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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经过两个月的
认真准备袁目前袁热电厂冬季
野四防冶工作全面到位袁严冬
之际为员工人身安全及设备安全做好了准
备遥

要要要提前做好物资准备遥 热电厂从 10
月初着手准备冬季四防物资袁储备了足够的
防滑材料袁包括麻布片尧草鞋尧草垫尧麻绳等袁
针对车队车辆防滑袁 还准备了三角木等材
料袁给冬季四防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遥

要要要深入进行安全教育遥 厂专业部门开
展了一系列专题教育袁如防火教育尧室外作
业防冻教育袁对个别使用煤火取暖的岗位进
行防中毒教育袁车辆防冻知识尧冬季劳动保
护等实用尧有针对性的教育袁使员工们对冬
防工作有思想准备和必要的知识遥

要要要细致地进行专业检查遥 主要针对油

库及各车间存油点作防火检
查袁 督促相关车间作好电线
电缆绝缘检查袁 对外线定期

登杆检查袁对工业管道作好防冻检查等袁消除
冬防工作中的隐患遥

要要要发动车间进行现场防滑防冻遥 进入
11月袁天气日渐寒冷袁厂专业科室发动各车间
给所有露天楼梯尧人行通道捆扎草绳麻布片袁
对所有水管道实行有关措施袁 以防冻结遥 日
前袁此项工作全部就绪遥 渊肖荣丽冤

热电厂冬季四防工作全面到位

本报讯 近日袁 碳素
厂召开会议袁 就该厂标准
量化管理阶段性工作进行
总结和安排袁 分公司副总经理谢青松到会并
作了讲话遥

标准量化管理是中铝公司肖亚庆总经理
提出袁 并作为具有中铝特色的管理品牌进行

部署和运作遥 碳素厂作为中铝三个试点单
位之一先行开展了此项工作袁 并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遥

会上袁7个领航项目袁运用标准量化管

理的方法袁 对课题进展情
况袁 进行了阶段性成果发
布遥 为更广泛地开展此项

工作袁同时迎接中铝总部明年 5月对试点单位
的验收袁 该厂厂长张衡对前阶段工作作了总
结袁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袁制定了详细的
措施遥 渊张伟冤

碳素厂阶段总结标准量化管理工作

本报讯 11 月 27 日下
午袁 工贸总公司组织各下属
分公司党政领导召开会议袁
安排落实年底重点工作遥

会上袁 工贸总公司党委书记乔广琪就年
底党群工作开展的各项工作检查情况向与会
人员进行了强调说明遥 党委副书记孟进要求
各单位在接近年关之时袁 要认真做好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工作袁 以保证国家和集体财物不
受损失袁企业平安遥工贸总公司总经理王永奎
强调了年底的几项重点工作院一尧各分公司要
及时了解掌握职工思想动态袁 切实维护好职
工的正当权利袁 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借口拖

欠集体尧临时工工资曰二尧要
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袁 近期
内即将实现的财务网络管

理袁 总公司将组织财务人员进行培训学习遥
三尧 各单位要尽快形成 07年的工作思路袁集
思广益袁为明年职代会的召开做好准备曰四尧
各单位要加强纪律观念和请示报告制度袁切
实做到野分级负责袁层次管理遥 冶 渊龚凤凌冤

工贸总公司加紧做好年底工作

本报讯 11月份袁氧化
铝厂蒸发车间 3#站 3 组
外加热自然循环蒸发器袁
经过一年的时间成功改造为强制循环蒸发
器袁每组蒸发器的产能由过去的 100立方/小
时左右袁提高到 200立方/小时左右曰实现了
产能翻番的目标遥

自然循环蒸发器是靠溶液的比重差产生
循环而进行热传递袁 强制循环蒸发器是采用
泵做动力加快溶液流动速度袁 以提高传热效
率遥本次改造将溶液的流速由不到 1米/秒提

高到 2米/秒以上袁实现
了产能的大幅度增加遥
强制循环蒸发器的成功

改造袁相当于用 1/3 的钱袁再造了一个 3#蒸
发站遥 同时有效缓解蒸发能力不足影响生产
的被动局面曰 也为明年 1#蒸发站拆除进行
技术改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遥 渊胡哲林 冤

氧化铝厂蒸发器强制循环产能翻番

本报讯 近日袁二矿派出部分机关科室干部深入苟
江采场袁帮助苟江工程处解决采供矿尧剥离中遇到的技
术问题袁以确保苟江全面完成今年生产任务遥

2006年袁 苟江工程处全年生产任务任务繁重袁运
输难度大遥 在生产现场远离矿部尧职工远离家庭袁特别
是地质条件复杂的情况下袁全处职工全力以赴抓生产袁
截止 11月底袁累计完成采矿 11万吨尧供矿 11万吨尧剥
离 14万立方米遥进入四季度后袁阴雨绵绵袁加上运输量
不足袁给苟江采供矿尧剥离生产带来极大难度袁生产出
现欠进度遥

