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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铝厂团委举办的中铝贵州企业首届野十杰青年冶评选活动袁投票
统计工作日前全部结束袁现就整个投票情况进行公布遥

本次 野十杰青年冶 评选袁 共向厂和分公司 31家单位发放选票 9010
张遥 收回选票 8987张袁其中有效票为 8909张遥 经认真细致的整理监督统
计后袁20 名候选人的得票按由多到少依次排序如下院
序号 单 位 姓 名 得票数 序号 单 位 姓 名 得票数
1 贵铝中学 石翠娥 5910 11 计 控 厂 刘建勋 4295
2 电解铝厂 王德友 5692 12 贵铝医院 苏信斌 4137
3 贵铝三小 班翠玲 5560 13 第一铝矿 杨 波 4119
4 氧化铝厂 陈 旭 5451 14 汽车公司 龙海全 4065
5 碳 素 厂 张福堂 5183 15 热 电 厂 严福剑 3975
6 电解铝厂 袁 斌 4855 16 第二铝矿 李良勇 3741
7 炉 修 厂 谢 勇 4656 17 石灰石矿 胡定宽 3624
8 氧化铝厂 王书平 4637 18 动 力 厂 袁 军 3533
9 轻 研 所 于鸣湛 4423 19 工贸公司 宋 卫 3445
10 水 电 厂 赵 昕 4358 20 华阳公司 龚奇华 3431

按照此次中铝贵州企业首届"十大杰出青年"评比要求袁得票前 10名
者被授予中铝贵州企业首届"十大杰出青年 "荣誉称号袁后 10 名者被授
予"十大优秀青年"荣誉称号 遥

贵州铝厂团委
2006年 4 月 21日

中铝贵州企业首届野十杰青年冶
评选投票情况公布

一季度的工作袁 总体来说是较为满意的遥
我想可以总结为几句话袁 那就是" 生产开局告
捷尧技改进展顺利尧经营起步良好尧管理有序推
进"遥

要要要生产开局告捷遥 进入 2006年袁几年来
给贵州分公司造成巨大困扰的外部限电问题得
到了缓解袁 为稳产高产及保持技术条件创造了
良好外部环境袁 分公司取得了生产经营的开门
红遥 一季度袁累计完成成品氧化铝 24.28 万吨袁
为分公司年计划的 25.03%,同比增长 8.09%曰完
成铝锭 7.79 万吨袁为年计划的 22.91%袁同比增
长 63.77%; 完成阳极块 54631 吨 , 为年计划的
25.73%袁同比增长 51.69%曰阴极制品产量完成
3483吨 , 为年计划的 19.98%, 比去年同期减少
921吨曰自发电量完成 11882 万 kwh袁为年计划
的 30.47% ,同比增长 17.51% 遥

在实现稳产高产的同时袁各项质量指标保
持较好水平袁各项消耗指标稳中有降遥 一季度袁
出厂氧化铝一级品率和铝锭 AL99.70 以上品率
均继续保持 100%袁阴极碳块和阳极碳块理化指
标合格率也保持在 100%遥公司考核的质量指标
中袁有 14项指标优于去年同期水平袁质量指标
优化率达到 36.84%遥 公司重点监控的原铝直流
电耗尧 综合交流电耗和氧化铝综合能耗及热电
厂新水消耗等 14项消耗指标中袁 有 12 项优于
去年同期水平袁1项持平遥 此外袁随着分公司"东
水西调"工程 4月底投入使用袁分公司即将全面
实现 "污水零排放 "袁并正式提出了在氧化铝生
产系统实现" 工业新水零补充" 的长远工作目
标遥

要要要技改进展顺利遥 一季度袁累计完成投
资 8778 万元 袁为计划的 109.55%曰完成资本性
支出 7058.23万元袁为计划的 103.92%遥 通过努
力克服农民挡工尧气候变化大尧设计变更多尧部
分设计图纸提交晚及设备制作问题等诸多不利
因素袁分公司主体工程形象进度较为理想遥

