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址 院贵阳市白 云区贵州铝厂 邮政编码 院 缘缘园园缘愿 电 话 院 源愿怨愿园猿圆 源愿怨苑缘园愿 内 部资 料 免 费赠阅 由 贵铝 印刷厂承 印

2006 年12 月 27 日 第 53 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 胡晓琪

公元 2006年 12月 23 日袁中国铝业贵州分
公司氧化铝厂传出一条令贵铝人振奋的喜讯院
当日袁氧化铝产量突破 100万吨大关袁跃身成为
中国铝业公司百万吨级氧化铝生产大型支柱企
业遥 这是贵州分公司抓住国家宏观调控的有利
时机袁 大胆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取得的丰硕成
果袁亦是几代贵铝人执着追求尧勇敢探索袁艰苦
奋斗的结晶遥辉煌的成就袁凝聚了几代贵铝人的
心血和智慧遥

肩负使命而不屈
为实现野五年见成效冶的宏伟目标袁去年 11

月袁 分公司总经理常顺清就对氧化铝厂新任厂
长王奎和党委书记尹平提出要求院野2006 年是
贵州分公司实现氧化铝产量比 2001 年翻一番袁
再造一个新贵铝的关键袁对实现贵州分公司耶五
年见成效爷目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遥 因此袁氧化
铝产量一定要突破 100 万吨噎噎冶改制以来袁氧
化铝产量每年平均以 10万吨的速度增长袁要在
80 万吨设计产能的基础上突破 100万吨袁难度
可想而知遥

越是困难重重袁 氧化铝厂新一届领导班子
越是坚定信心袁以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袁带领
全厂员工团结协作袁负重攻坚遥

在氧化铝厂改制后的一届四次职代会上袁
王奎厂长向大家仔细地算了一笔笔氧化铝提产
的细帐袁坚定了全厂员工誓夺百万产量的信心遥
厂长工作报告提出的野抢抓机遇谋发展袁与时俱
进谱新篇袁深入挖潜夺百万袁创新求强攀新高冶袁
成为氧化铝厂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共识袁 也是凝
聚起全厂员工干劲的精神动力遥

坚强的班子 有力的措施
元月 1日袁 一场夺取百万吨产量攻坚战在

氧化铝厂紧锣密鼓展开遥氧化铝厂副厂长刘毅尧
李长江来到配料车间袁 量讨解决 1裕 双仓磨技
术故障问题袁 与技术人员一道研究分析故障原
因遥 元月 3日袁厂长王奎尧党委书记尹平等 6 位
分厂领导深入蒸发车间现场办公袁 研究解决蒸
发工序瓶颈难题的对策遥元月 5日袁副厂长何在
平主持召开专题讨论会袁 研究制订碱赤泥浆技
术指标优化方案袁 从源头上挖掘烧结法提产潜
能遥 元月 8日袁该厂将新增的 2 台压煮器尧1 台
溶出后槽接入生产流程袁 提高了二溶出系统处
理矿浆的能力遥 各项有力措施袁为 2006 年氧化
铝产能突破 100万吨奠定起坚实的基础噎噎

在氧化铝厂大力实施提产改造措施的攻坚
战中袁 分公司总经理常顺清一直非常关注生产
工作进展遥副总经理柳健康尧刘建钢尧谢青松尧总
经理助理杨晓岳等领导带领相关部室人员频频
到氧化铝厂现场办公袁解决有关问题遥在项目实
施时间短袁 难度大的情况下袁 该厂抓紧完成了

5裕 带式机安装调试及厂房扩建曰二分解宽通道
换热器及 15裕 化清槽改造曰配料调配槽管道改
造尧 格子磨化灰流程完善曰 熟料溶出磨提产改
造尧3裕 蒸发站强制循环蒸发器改造等 11 项提
产措施的实施袁为该厂提产降耗尧增产增效创造
了良好的硬件条件遥

上下同欲是胜利之本
一届四次职代会以后袁该厂领导深入到车间尧

班组袁面对面地与员工分析企业内外发展形势袁以
及氧化铝提产措施袁使员工真正明白野肩负跨越百
万吨的历史重任是我们的光荣冶遥百万吨宏伟目标
在铝氧人心中已化作拼搏奋进的激情遥

2月 24日袁该厂 3号烧成窑大修遥人们吃
完午饭袁才发现共产党员马利柱没来遥原来袁他
看到窑尾浇注混凝土的位置已经具备施工条
件袁便不声不响地拌了三包混凝土袁送到窑尾遥
马利柱说院野这样能为其他单位抢出检修时间遥冶
施工员邓世富每天早晨七点半不到就进入窑
内袁提前做好施工准备遥像马利柱尧邓世富这样
顾全大局尧忘我工作的员工数不胜数遥

为了保证破碎机供矿袁天车工李忠良把吊
针带到岗位上曰出料工段的徐庆每天上班前总
是拿着扳手尧起子巡视在大小设备旁遥 今年 5
月袁脱硅常压槽试车遥 晚上 8点 30分袁车间主
任刘云泽尧书记郭兴阁还在安排布置提料工作袁
他们已经 3天没有回家了遥 晚上 9点 20分袁他
们又和岗位员工一起打开提料风袁将 2裕槽的
料浆提到了 3裕槽遥 经过连续 3 天的鏖战袁试
车终于取得了成功遥

