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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16日袁 一矿组织各科室主管
和车间安全员袁在副矿长周大江的带领下袁对全
矿范围的危险源尧要害部位尧生产尧检修现场以
及银厂坡井下进行了一次安全隐患大排查遥

检查组认真检查了炸药库和汽油库袁 除炸
药库正在组织除草外袁 两处危险源均未发现大
的安全隐患遥 在变电所尧八号井尧九架炉一号坝
等要害部位检查中袁检查人员仔细巡视了设备尧
设施尧坝体的安全状况袁向作业人员询问了设施
运行情况袁未发现有安全隐患遥

在银厂坡井下袁主要检查了井下电气设施尧
井巷及采场顶板稳固情况遥 经过多次检查尧整
改袁 银厂坡井下开采已逐步规范袁 作业点使用
36 伏安全电压照明袁井下安全尧指示标志较完
善袁通风效果较好遥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袁已要求
施工单位及时整改 渊陈凤鸣 雷明军 冤

本报讯 11月 16日袁 动力厂召开各车间主
任尧 科室主管安全工作会议袁 传达贯彻分公司
野11.15冶安全生产紧急工作会议精神袁并对动力
厂近期安全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遥当天下午袁
由该厂副厂长张启明牵头袁组织对全厂各班组尧
岗位进行了安全大检查和隐患排查遥 渊李喜祥冤

本报讯 11月 9日袁 二矿召开 2006年安全
工作会议袁部署冬季安全生产工作遥

矿班组长以上领导干部尧 各单位安全员
及机关各科室人员袁林歹派出所人员袁温州井巷
公司主管人员共计 142人参加会议遥会上袁矿装
备能源科尧林歹派出所尧矿安全环保科和主管生
产的副矿长分别对矿 1~10月份的设备安全管
理工作尧安全生产工作尧消防工作尧交通安全管
理工作等进行了总结袁 并对我今冬明春的安全
生产工作尧消防工作进行全面的安排部署袁并特
别强调要加大井下生产的监管力度遥 确保矿安
全生产事故为野零冶遥 渊王全新冤

本报讯 房地产管理中心认真贯彻落实中
铝贵州企业安全工作紧急会议精神袁11 月 16
日袁中心副经理刘兴林带领工会尧生产技术科有
关人员袁对中心所属各队尧站的安全工作进行了
全面细致的检查遥

除重点检查单身宿舍管理站尧单车棚尧减温
减压室袁检查组还到施工现场检查袁并对生活区
的边坡尧堡坎尧化粪池尧绿化树木等进行了巡视
检查遥 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责令立即现场
解决袁现场解决不了的限期解决遥 渊王仙能冤

本报讯 11月 15日下午袁 华新公司召开班
组长以上人员会议袁传达落实厂尧分公司安全紧
急会议精神遥

总经理刘吉阳传达了厂尧 分公司安全紧急
会议精神并进行了安全工作部署遥随后袁刘吉阳
率相关人员对易发安全事故的煤气发生炉尧熔
炼炉尧配电房尧配电箱尧循环系统尧消防水池尧物
资仓库及周边环境等关键设备和部位进行了认
真检查遥 渊郝红冤

本报讯 11月 14日下午袁 氧化铝厂召开安
全生产负责人工作会袁 传达分公司安全生产紧
急会议精神袁 迅速安排部署该厂专项排查事故
隐患确保安全生产的工作遥

会上袁 该厂副厂长何在平全文传达了分公
司关于确保安全生产的紧急通知袁 要求各车间
严格按照野横向到边袁纵向到底冶的原则袁将安全
生产责任制落实到各个环节遥 该厂副厂长刘毅
对抓好设备安全的全面检查作出部署遥 该厂厂
长王奎深入分析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袁 强调管
理是根本袁他要求各车间明确职责袁强化安全管
理的漏洞检查梳理袁 对危险源辨识进行动态管
理遥加强各级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袁确保四季度
安全高效生产遥 渊赵光宇冤