目前袁120 万吨氧化铝挖潜扩建及环境治
理工程按计划稳步推进袁1裕 溶出系统的 2 台压
煮器及电气尧仪表尧工艺管道于 1 月 10 日正式
投料生产袁 目前设备运行正常曰1裕尧2裕 溶出系
统 2 台溶出后槽工艺管道已安装完成交付生
产曰 一赤泥沉降系统现已完成施工电缆沟移位
施工曰 熟料烧成系统土建于 2 月 16 日正式开
工 袁4裕尧5裕 烧成窑砼基础地下部分已完成袁地
上基础部分开始施工遥

四期电解铝工程供变电整流系统 4裕 整流
机组经系统调试袁于 2月 10日正式送电投入运
行袁目前运行状况良好曰氧化铝输送系统尧物料
贮运系统尧 烟气净化系统等的遗留问题已处理
完毕袁具备交付生产条件曰铸造车间室外烟气净
化系统主体设备安装完成袁1裕75吨熔炼炉及保
温炉组具备烘炉条件袁2裕75 吨熔炼炉及保温炉
组筑炉完成 80%袁 引进铸造机和锯切机等主体
设备安装收尾袁 铸造循环水水泵房具备交工条
件曰 一组装车间悬链输送机轨道和自动残极压
脱机主体设备等基本安装完成曰 生产调度中心
室内一尧二层消防喷淋设备安装完袁内外墙开始
施工遥随着四期电解铝工程东区的全面投产袁目
前已有 140 台槽成功出铝袁 日产原铝量达 240
吨遥

锅炉增容改造工程完成了 11裕 锅炉系统
主炉配套机电设备试车袁处理完遗留问题袁于 2
月 14 日正式点火袁目前设备运行情况稳定遥

要要要经营起步良好遥 分公司产品销售一季
度虽然受到了春运期间运力紧张尧 市场竞争激
烈及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不利影响袁 但在 3月
份运输紧张缓解后袁公司追加计划袁抢赶进度袁
加强用户管理袁产品销售情况日趋好转袁从而全
面完成了计划遥 一季度袁 普铝完成进度计划的
139.66%袁 氧化铝完成进度计划的 104.34%袁阴
极制品完成进度计划的 77.53%渊因年初各电解
铝厂大修计划未下达袁市场需求不均衡袁合同量
集中在二季度以后冤袁 碳阳极完成进度计划的
148.19%袁变形铝合金尧扁锭等也完成了进度计
划遥 一季度袁 分公司实现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51%曰完成利润同比增长 89%曰实现税金同比增
长 44%曰一季度货款回笼率为 100.2%遥

要要要管理有序推进遥 一季度袁在质量管理
体系尧HSE 体系和计量检测体系正常有效运行
的同时袁 开展了对新版计量检测体系的内审和
整改袁为二季度的换版取证作了积极准备遥以点
检制为核心的设备管理模式创建工作在四大主
体厂逐步推开袁 并对先期试点的氧化铝厂创建
工作进行了预验收遥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按计划
进行袁目前已进入方案征集尧整理及中期审核报
告的资料完善阶段遥标准量化管理工作启动袁分
公司成立了标准量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袁 制订
了工作计划袁明确了工作目标尧工作重点和实施

内容遥
与此同时袁公司专业管理得到了进一步规

范遥在物资集中管理的基础上袁物配中心针对仓
库分散尧面积小尧不利配送等问题袁对物资仓储
进行了二次整合袁更好地发挥了仓储综合作用袁
完善了物流遥 同时袁中心成立竞价小组袁经财务
部尧 监察室及相关部门人员组成的价格管理委
员会审定后袁 对下月将销售的废旧物资采用竞
价方式进行处理袁提高了销售价格袁进一步规范
了分公司的废旧物资管理袁取得了较好效果遥营
销管理以市场为导向袁以生产为基础袁产销衔接
更加紧密遥 销售尧生产尧技术等相关部门密切配
合袁 销售部门根据市场需求及时提出排产计划
和生产组织建议袁 技术部门加大新产品开发力
度袁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袁努力实现产销的有机
结合袁最大限度地满足了顾客的需求遥为适应市
场变化需要袁销售部提出增加在产阴极毛坯块袁
一旦用户有要求袁即可迅速组织生产遥这一方式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袁 在一季度多起合约中很好
地满足了用户需求遥

