泵系统检修先河

小小控制器 节能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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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实习生 郭雯婷冤近日袁运
输部电务段信号班员工忙活得热火朝
天遥原来袁他们是在给废旧转辙机野做手
术冶要要要将机体野解剖冶袁拆下已损坏的
零部件袁更换上新零件袁然后再进行除
尘袁加注润滑油袁穿上一层油漆新装遥这
样转辙机就又迸发了新的活力遥
今年年初以来袁电务段员工不断增

强降本增效意识袁开展了多项修旧利废
活动遥信号班员工在该段段长冯跃中的
带领下袁 对转辙机展开了修旧利废工
作遥 到目前为止袁他们已经让 6台设备
重新上岗遥 野今年袁 我们的任务是修好
10台袁 如果按每台为段队省下 1万元
计算袁10台就将省下 10万元遥 冶该段信
号班班长张红普自豪地说道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徐海红 张
继文冤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告认定袁 由中铝河南分公司研
究所修订的熟料回转窑尧 竖式石
灰炉尧高压溶出器尧蒸发器尧脱硅
机 5 项有色行业能耗标准于
2008年 9月 1日正式执行遥

2006年年底袁 全国有色金属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河南分公司
下达了修订叶氧化铝生产专用设备
热平衡测定与计算方法曳行业标准
的紧急任务袁研究所物理室承担了
此项重任遥他们组织技术骨干查阅
了大量技术资料袁攻克了几十个技

术难关袁经过近两年的努力袁终于
圆满完成了修订任务遥

这 5 项行业标准的成功修
订袁 不仅可以规范高压溶出器系
统尧回转窑系统尧蒸发系统尧脱硅
系统的热平衡测定与计算方法袁
更加准确地量化氧化铝生产的能
耗水平袁 而且有利于不同类型高
压溶出器设备尧焙烧设备尧脱硅设
备之间进行能耗比较袁 可极大提
高氧化铝生产行业的规范性和生
产过程能耗的可控性袁 为降低生
产能耗袁 打造资源节约型企业提
供了技术保障遥

研究所修订的能耗行业标准开始执行

我们的企业就像一艘大船袁 行驶在市
场要要要这个波涛汹涌尧 暗礁密布的大海之中遥
如何才能使这艘船安全地从一个港口驶向另
一个港口钥两个条件缺一不可院第一袁我们需要
一个大公无私尧 经验丰富尧 为人正直的船长曰
第二袁我们每个水手必须准确无误地执行船长
下达的每个指令遥
船长我们已经有了袁 下面就是执行指令袁

也就是落实了遥 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袁执行指
令就是把规章尧措施尧制度等落到实处袁达到解
决问题尧推进工作的目的遥

没有落实袁组织的目标就无法完成曰没有
落实袁各种规章制度就无法得到执行曰没有落
实袁再好的决策尧再好的战略也只能是一种幻
想尧一个泡影遥
抓落实袁不仅要野想抓冶袁还要野真抓冶袁更要

野会抓冶遥 领导者要在野落实冶上起带头作用院制
订合理的制度袁提高员工的落实力袁建立科学
的落实组织和流程袁建设落实文化遥 广大员工
要为了我们的企业袁更为了我们自己美好的将
来袁一定要将野落实变为习惯冶遥
我们的企业现在处在原材料涨价尧生产成

本增加尧 产品价格下降等重重困难包围之下袁 那么如何战胜困
难袁持续发展壮大我们的企业就成为当务之急遥我们企业领导已
经制订了节能降耗尧挖潜增效的措施袁我们就应该坚决执行袁把
工作落到实处遥在日常工作中袁我们要积
极主动袁尽职尽责袁不放过任何细节袁来
节能挖潜遥把简单的工作做好袁把平凡的
工作做得不平凡袁 才是我们当代员工的
风采浴

为了我们的企业能够越来越好袁我
们要让落实成为我们的习惯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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