11月 27 日袁矿长吴金木尧矿党委书记吴世强袁副
矿长赵剑英率矿生产运行科尧安全环保科尧技术科尧装
备能源科人员和机电车间检修骨干力量袁 深入苟江采
场遥矿部专门在苟江召开职工动员大会袁鼓励员工战严
寒尧斗雨天袁精心组织袁奋力拼搏抢产量遥 同时袁派出的
技术人员与苟江工程处职工同吃同住同工作袁 确保完
成全年生产任务遥 渊唐平冤

二矿机关干部深入苟江服务现场

为配合厂区环境治理袁厂尧分公司有关部门于 11
月 29日上午,在白云区城管与龚家寨办事处等政府部
门的配合下袁 对东片区大门外的多处临时建筑餐饮点
进行拆除袁并对拆除后的空地进行重新规划遥

渊刘永勇 辕文 龙良海 辕摄冤

东片区大门外临时建筑拆除

本报讯 电解铝厂氧化铝输送三车间袁针对
氧化铝仓至电解多功能天车加料系统存在下料
装置防尘罩与天车接口不严密尧 防尘罩升降气
缸因阀门泄漏或气压不足易下滑等问题袁 组织
力量对 ECL天车下料装置气源控制系统进行
了技术改造袁受到了良好效果遥

11月 23日至 30日袁车间组织人员在溜槽
进风管上安装密封效果良好的气动球阀袁 球阀
驱动器直接由防尘罩升降气缸换向阀集中控
制遥 气源管路采用镀锌管袁与换向阀尧驱动器接
口部位采用快速接头尧软管连接遥经过一周的改
造后袁现场调试获得成功袁从而消除了泄漏及安
全隐患袁提高了自动化程度袁确保了天车加料系
统可靠运行遥 渊安宣平冤

电解氧化铝输送三车间

成功改造天车下料控制系统
本报讯 11月 29日袁炉修厂组织全厂工程技术人

员尧各部门主管等袁在分厂二楼会议室召开了 2006年
第二次质量技术研讨会遥
会上袁 总结了上半年质量技术研讨会科技项目落

实情况和实际效果袁安排了 12月份质量工作及生产任
务袁布置了 07年技术攻关项目袁并对阴极碳块组装质
量测试仪尧糊料挥发分检测仪等新设备的应用方法尧测
试方案尧检测标准袁扎固糊料压缩比测量标准尧QC小
组攻关课题等项目进行研讨袁 确定了实施方案和落实
时间遥 会议对外出工程技术人员考察报告进行了讨论
分析袁学习和借鉴同行业先进经验袁通过总结提炼尧消
化吸收袁进一步开拓创新袁应用到生产实际中袁全面提
升技术实力遥 厂长王忠全要求工程技术人员做好设备
质量管理袁加强工艺质量监控袁从而实现野做好做优做
一流冶的目标遥 渊徐雪峰冤

炉修厂召开质量技术研讨会

本报讯 工贸氧化铝分公司努力开拓外部市场遥 最
近袁该公司生产的高分子絮凝剂已外销到重庆遥
受氧化铝生产工艺技术不断改进的影响袁 贵州分

公司对干粉絮凝剂的需求量已越来越少遥 面对逐渐萎
缩的内部市场袁工贸氧化铝分公司积极寻找新的出路袁
开拓外部市场遥他们生产出多种型号的小样袁交客户试
用袁供其选择袁最终确定定型产品遥功夫不负有心人袁经
过多次试验袁 工贸氧化铝分公司生产的絮凝剂获得了
南川氧化铝有限公司的订单袁 并以每月六七吨的用量
成为工贸氧化铝分公司的新客户遥 (黄文武)

工贸铝氧分公司絮凝剂打开省外市场

本报讯 11月份以来袁 电解铝厂铸造
四车间铸轧卷生产稳步提升袁 到目前袁已
经完成了 200余吨铸轧卷生产袁全面完成
了分厂下达的第一次生产任务遥
该车间铸轧工段自 10月份生产调试

以来袁经广西用户对试生产的铸轧卷进行
轧制检验袁反映良好遥 车间对用户提出的
意见及建议十分重视袁及时组织进行技术

分析袁制定出进一步提高铸轧卷质量的措施遥
工段认真按措施组织工作袁 跟踪铸轧卷质量
每次取样变化袁加强工作质量袁并积极与检查
站工作人员的联系袁 以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遥 通过近 10天的努力袁车间铸轧卷质
量得到了稳步提升遥到 11月 26日袁车间生产
铸轧卷 203.011吨袁 全面完成了分厂下达的
第一批生产任务遥 渊杨通信冤

电解四铸造铸轧卷生产喜人

本报讯 从 12月开始袁 热电厂新系统
输煤员工实现了坐在电脑前处理生产的愿
望遥过去野跑断腿冶的许多操作袁如今只须轻
轻点击鼠标即可完成遥

热电厂第三输煤系统是 2000 年伴随
新系统 9尧10号炉同时上马的新输煤系统袁
担负着系统三台锅炉的送煤任务遥 系统最
初设计时采用模拟盘操作袁 发生跑偏堵料
只能在员工巡检到现场时才能发现遥 燃运
车间皮带工人手少设备多袁 一个人要同时

