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一个月来袁碳素厂成立了由安环科牵头尧各科室配合的野反三违冶检查小组袁深入到现场对野违
章指挥尧违章作业尧违反劳动纪律冶现象进行专项检查遥图为检查组人员正在对现场操作的员工进行
检查遥 刘海涛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马义林冤9月 25日袁后勤服务管理
中心在积极进行安全生产自查的基础上袁组织安全检查组
对液化气站尧生活锅炉尧职工浴池尧维修木工房等重点安全
生产现场进行了全面检查遥

检查组对上述各单位的安全生产和安全消防设施的
完整情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袁对查出的问题和隐患下
达了整改指令袁提出了整改意见袁并要求限期整改完毕遥检
查组还要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做好安全检查和
事故防范工作袁将检查工作制度化袁同时要求节日期间要
认真坚持 24小时值班制度袁加强对重大危险源尧重点岗位
的安全监管袁及时做好各项应急准备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李 红冤野又节
约了两千多元钱袁以后再检修换下来
的旧配件一个也不能丢,放好袁以备
急用遥 冶这是热力厂燃化车间推土机
班员工陈士强和班组人员在共同解
决了启动机弹簧折断的问题后袁大家
领悟到的降本增效好办法遥

9月 5日袁 该班员工郭炳睿对推
土机车点检完毕袁在启动车辆时袁发现
启动机噪音大袁还夹杂着齿轮的碰击
声袁但启动机还在转动遥他立即汇报给
班长袁并和班组人员一起查找原因遥他

们拿来了工具袁卸下启动机检查时袁发
现是启动机启动轮弹簧折断遥 问题找
到了袁但启动机没有配件怎么办钥如果
停下不用袁将会影响锅炉正常供煤遥他
们看在眼里袁急在心里遥突然班里员工
陈士强提醒大家院野去仓库找以前保存
的旧启动机袁把能用的好配件拆下来袁
用到这台车上不就行了吗钥冶一句话提
醒了大家袁他们立即找来旧配件袁把能
用的拆下袁很快使车辆恢复了正常遥大
家看着彼此满脸的汗水和手上的油污
开心地笑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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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6日上午袁河南分公司机械制
造公司办公楼袁 来了 3位风尘仆仆的特
殊客人遥 他们将一张大红的感谢信交到
经理陈三元手中袁 并紧紧握住他的手连
声致谢院野谢谢你们浴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浴
如果没有你们的鼎力相助袁 我们单位还
不知要遭受多么大的损失呢袁 你们真是
帮了我们的大忙了浴 冶

这 3位客人来自 100多公里外的中
州分公司氧化铝二厂装备能源部遥 他们
此次专程登门拜谢袁 源于一个多月前机
械制造公司给予他们的那次紧急抢修援
助噎噎

危急时刻 快速响应施援手
8月 6日晚袁 中州分公司第二氧化

铝厂高压溶出系统 3号碱液隔膜泵曲轴
中间轴承突然散架袁 选矿拜耳法生产流
程瞬间陷入大幅减产的被动局面遥 这对
正处于挖潜增效关键时期的中州分公司
来说袁无异于雪上加霜浴中州分公司的生
产形势骤然紧张浴
危急关头袁八方求援遥 3号碱液隔膜

泵属荷兰进口设备袁 国内市场上没有现
成的备件遥紧急联系荷兰厂家后被告知院
更换全套备件的费用为 580万元人民
币袁且备件组织工期长达 36个月浴同时袁
截至目前袁 国内同行中尚没有此类大型
进口隔膜泵检修的先例遥这就意味着袁即
使现在找到轴承备件袁 也需要邀请国外
专家现场指导检修袁时间尧成本压力依然
很大浴
几经周折袁8月 7日上午袁中州分公

司终于得到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院河
南分公司有换下的此类轴承备件浴并且袁
该公司下属的机械制造公司人才济济尧
技术力量雄厚袁 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有
色行业高尧精尧尖设备的制造尧安装和检
修浴事不宜迟遥当天下午袁中州分公司即
派人赶到河南分公司袁 请求给予备件和
技术上的援助遥
一方有难袁八方支援遥得知兄弟单位