本报讯 服务中心认真贯彻中铝公司关于

专项排查事故隐患确保安全生产的通知精神袁
组成了由中心副经理李开夏尧 王顺发带队的检
查小组袁于 11月 14 日下午和 15日上午袁对中
心各单位的工作现场尧 安全教育工作开展情况
等进行了检查遥

检查组对中心易燃易爆物品的存储尧 运输
情况袁交通车辆的安全运行状况袁各单位的防火
防盗措施袁蒸汽管网以及减压阀的运行情况袁消
防器材的使用期限袁 电路电器的安全使用情况
以及职工尧 临时用工安全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
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遥 对发现的问题要求
立即整改遥 渊舒 琦冤

本报讯 11月 17日袁 工贸总公司开展排查
事故隐患尧确保安全生产专项安全工作检查遥

总公司生产经营部尧工会尧团委等部门人员
组成的检查组在工贸总公司副总经理阮贵平的
带领下袁分组到工贸炉修分公司尧热电分公司尧
华光服装厂等进行安全检查遥 检查内容包括车
辆交通安全管理袁建筑施工现场管理尧特种设备
管理等袁 在人员聚集较多的工贸热电分公司工
程队尧南北旅社尧华光服装厂成衣车间及环保设
备厂等场所袁 检查组对氧气乙炔等易燃易爆物
品及照明电源线路尧 施工工棚冬季取暖煤炉注
意预防煤气中毒事件的发生等进行了重点检
查遥 渊龚凤凌冤

本报讯 11月 15日袁 热电厂在生产例会上
及时传达分公司安全紧急会议精神袁 并立即对
近期安全管理工作进行部署安排遥

下午袁 热电厂安全环保科召集各安全管理
人员袁对相关安全管理事宜作出安排遥 16日要
17 日袁各单位积极行动袁开展专项排查事故隐
患工作遥 安全环保科到各生产单位进行督促检
查袁要求对安全漏洞或薄弱环节立即整改治理袁
以确保分厂安全生产良好态势遥 渊许正权冤

各单位认真落实安全紧急会议精神积极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

本报讯 经过机械厂广大职工奋力抢修袁因
野10.3冶事故中损坏的电解四系列 4150#尧4151#
两台电解槽已于 11月 9日正式通电投入使用遥

10月 12日袁机械厂接到务必在 11 月 10日
之前完成损坏严重的 4150#槽体的修复任务
工作袁确保槽在四次党代会召开之前投入生产遥

4150#电解槽转运到机械厂铆焊车间袁其损
坏程度比想象更加严重袁 整个槽体上部结构除
支撑梁能修补使用外袁 其余零部件需要全部更
新袁而管网部分的铜球阀尧扣压气管尧镀锌钢管
等部件要外购袁需要一定时间袁这些无疑给抢修
增加了难度遥

为保质保量保工期完成槽体的修复袁 该厂
精心组织袁金工尧铆焊尧铸造等车间专门抽调技
术好的员工对电解槽上部结构所需的零部件进
行制作和加工曰机动车间组织电工尧钳工尧起重
工等人员对槽体上部结构进行组装和调试遥

11月 1日袁 该厂又接到更换与 4150#槽相
连的 4151#槽体的所有绝缘板的新任务袁由于
所更换的绝缘部位多袁又没有现成的绝缘材料袁
给按时完成抢修任务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遥 为抢
时间袁所有抢修人员中午不休息袁吃在现场袁下
午晚下班袁周末接着干袁拼尽全力抢修电解槽遥

11月 7日袁在机械厂精心组织下袁4150#安
装完毕后复位袁比计划工期提前了两天遥

在 4150#尧4151#槽体抢修过程中袁机械厂
厂长石连军尧 党委书记蔡民主等厂领导深入现
场袁关注电解槽抢修进度袁保证了抢修工作的顺

利进行遥 渊王丽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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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10日下午袁 分公司在机
械厂召开 2007年内部备件订货座谈会遥分
公司副总经理刘建钢尧 总经理助理杨晓岳
以及有关部室尧 二级单位的领导和有关人
员参加了会议遥