监管多条皮带袁精力不及袁曾发生过影响锅炉
的事故遥 此次改造将模拟盘控制改为计算机
实时控制袁所有操作可在机上完成袁且在皮带
的头尾部加装了跑偏装置和堵煤装置袁 在皮
带廊安装了 20个旋转式摄像头袁随时监控皮
带运行情况遥 操作人员可在操作室内清晰地
看到皮带运行状态袁 出现异常时可立即机上
处理遥这对于热电厂新系统锅炉的稳定运行尧
减轻员工劳动强度袁提高新系统输煤效率袁增
强系统稳定性都将起到极大作用遥 渊肖荣丽冤

热电第三输煤系统完成自动化改造

本报讯 电解铝厂电维一车间电工渊3冤班对
四电解 3 号天车无法加料缺陷的整改获得成
功袁天车现已完全满足要求遥这一方案已在其他
3台国产天车上推广遥

尚处在试运行期的电解四期 4 台国产天
车袁经常出现整车不动作袁钢丝绳被拉断袁限位
感应器焊接点脱落等问题袁 给生产带来极大不
便遥 负责维护检修工作的电工渊3冤班袁克服人手
少袁工作任务繁重等诸多困难袁挤出时间对天车
17 吨钩上下限位袁钢丝绳乱限位袁滑线检修护
栏袁抬包小车电缆导向器等五项缺陷和隐患袁共
计 112个点进行了加装线路袁制作感应器支架袁
焊接松动焊点的整改遥经一系列的整改后袁天车
的安全及操控性能大大提高遥 渊 王基建冤

四电解国产天车安全性能日趋完善

本报讯 碳素厂一组装车间 TPM生产维护
小组袁积极为车间技改和生产保驾护航袁在保证
车间正常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碳素厂检修整合后袁 为配合一组装车间自
动线改造和生产尧设备管理袁车间成立了 TPM
生产维护小组袁为车间的技改和生产保驾护航遥

小组成立后袁在小组长胡勇带领下袁以高度
责任心投入工作遥 他们在试车前夕先后提出的
改造不合理项 140项均被采纳遥试车期间袁该小
组的同志长期 12小时泡在现场袁 哪里有问题袁
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遥光电管敏感度高袁反应速
度快遥但装卸站的光电管安装在底部袁不仅极易
烤坏袁且容易给出错误信号遥 TPM小组将其进
行了改造袁使其不再发出错误信号遥该小组还举
一反三袁 对车间所有光电管控制位进行实地校
验袁更换了易出错误信号站点的光电管遥为正式
生产后的操作预先解决了麻烦遥 该小组还根据
设备运行程序袁 对设备结构不合理之处大胆进
行改造袁先后进行改造了浇铸台包尧浇铸车尧中
频烘干机夹具尧涂石墨程序和阻挡器等遥渊张林冤

一组装TPM小组为生产技改保驾护航

本报讯 近日袁氧化
铝电气三站利用热电厂
五配尧 十六配高压清扫
之机袁对所辖的 24台变
压器进行全面清扫袁处
理隐患袁 以保证电气设
备的可靠运行遥 渊彭剑冤

上图院碳素二焙烧车间厉行节约袁在对三厂房焙烧炉过
道重新铺设时袁把可用的旧砖再次利用袁节约生产成本近万
元遥 杨茂林 摄
右上图院 近日袁电解供电二车间对阴极组装变电所高压

柜尧变压器进行停电检查清扫袁确保安全供电遥 邓德智 摄
右图院在四次党代会精神鼓舞下袁热电厂员工劲更大遥

图为汽机车间员工正加紧大修 7号机组遥 黄升德 摄

图片报道

本报讯 11 月 21日袁 氧化铝厂
一溶出系统退出流程停汽检修袁同
步对相关工艺流程和设备进行了消
缺袁以检修恢复流程尧设备性能袁为
冲刺全年 102万吨氧化铝生产任务
创造有利条件遥

此次检修
点多面广袁工作
量大袁涉及一溶
出尧脱硅尧沉降尧
一分解等相关
工艺遥 多支检修
队伍先后对压
煮器盘根尧排汽
阀尧放料阀等进
行检查更换袁同
时按照检修计

划和技术标准展开了
切换流程尧 结疤清理尧
设备消缺等工作遥 为确
保此次检修工作保质
量尧保安全尧保工期袁氧
化铝厂领导分头赶赴

各个检修点检查指导检修遥 在一溶出车间袁
该厂厂长王奎到现场详细了解检修情况袁并
对检修工作进行指导遥 通过大家的精心施
工袁顺利完成了此次 80多个计划检修项目袁
使一溶出系统恢复了生产遥 (赵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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