总的来说 袁 一季度我们的员工队伍保持
了蓬勃朝气和昂扬锐气袁 以良好的精神状态袁
创下了优异的生产经营业绩遥 但是袁 认真反思
起来袁 我们的工作也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遥 一
是部分技术经济指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退
步袁 与国内同行业相比有一定差距遥 二是供矿
形势紧张袁 民矿收购市场竞争加剧袁 给矿山系
统生产组织带来困难遥 三是部分单位管理有所
松懈袁 特别是 " 两化 "尧 现场管理等基础管理
工作出现滑坡袁 缺乏横向上的统筹和纵向上的
跟踪控制遥 四是个别单位部室和极少数员工的
观念转变不到位袁 危机意识不强袁 责任意识不
牢袁 服务意识不够袁 在工作中不能很好地发挥
团队精神袁 缺乏沟通协调袁 互相推诿扯皮遥 六
是虽然塔山分局大力打击袁 但偷盗现象依然严
重袁 治安防范措施有待进一步加强遥 对于存在
的问题袁 各单位和部室要引起高度重视袁 相关
责任单位和部室必须积极制订对策措施袁 在今
后的工作中努力加以解决和纠正下面袁 我就二
季度的工作提几点要求遥

一尧 强化生产运行袁 保持稳产高产
生产运行部门要抓好运行调控袁强化调度

职能袁 加强进厂原燃材料和出厂产品质量把关
及工艺技术条件管理袁 继续协调好生产与技术
改造之间的平衡以及氧化铝生产与矿石供应尧
供汽与自发电尧外销产品和运输环节的平衡遥

氧化铝厂要继续保持稳产高产袁在做好收
矿储矿工作的同时袁抓好蒸发器清理检修袁减少
设备故障及仪表故障袁提高蒸发效率遥加强设备
的检查消缺袁重点抓好平盘尧带式尧石灰炉尧板蒸
等关键设备的计划检修与维护袁 确保设备正常
运行遥要抓好氧化铝挖潜提产项目的实施袁在组
织高产的同时袁积极为项目施工创造条件袁争取
年内全面完工遥

电解铝厂要优化工艺技术控制袁确保生产
持续稳定遥 继续"以炉膛控制为核心袁浓度控制
为主线"袁提高电解槽抗干扰能力遥 以平稳为前
提袁以指标优化为目标袁进一步抓好老龄槽尧破
损槽的维护和管理袁 延长槽寿命袁 杜绝事故停
槽袁千方百计稳定在线生产槽遥要认真总结四期
前 140台槽通电启动的成功经验袁稳中求好尧好
中争快袁逐步开好四期后 148台电解槽遥要按照
总部铝电解节能降耗综合技术推广会的部署袁
做好降低铝电解综合交流电耗工作袁 确保达到
总部要求遥

碳素厂要以成型和组装的连续稳定生产
为重点袁搞好生产平衡管理遥阳极系统要针对外
销任务重尧品种多的实际袁克服困难袁控制好配
料尧预热尧混捏尧成型等关键工序袁抓好煅烧尧成
型尧焙烧尧组装等环节的衔接与平衡袁保证生产
正常有序进行遥 阴极系统要以青海块生产为重
点袁按照"以销售为龙头尧以财务为中心尧以生产
为基础"的思路袁不断寻找提质方法袁制订切实
可行的生产实施方案袁提高产品质量袁满足客户
需求遥

热电厂要积极配合项目管理部做好 11裕
炉热态调试及性能试验袁 抓紧制订遗留问题解
决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袁使 11裕 炉尽快进入正
常状态袁 为 9裕尧10裕 炉下半年大修及改造创造
条件遥 要继续狠抓节能降耗尧优化指标工作袁重
点抓好" 浓缩系统运行优化 "尧" 锅炉燃烧器改
造"尧"降低站内工质损失 "等项目的实施 袁实现
生产的安全尧平稳尧经济尧有序运行遥