有难袁 河南分公司有关领导当即指示相
关部门和单位院要人给人袁要物给物袁一
定要尽己所能袁 全力帮助兄弟单位渡过
难关浴随即袁机械制造公司主管领导带领
两名技术人员赶赴中州分公司袁 对故障
设备现场情况进行详尽勘察了解遥 金工
车间针对现场勘察情况袁 迅速成立了工
艺技术尧工装器具尧起重装备尧工装制作
4个专业小组袁 并连夜召开技术人员和
生产骨干联席会议袁研究制订抢修方案袁
周密部署异地抢修工作遥 10日上午袁一
支由机械制造公司金工车间副主任赵大
伟尧工程师陈红卫带队的 12人抢修小分
队袁 携带各种工装器具抵达中州分公司
隔膜泵故障现场遥 一场开创国内隔膜泵
检修先河的艰苦抢修开始了浴

克难攻坚 勇士显身手
俗话说院野没有金刚钻袁 揽不了瓷器

活儿遥 冶荷兰厂家 580万元的检修要价袁
绝非是空穴来风遥 尽管事前参战人员充
分估计了此次抢修工作的难度袁 做足了
克难攻坚的准备袁 但真正真枪实弹干起
来袁 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压力还是接

踵而至浴
隔膜泵曲轴上端定位滑块固定螺钉

的拆卸袁是此次抢修工作的开局之步袁也
是队员们遇到的第一个野拦路虎冶遥 由于
该螺钉采用的是先拉伸螺栓尧 后紧固螺
帽的固定方式袁螺钉预紧力很大袁所以袁
即使是外国专家袁 也必须使用专用的拆
卸工具才能拆卸遥 但这种工具只有厂家
才有袁国外专家都是随身携带袁国内根本
无处可觅遥要降服此野虎冶袁唯一可行的办
法只有就地取材袁人工拆卸了浴 12名参
战人员轮番上阵袁 抡起重磅大锤倾力敲
打遥但从早上 8点一直打到夜幕降临袁尽
管每个人都累得精疲力竭袁 震得虎口发
麻袁螺帽却依然纹丝不动浴
怎么办钥强攻不行袁只有智取了浴现

场酝酿讨论后袁 刨工技师李红信提出的
野先刨削螺帽结合面厚度袁消减预紧力后
再拆卸螺钉冶 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
赞同遥说干就干浴队员们支起气割机袁找
来气刨机袁 气割不行就换气刨噎噎几个
小时后袁直径 90 毫米尧长达 1.5米的不
锈钢固定螺钉顺利拆卸完毕遥第一个野拦
路虎冶被降服了浴
接下来该吊装曲轴了遥 3号碱液隔

膜泵为三拐曲轴型袁 拐与拐之间呈 120
度角分布袁 曲轴加连杆总重达 15吨袁且
内部结构紧凑袁活动余量小袁最狭窄处的
通过间隙仅有几毫米浴 这些都给曲轴吊
装带来了极大的难度遥 参战队员们集思
广益袁 结合以前检修大型精密设备时积
累的丰富经验袁 在泵体四周不同部位分

别设置了 5个大小不同的手动葫芦袁分
别控制曲轴的转动和横向尧纵向移动等遥
12名队员兵分几路袁指挥的指挥袁起吊
的起吊袁调整的调整袁密切配合袁通力协
作遥 他们渴了喝口水袁饿了啃口饼袁困了
打个盹袁 从头天早上 8点一直干到次日
凌晨 4点遥这个重达 15吨的奇形怪状的
大家伙袁终于安然野出窝冶了浴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袁 中州分公司有

关领导和员工积极配合袁 千方百计做好
现场抢修的后勤服务遥 河南分公司参战
队员乘胜出击袁愈战愈勇院钳工技师张兆
建充分施展自己高超的钳工技艺袁 测量
尺寸袁修复轴径袁调整间隙袁各项工作一
丝不苟尧精益求精曰刨工技师李红信思维
敏捷袁勇于创新袁结合现场实际设计制作
了多套专用拆装工具袁 对整个检修工作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曰队员曹章军尧高
红权尧樊政伟等顶着现场 40摄氏度以上
的高温袁在震耳的机器轰鸣声中袁争分夺
秒袁 顽强奋战噎噎整个抢修工作有条不
紊袁井然有序浴

22日上午袁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袁3
号隔膜泵整体抢修工作顺利结束遥 晚 7
时许袁开始空载及带料试运行遥 12个小
时的严密监控结果显示袁
各项技术参数和指标一
切正常浴至此袁经过 13天
的连续奋战袁河南分公司
赴中州分公司紧急抢修
进口隔膜泵任务圆满完
成袁并一次试车成功浴