杨晓岳对机械厂在 2006 年所取得的
成绩表示祝贺袁并对该厂急生产所急袁敢打
硬仗尧甘于奉献袁以及优良的售后服务赢得
内尧外两个市场的精神给予了好评遥

刘建钢对机械厂在 07 年的备件管理工
作中提出了 3点要求院 一是不断提高产品质
量尧确保工期进度袁赢得更多的市场曰二是加
强新产品的开发袁 扩大备件加工的范围和品
种袁满足用户单位的需求曰三是加强沟通袁做
好与二级单位的协调工作遥

据悉袁 机械厂与各二级单位共签订内部
备件加工合同 2200吨袁这也是历年来订货量
最高的一年遥 渊王丽萍冤

分公司召开07年内部备件订货会

本报讯 11月 10日袁运输厂召开全厂
班组长以上干部大会袁对今年最后 50天的
工作进行了动员和安排袁 号召全厂员工尽
全力进行最后的冲刺遥

会上袁该厂厂长余德门对今年 1至 10
月份的运输生产完成情况进行了总结遥 他
说 袁1 至 10 月运输厂共完成货运总量

309.1 万吨袁比去年增长了 8.87%曰并超额完
成了分公司下达的利润指标遥 今年在管理创
新方面袁运输厂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袁多项成
果获得表彰遥他强调袁今后的 50天里袁全厂员
工一定要同心协力袁 在安全生产上更需加大
责任心和责任感袁 以保证今年的各项任务指
标的顺利实现遥 渊张 莉冤

运输厂召开冲刺最后 50天动员大会

本报讯 为保证运矿火车皮的及时周转袁近
段时间以来袁 氧化铝厂原料车间合理调整破碎
工段岗位工作时间袁 保证了火车皮的随到随翻
随破矿遥
随着供矿工作的日趋紧张袁 为使火车皮不

在线上积压袁 氧化铝厂原料车间调整了破碎工
段工作时间袁由过去的三班两倒改为四班三倒袁
实行 24 小时轮番作业 耶并特意新组建了由 20
人组成的破碎丁班袁 以保证火车皮的随到随翻
随破遥同时袁车间还大力加强破碎工段的设备巡
检力度袁 保证设备 24小时运行的平稳可靠袁使
该工段具备了全天候的生产能力遥 渊姚 玉冤

原料车间实现昼夜翻车破矿作业

本报讯 11月 9日袁电解铝厂电维一车间钳
工二班在对设备巡视检查过程中袁 发现精铝车
间锯床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袁若不及时处理袁将可
能会对人员和设备造成严重的危害遥 通过对认
真检查袁发现进给油缸的前端有漏油现象袁立刻
展开抢修遥 空间狭小袁检修困难袁钳工二班员工
在工段长刘俊峰尧班长吕战友的带领下袁用人力
将近三吨重的锯床从操作间移出进行检修袁仅
仅用两天时间就完成了抢修袁 彻底消除了设备
安全隐患袁恢复了正常运行遥 渊刘俊峰 刘秀规冤

一电维及时处理锯床安全隐患

本报讯 11月初袁 碳素厂加工车间对生产
二班员工罗荣康提出改变吊绳结构方式的合理
化建议袁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袁并予以命
名表彰遥

加工车间目前生产的一种全石墨 T 型槽
碳块袁必须要使用尼龙绳进行吊运遥而尼龙绳在
吊运过程中袁容易产生打滑袁使碳块偏移袁失去
平衡遥 同时袁碳块棱角又会将尼龙绳吊带割伤袁
一付尼龙绳用不了多久就报废, 且存在着很大
的安全隐患遥车间员工罗荣康看在眼里袁急在心
上袁开动脑筋想办法遥他根据多年的生产加工操
作经验袁 提出用一付短尼龙绳加绑在大尼龙绳
吊带上袁利用小尼龙绳将大尼龙绳拉住袁从而防
止了大尼龙绳吊带向内滑动的问题遥