二尧 精心组织协调袁加速技改进程
强化项目管理工作袁 提升项目管理水平袁

事关企业发展袁责任非常重大遥在下一阶段的工
作中袁项目管理部门必须精心协调组织好设计尧
施工尧设备材料供应袁落实施工网络计划袁抓紧

设备安装调试和问题处理袁确保工程形象进度遥
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相互间的沟通
和协调袁充分发挥团队精神袁周密部署袁紧密配
合袁力争使施工进度尧工程质量尧投资控制尧安全
文明施工等再上新水平遥

二季度袁氧化铝挖潜扩建及环境治理工程
要完成 2裕原矿堆场施工和熟料烧成 4裕尧5裕烧
成窑设备基础及种子过滤的主厂房桩基尧 承台
基础袁 一赤泥沉降及洗涤的沉降槽桩基施工要
完成并开始槽基础施工袁分析一站尧分解车间办
公室尧 熟料溶出办公室及脱硅车间办公室要完
成主体结构遥 四期电解铝工程要抓紧铸造车间
主厂房和设备安装袁完成引进锯切机尧铸造机轧
辊车床尧 磨床的安装以及配电控制室尧75 吨炉
组电磁搅拌装置的电气安装袁 铸造循环水泵房
要交付生产袁 生产调度中心和阳极一组装循环
水系统要具备交付生产的条件 , 要努力为四铸
造的负荷试车及试生产创造条件袁 并抓紧与之
配套的"高纯氮气回收生产线"的施工进度遥 矿
山工程方面袁 一矿银厂坡地下开采工程要完成
井巷及地面设施施工袁具备交付生产条件袁运矿
公路排水沟和一段尧二段破碎系统交付生产遥

三尧 强化管理理念袁提升管理水平
在管理工作上袁我们一定要按照肖亚庆总

经理提出的 "严细实新恒齐 "的管理理念袁根据
分公司一届四次职代会对管理工作的部署袁努
力提升专业管理水平遥

质量管理体系尧HSE 体系将在 4 月 24日原
28日进行内审袁各单位和部室要对内审中发现
的问题点和不符合项认真进行整改袁 实现持续
改进袁保持体系的充分性尧适宜性和有效性袁确
保顺利通过 6月份总部进行的交叉审核遥 计量
检测体系要在一季度内审的基础上认真整改袁
周密准备袁 确保 6月份通过认证机构的换版审
核遥

清洁生产要按照审核工作计划在二季度
完成预审核尧审核尧方案的产生与筛选三个阶段
的补充尧完善工作袁开展中费/高费方案的可行
性分析袁组织方案实施袁并从经济效益尧环境效
益和对企业的影响等方面对已实施的方案进行
成果分析袁 为今年整体通过清洁生产审核做好
充分准备遥

以点检制为核心的设备管理模式创建工
作袁 试点单位氧化铝厂要认真进行总结袁 电解
铝厂尧 碳素厂和热电厂要在试点经验的基础
上袁 继续抓好各项业务流程的梳理袁 理顺生
产尧 点检和检修方的关系袁 进一步明确设备点
检尧 检修和维护职责袁 同时袁 要加大生产操作
人员尧 点检人员和检修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袁
提高设备维护尧 点检尧 修理能力袁 确保创建工
作有序有效进行遥

标准量化管理工作要按照总部 2006 年的
总体目标要求和体系管理层次设计袁 根据分公
司工作计划的安排袁 积极创建符合要求的尧 具
有贵州分公司特点的标准量化管理体系遥 实施
标准量化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袁 各单位和部室
要高度重视袁 全力配合袁 共同完成遥 试点单位
碳素厂要集中力量抓好选定项目的进一步论
证 袁 按照 DMIAC 渊定义 尧 测量 尧 分析 尧 改
进尧 控制冤 的方法和路径袁 完成项目定义阶段
的报告袁 力争在上半年取得初步成效袁 为分公
司推进标准量化管理
工作树立标杆袁 以点
带面袁 逐步推开遥 各
单位尧 部室要通过各
种形式和途径袁 广泛
宣传动员袁 帮助广大
员工理解标准量化的
内涵袁 更新观念袁 统
一思想袁 同时认真组
织学习分公司的技术
标准尧 管理标准和工
作标准袁 提高对各类
标准的认识和理解袁
为标准量化管理的实
施奠定基础遥