危 难 时 刻 显 身 手
要要要河南分公司紧急抢修中州分公司进口隔膜泵纪实

阴 李永新 张艳文

他为人谦和袁文质彬彬而又不乏干练曰他
善于沟通袁思维敏捷而又富于理性曰他以野团
结就是力量冶的执著信念袁用心奏响了一个领
导团队和谐发展的最强音遥 他袁就是氧化铝一
厂二车间党支部书记任联营遥
他从事党务工作虽然时间不长袁 但却用

一颗赤诚的心感动和感染着车间的每个人遥
多年的企业管理工作实践使他深深体会到袁
要做好企业党建工作袁 必须做到院 情字在心
中袁万事好沟通袁用心去工作袁水到渠方成遥 他
始终坚持上班是同志袁下班是战友袁大事讲原
则袁小事讲理解袁时时讲团结袁事事谋和谐遥 在
他的影响下袁 领导班子成员中出现了有问题
讲沟通尧有决策讲民主尧有矛盾讲理解尧有困
难讲协作的和谐氛围袁 整个车间形成了一个
极富战斗力的团结集体遥 从此袁车间的许多生
产难题尧技术瓶颈都迎刃而解遥 几年来袁车间
多次获得河南分公司先进集体和氧化铝一厂
先进党支部尧安全生产先进车间尧基层效能监
察流动红旗车间等荣誉称号遥 他本人也多次
获得公司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袁 并获得
了分公司五一劳动奖章遥
在员工们心中袁他被亲热地称为野和谐书

记冶遥 多年工作经历使他养成了认真尧细致尧随
和的性格遥他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院员工利益无小事遥为此袁他经常
深入班组袁了解员工思想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袁用爱心激励员工袁用真情温暖
人心遥凭着他对工作的高度热情袁车间二百多名员工的基本情况他都烂熟于
心袁了如指掌遥 从事思想政治工作袁他有自己的绝招袁那就是野以情感人袁以理
服人冶遥一次袁几名员工因为班组管理问题集体要求撤换班长遥他认真听取员
工们的反映袁 并用两个多星期的时间耐心地与每一位员工进行平等的沟通
和交流袁 努力消除不稳定因素遥 他还多次与班长探讨加强班组基础民主管
理尧完善班组制度建设的方法和途径袁使员工的气顺了袁班组人心齐了袁工作
效率提高了遥 同年底袁该班组就荣立了厂部集体三等功袁实现了由野集体上
访冶到野集体立功冶的重大转变遥
用任联营自己的话说袁他是个急性子遥 正是这种急性子袁造就了他做事

的干练和高效遥 他又是个随和的人遥 也正是他的随和袁让员工们感到了他的
贴心和可信遥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袁时刻牢记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肩负的职责和使命袁 不断用爱心谱写
着企业和谐的乐章遥
上图为任联营学习党务知识时的情景遥

本报讯 (通讯员 宋
志强 安华芳)9月 27日
上午 9点 53分袁150万吨
选矿厂精矿过滤机一次试
车成功遥 这标志着河南分
公司重点工程要要要150万
吨选矿厂项目进入试车阶
段遥
此次试车袁 首次使用

了陶瓷过滤机对精矿进行
二次脱水遥 此设备不但省
去了庞大的真空系统袁节
约了占地空间袁 并且在生
产中降低了各种能耗袁对
选矿过程中的节能减排工
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遥
为保证施工和试车的

顺利进行袁 氧化铝二厂加
强了与 150万吨选矿厂项
目部尧监理单位尧设计院和
施工单位等的协调与沟
通袁 派专人在现场及时解
决施工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遥 同时根据 8月 15日袁
河南分公司总经理王熙慧
在 150万吨选矿工程现场
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袁
及时派遣参与试车的人员
第一时间进入试车现场遥
大家克服时间紧尧任务重尧
人员少尧 相关资料不齐全
等诸多困难袁 与工程现场
办全力合作袁 加快了项目
建设的速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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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欧阳建设冤为认真落实分公司安全
生产工作会议精神袁切实做好反野三违冶现场监督检查工
作袁近日袁运输部在全部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反野三违冶监督
检查袁并制订了具体措施遥