建议提出后经实际运用袁 彻底解决了吊运
碳块时尼龙绳滑动脱落现象袁 且还大大提高了
工效袁降低了成本袁确保了安全生产遥 (石国宏)

碳素加工员工踊跃为发展献一计

一条小建议解决大问题

本报讯 11月 2日袁二矿机电车间组织对矿
变电所供电设备及部分线路全面的清扫除尘尧
以保持供电设备的清洁袁确保安全正常供电遥
上午袁电工们分三组展开检修遥 内线电工负

责对所内变压器袁油开头袁高压隔离开关袁室内
外穿墙套管进行全面细致的检修保养和除尘除
锈曰 外线电工对供矿车间的线路进行检修及维
护保养曰变电所值班人员对 35KV 高压室尧6KV
高压室尧 电容器室及主控室进行全面细致的清
归除尘遥变电所的女职工们袁为了除去母线及瓷
瓶上的尘埃袁攀上两米多高的开关柜遥为不留死
角袁她们还钻进电容器柜母线间狭小缝隙中袁认
真地擦拭袁全身粘满了灰尘遥 渊王全新冤

二矿机电车间确保安全供电

本报讯 炉修厂员工全力以赴抢修
电解四系列 4150号事故槽,为电解及早
恢复正常作出积极贡献遥

10月 3日炉修厂紧急抢修 4150电
解槽后袁 厂领导王忠全尧 程守勇带领生
产尧机动和大修等部门负责人再到现场袁
确定修复方案袁 要求大修车间在最短的
时间内修复 4150槽袁把损失降到最低遥

大修车间在完成正常生产工作任务
的同时袁 抽调技术骨干于 10月 11日开
始施工遥员工们分成两组袁人员轮班机器

不停袁加班加点抢时间赶进度袁每天工作
时间都在 15小时以上遥由于铝母线损坏
严重袁又必须带电进行堆焊袁施工难度极
大遥为避免受磁场影响焊点袁员工们铲掉
铝母线烧结氧化部分袁打磨平整施工面袁
并不停移动焊机位置使之正常工作遥 他
们还找来厚铁板挡在铝母线两端袁 以减
小磁场影响袁保证焊接质量遥 车间主任尧
安全员等职能人员始终坚守在施工现
场袁确保设备尧材料及时到位袁为尽快完
成任务创造有利条件遥 渊徐雪峰冤

炉修厂大修车间奋战抢修事故槽

本报讯 经过 14个月的紧张施工尧安
装尧调试袁碳素厂一组装车间自动线技改工

程胜利完成袁并于 11月 1日投入生产遥
一组装车间自动线改造是四电解配套工

程袁 由先进的悬链运输系统取代
落后的单轨系统袁由 PLC触摸屏
显示控制遥去年 9月份袁开始拆除
老设备袁陆续进行基础建设尧设备
安装遥今年 9月份进行单轨调试尧
10月进行联动试车遥 经过一个多
月的调试改进袁 全线流程基本打
通袁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遥该自动
线的投产袁 缓解了碳素厂向电解
供极的压力遥 渊刘元瑞冤

碳素厂一组装自动线技改工程投产
本报讯 最近袁物配中心车队克服困难袁提前

17天完成 1500余吨大型钢材的抢运任务遥
为确保热电厂冬季生产用煤袁 分公司要求

对物配中心钢材库的板材站台 1500吨钢板进
行紧急转移袁站台用于冬季储煤 2万吨遥 10月
24日物配中心汽车队接受任务后袁在完成物资
配送运输之外袁 利用双休日和延长平时工作时
间等办法袁克服了人员少袁设备老化袁作业环境
差等困难袁吊车尧运输车辆配合有序袁在仓储科
的配合下袁提前完成了搬迁任 务遥 渊徐克山冤

物配中心车队提前完成钢材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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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二计算机室组织员工认真学习叶江
泽民文选曳袁以提高大家政策理论水平遥

张建峰 杨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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