营销管理方面 袁
要针对今年铝线杆产
量大幅增长尧 四系列
扁锭和铸轧卷生产线
投产的实际袁 加强产
销衔接袁 及时掌握用
户需求袁 加大市场开
发力度遥 精铝产品在
依托老用户降低库存
的同时袁 要积极寻找
出口渠道袁 并努力使
产品质量贴近市场需

求袁进一步在华东尧华北地区开发非电子箔行业
用户遥阴极制品在巩固原有客户的同时袁要积极
开拓钢铁尧磷化工用户市场袁了解掌握钢铁企业
高炉大修情况袁走访磷化工企业袁利用废改碳块
与低端产品竞争遥

与此同时袁要进一步强化 ERP 的运行和管
理袁 建立运行管理和考核机制袁 抓好分公司质
量尧计量等体系与 ERP 的衔接袁对涉及的相关
工作标准及管理制度进行修订袁并做好 "404"项
目各关键控制点在 SAP 系统中的状态评估和
缺陷整改袁做好总部年底验收的准备遥

四尧 加速资源获取袁夯实发展基础
根据资源获取战略部署袁在总部和分公司

的艰苦努力下袁 清镇猫场矿 0原24 线采矿权办
理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遥 3月 28 日袁贵州省国土
资源厅向贵州省人民政府报送了 叶关于支持中
国铝业公司获取清镇猫场铝土矿采矿权的报
告曳袁 明确同意将猫场矿 0原24 线已探明的资
源/储量配置给中国铝业贵州分公司遥 4 月 10
日袁省政府向国土资源部发出了叶贵州省人民政
府关于支持中国铝业公司开发我省清镇猫场铝
土矿的函曳袁提请国土资源部同意中国铝业公司
以协议出让方式获取清镇猫场铝土矿采矿权遥
此外袁 织金县马场乡铁厂铝土矿区北段采矿权
转让给分公司的合同已于 1 月 5日签订袁 目前
正在做该矿段的详勘和转让申请书的准备曰清
镇坛罐窑矿段已完成勘探工程设计和施工队伍
议标袁与采矿权人协商了联合勘查事宜袁正等待
总部审查尧批准勘探费用曰燕龙矿区储量升级的
勘探工作目前也正在进行遥下一步袁要积极与总
部有关部门联系袁密切跟进国土资源部的工作袁
争取早日把猫场矿区的采矿权拿到手袁同时袁认
真做好猫场矿的设计袁力争早日开工建设曰要加
快二矿麦坝地下开采工程的初步设计和施工图
设计曰燕龙露天转井下工程力争二季度出矿曰待
总部批准勘探费用后袁 迅速启动清镇坛罐窑矿
段的施工遥

五尧 加强安全管理袁保持平稳态势
一季度袁分公司发生 1 起轻伤事故袁未发

生重伤以上事故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袁 保持了
较为稳定的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形势遥

二季度袁要继续以 HSE体系的有效运行为
基础袁严格遵守安全环保法律法规袁切实落实以
安全环保责任制和员工承诺卡为核心的各项规
章制度袁加大对现场的检查和考核袁夯实安全环
保管理基础遥要以系统完整的设计尧标准化的文
本文件尧 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和持续改进的运
行机制为标准袁 进一步完善分公司应急救援预
案体系袁加强救援人员的培训和预案的演练袁检
验应急行动与预案的符合性尧 应急预案的有效
性和缺陷以及对应急能力水平的评估遥同时袁在
汛期来临前袁要认真落实各项防洪防汛措施袁做
好汛期重要生产物资的储备遥 五一长假也即将
到来袁安全环保部门和各单位尧部室要认真开展
节前安全大检查袁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准备袁确保
生产经营和员工生活的安全稳定遥

一季度的生产经营业绩是全体员工克服
困难袁 付出艰苦努力取得的遥 希望大家珍惜这
来之不易的稳产高产形势袁 充分利用难得的良
好外部条件袁 再接再厉袁 团结协作袁 为实现时
间过半尧 完成任务过半目标而继续努力遥

常顺清在分公司一季度经济活动分析会上的讲话(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