该部成立了以部主任王文军尧 党委书记吴之洪为组
长袁班子其他成员为副组长的反野三违冶监督检查领导小
组袁随时对各单位和各专业小组反野三违冶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指导尧督促和现场抽查曰运输部 24小时反野三违冶检查
组每天对部属各单位进行检查袁各车间尧段队现场监督检
查组每天对现场进行检查曰 坚持铁路行车每天 24小时监
听尧监控和现场检查袁加强区间添乘检查遥 安环科尧车务段
等相关科室尧 段队每周组织不少于 2至 3次的添乘检查袁
规范行车作业人员的作业行为曰坚持巡查制度遥各车间尧段
队每周对院内岗位及外围班组渊点冤进行巡检袁并认真填写
管理者安全巡查记录本曰切实加强对重点区域及铁路沿线
的巡检力度曰加大监督检查和考核力度遥 对各单位反野三
违冶检查和添乘检查结果纳入当月绩效管理袁促进反野三
违冶现场监督检查工作扎实有效开展袁确保运输部安全生
产目标的实现遥

运输部加大反 野三违 冶力度保安全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李红霞冤碳素
厂焙烧一车间两台多功能天车的旋
风除尘阀限位器经检修车间员工朱
连东改造后袁使用近一年袁没有出现
任何故障遥
由于多功能天车旋风除尘阀设

计不合理袁 原车使用的是传统机械
限位固定在扇性闸板的下方袁 机械
的碰撞及电动机的转动惯
性导致限位器经常损坏遥
而且一旦损坏后袁 由于距
离地面太高袁 检修工无法

正确判断故障袁 给检修工作带来很
大困难遥 朱连东通过多次到现场进
行测量观察袁 设计并制作了一套曲
柄连杆机构袁 把原车设计的扇形闸
板阀上限位的圆周曲线运动改为直
线运动遥 改造后的旋风除尘阀限位
器不但保证了天车的正常运行袁而
且为今后的检修提供了方便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张爱洁冤近
日袁 水电厂检修车间钳工班员工对
新分解 1号水泵的机械密封进行了
技术改造袁经试运行后效果良好袁节
约成本近四千元遥
新分解 1号水泵由于长时间运

行袁 其机械密封装置磨损严重袁 已
经达不到良好的密封状态袁 对设备
的安全经济运行造成威胁遥 车间钳
工班员工经过认真检查袁 发现 1号

水泵原装的机械密封采用的是非标
准件袁 没有现成的备件袁 而要整体
更换则需要资金近四千元遥 为了有
效节约成本袁 钳工班员工对其密封
装置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袁 制订
了技术改造方案遥 经过对密封处和
静环尧 动环尧 压盖等处改造袁 不仅
提高了设备的机械密封效果袁 而且
延长了设备使用周期袁 确保了设备
安全运行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李喜军冤9月
19日袁 氧化铝一厂六车间过滤工序
把 3个即将废弃的 8寸涡轮控制蝶
阀合理巧用袁仅此 1项就节约成本 2
万余元遥
原来袁该车间过滤工序细晶种岗

位有多台 8寸涡轮控制阀设备袁分别
用在调控料浆储槽进料管和料浆储
槽出料泵上遥此岗位主管的生产流程
属氧化铝一厂砂状氧化铝生产的一
道重要工艺袁 各项生产备件要求严

格袁1台 8 寸涡轮阀成本就是 7600
元遥 日前袁有 3台调控料浆出料泵的
涡轮阀因关不严袁停不下泵袁被陆续
换下遥工序长郭建忠看着换下的即将
报废的漏料涡轮阀袁灵机一动袁安排
员工将其和调控料浆储槽进料管的
涡轮阀进行了调换遥因为调控料浆储
槽进料管的涡轮阀永远不需要关严袁
它只起着控制料源大小的作用袁调换
后互不影响使用遥而这一巧用就节约
备件费用 2万余元遥

换一换 轻松省两万

密 封 改 造 效 果 好

小 改 革 大 方 便

9月 26日袁 水电厂排水车间为确保
生产的正常运行袁 开展了防电气事故检
查袁并制订了具体措施袁由专人负责电气
设备的安全遥图为电工班员工在对天车的
配电箱进行检修尧维护遥

康宏伟 摄影报道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
开展节前安全大检查

旧 配 件 新 用 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