8月 14日袁供氧化铝厂生产的两条工业
水管突然相继爆裂遥 情况万分紧急浴 重大险情
面前袁氧化铝厂领导沉着应对袁迅速启动应急预
案遥 各车间相继关闭工业用水阀门袁切换流程
噎噎广大员工临危不乱袁迅速投入到抢险的战
斗中遥 供排水车间员工加强各循环水池水位巡
视袁精心操作调控水位袁完全依靠自身的再生

水尧循环水和东水保生产遥 与此同
时袁他们将一溶出尧二溶出尧蒸发车
间产出的蒸汽冷凝水袁保质保量地
送往热电厂袁保锅炉的正常运行遥
正是氧化铝厂广大员工同心奋战袁
使氧化铝生产经受住了长达 31个
小时的停水考验袁创造出氧化铝生
产史上的奇迹遥
突破瓶颈 刷新历史
针对老系统的薄弱环节不能满足
提产需要袁氧化铝厂突出重点攻克
四大瓶颈工序遥在原料系统增加一
条尾渣运输皮带袁 解决了破矿尧运
矿和供应石灰石的矛盾曰 对原料
6裕尧7裕 板式机尧翻车机进行改造 袁
为矿石的破碎和储运提供了可靠

保证遥 对 1裕 蒸发站的 4组管式蒸发器进行大
修及改造袁 实施 3# 蒸发站强制循环蒸发器 尧
3#尧4# 蒸发站真空系统改造袁大大提高了蒸发
器效率袁保证了母液供应遥老拜尔沉降系统通过
改进原来的进料方式袁改变絮凝剂的加入点袁增
设流量装置袁强化絮凝剂加入量控制袁使系统产
出率大幅提高遥同时袁对沉降槽底流泵输送管实
施改造袁增大沉降槽赤泥处理能力袁为一溶出系
统提产创造了条件曰 脱硅环节以提高脱硅机组
产能为重点袁进行技术攻关袁有效解决了烧结法
系统提产制约环节遥

为优化生产组织和生产运行方式袁 全厂各
科室工程技术人员经常深入一线袁 分析工序中
存在的问题和难点袁 与员工共同研讨解决问题
的措施和办法袁 狠抓日作业计划在生产过程中
的分解落实遥

2006年袁该厂两套溶出机组进料量同比提
高了 13.55m3/h 和 14.72m3/h袁 设备运转率达
到 96豫和 98豫曰 在 1裕尧2裕尧3裕 烧成窑相继大修
改造的条件下袁 熟料产量比 2005 年多产 10万
吨曰加强岗位操作多做碳分袁每小时碳分量提高
了 20m3袁全年多产氧化铝 5000吨遥向指标要产
量袁广大员工大力开展技术指标的攻关袁使生料
浆含水率同比降低 1.25 个百分点袁烧结法煤耗
同比降低了 16kg曰强化分解工艺控制袁优化分
解技术条件袁 一分解分解率比去年提高了 2.3
个百分点袁 二分解分解率比去年提高了 1.1 个
百分点曰溶出 琢k 处于国内先进水平遥 今年袁仅
降低溶出 琢k 指标一项就增产氧化铝 2 万多
吨遥

海之所以大是因为接纳了百川袁100 万吨
的突破同样凝聚了点滴的提产措施遥

思想政治工作是保障
该厂党委把实现员工愿望袁满足员工需要袁

维护员工利益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袁把思想工作融入到生产经营的全过程袁在

企业内部建立互相信任袁互相关心袁互相帮助的
和谐人际关系遥近年以来袁该厂投入 110 万元为
员工装修操作室尧休息室袁投入 10 万元为员工
更换座椅遥野三元餐冶坚持五年不涨价袁十几样菜
标准不变遥 春节送饺子袁夏季送豆汤袁把员工的
冷暖记在心上遥用全员思想政治工作法袁积极促
进企业的和谐发展遥以四个一流为目标袁大力开
展员工管理活动袁 激励员工努力成为一流的产
业工人尧不断追求一流的技术水平尧立志干出一
流的工作业绩尧积极创造一流的工作效率遥激发
了员工积极性尧创造性尧主动性袁企业的凝聚力明
显增强遥今年 11月袁随着 120万吨扩建项目的全
面开工袁配备 120万吨新增设备的操作人员迫在
眉睫袁没有新增的人力资源袁该厂从内部挖潜袁将
43名电尧钳工改为操作工袁从上白班到倒班袁给
家庭带来诸多不便和困难袁但这些员工从企业大
局出发袁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袁一周之内全部走
上了新岗位遥员工在岗位上拼搏奉献尧勇攀高峰袁
为氧化铝生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遥 同时袁该厂的
两项管理成果 叶全员思想政治工作法曳尧叶以四个
一流为目标的员工管理曳还分获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企业管理现代化成果二尧三等奖遥

野雄关漫道正如铁袁而今迈步从头越冶遥 回首
突破百万吨的风雨历程袁 铝氧人感到无比骄傲
和自豪曰展望野十一五冶发展的宏伟蓝图袁野天蓝尧
地绿尧人和尧业兴冶的和谐贵铝在召唤我们袁新的
航程已经扬起了风帆遥

众志成城铸就辉煌
———氧化铝厂产量突破百万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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