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语 2002年企业重组改制后袁贵州分公司总经理常顺清前瞻
性地提出了野一年打基础袁二年上台阶袁三年迈大步袁四年大发展袁五年见成
效冶的企业发展目标遥 五年过去了袁分公司各单位和广大员工在分公司领导
班子的正确领导下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袁艰苦工作袁奋力拼搏袁辛勤奉献袁
实现了企业的持续尧快速尧健康发展遥 为充分展现各单位和广大员工辛勤工
作五年来取得的卓越成就袁本报从本期起开辟野科学大发展袁五年见成效冶专
栏袁刊登分公司各单位各部门五年来在生产工作等各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袁
以更好地展示分公司员工的动人风采遥

2006年是炉修厂理清思路尧创新发展尧打牢基础尧增
强后劲的一年遥 分厂注重抓班子的建设袁员工的培训袁生
产的管理袁技术的创新袁提前完成全年生产经营任务目
标袁缩短电解槽大修工期袁提高电解槽大修质量袁实现了
安全事故各项指标为零的目标遥

理清发展思路遥 炉修厂在一届四次职代会上提出了
野做好尧做优尧做一流冶的发展目标曰提出了野抓班子尧带
队伍曰抓党建尧树旗帜曰抓培训尧提素质冶等野十抓冶工作方
针曰确立了野比客户多走一步冶的质量理念袁野多尧快尧好尧
省冶的生产理念袁即高质尧高效为电解多修槽袁修好槽曰健
全完善了各种规章制度袁逐步建立激励机制遥

培训工作见成效遥 炉修厂倡导适人适事的培训袁举
办了管理知识尧质量知识尧设备点检等不同内容培训 20
余期曰在员工中开展野一事一训冶尧野每周一题冶等提高全
员素质的技术练兵尧比武活动遥 通过培训袁干部尧员工观
念不断转变袁形成积极向上的意识和风尚曰管理方式不
断转变袁工作质量尧服务意识的不断提高曰员工的业务技
能不断拓展曰提高了炉修厂的整体形象和核心竞争力遥

生产工作成绩显著遥 2006年炉修厂领导坚持对每项
工作集体研究尧安排部署袁严格按照工序和时间组织施
工曰在科学有效精细化管理和组织下袁12 月 22 日顺利完
成了 100 台电解槽的大修任务袁电解槽大修平均工期与
2005 年相比缩短 6 天袁为电解生产增加了 600个槽昼夜曰保持炉大修
工期缩短为 42 天曰在抢修电解四系列 4150# 槽时袁领导班子突破正
常的修复方案袁采用不停电堆焊立柱母线袁强磁场焊接上部机构袁 21
天完成四根立柱母线补焊袁 修复 8块短路母线的安装袁188 束母线软
带的制作焊接工作袁减少了因更换立柱母线需长时间停电而造成几百
吨电解铝产量的损失袁和需增临时回路母线等装置的几十万费用遥

科技创新提高大修质量遥 年初袁 分厂组织召开了延长电解槽寿
命优化大修工艺研讨会袁 对大修槽工艺进行了改良遥 完成两个科研
项目袁 加大了推广力度遥 大修车间细化了电解槽上部大修工艺袁 新
增了防腐刷漆工艺袁 改良使用耐热电缆和汽缸支架高强度螺栓袁 改
进母线铣焊工艺袁 通过改变阴极钢连接板的焊接方式袁 使电解槽压
降平均降低了 2.6mv/台袁 100台槽一年可为电解生产降低电耗 36 万
度曰 扎固车间采用比电阻测量仪尧 电子秤和自制糊料保温箱等仪器袁
有效提高了组装尧扎槽质量遥

炉修厂新碳块组装线是 2003年从法国引进的自动化程度较高的
新设备袁由于技术设计存在缺陷袁生产中存在效率低袁能耗高袁故障率
高等问题袁开动生产的时间很少遥 为此袁分厂制定出技改方案遥 8月新
组装线改造开展起来遥改变两个定位装置袁制作碳块导向袁加工碳块支
架袁安装计量电表袁改一侧施工为两侧施工等遥 10月改造后的新组装
线正式投入使用袁生产效率从过去每天最多组装六块碳块提高到了每
天可组装十二块碳块袁电耗从过去 260度/块降为 160度/块遥

抓党建增强企业凝聚力遥 炉修厂党委始终把党建工作的作用定位
在野保证和促进冶上遥 两级党组织积极开展争创野四好冶班子尧争当野六好冶
党员尧党员责任区尧党员先锋岗等活动遥8月酷暑袁碳素厂 12台焙烧炉急
待扩容改造袁时间紧袁工期紧袁筑炉两车间立即组织党员突击队投入到
改造中遥 队员们克服了材料不齐尧袁炉子变形大尧现场高温等困难袁严格
按施工方案和操作规程执行袁提前完成改造任务遥在电解 4150#槽抢险
抢修中袁大修车间 12名党员从 10月 3日凌晨进入抢修现场后袁每天在
现场工作 12小时以上袁放弃了所有休息日遥 厂长王忠全尧副厂长程守勇
始终坚守在现场袁奋战 21天袁直至将槽彻底修复通电遥

炉修厂党委始终把依靠员工群众尧 建设和谐贵铝袁 作为创建
野四好冶 领导班子的内在要求遥 坚持 野五必访尧 五必谈冶袁 通过领导
接待日袁 群众座谈会与员工进行零距离对话袁 建立起和谐的生产工
作环境袁 为炉修厂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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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一版冤 在施工过程中袁为了保安全尧保工期尧
保质量袁项目部成员深入施工现场跟班蹲点遥 公司要
求每一名工程管理人员做到野三定冶袁即严格定人员尧
定岗位尧定责任袁使各项任务和责任得以逐级落实遥 由
于工程管理人员紧盯施工管理现场袁及时处理质量技
术问题袁对施工方案的实施尧施工工序的衔接尧施工过
程中的质量尧安全进度进行有效控制袁有力地保证了
塔山公园尧 杨柳街道路工程的施工质量和工程进度遥
工程部经理廖平尧土建分公司副经理余鸿飘尧供应部
杨振伟尧现场管理王小丁尧石键等同志袁夜以继日地盯
在现场袁 及时处理和协调工程施工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遥 他们对工程项目中的质量和技术问题多次提出了
合理化建议袁对施工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遥

在杨柳街道路排污沟的施工中袁遇到了当地住户
和村民的长期挡工袁致使排污大沟施工延误遥 在总厂
的有力支持和协调下袁区政府采取措施袁使工程得以
重新开工遥 为了抢回因挡工影响滞后的施工工期袁公
司全体员工抢时间袁争速度袁战高温袁斗酷暑袁晴天一
身汗袁雨天一身泥袁奋力拼搏遥 就项目本身而言袁工期
紧袁施工难度大曰道路下面袁生产尧生活的各类管网密
布袁牵一发而动全身曰施工季节复杂袁雨季施工组织困
难遥 在 K80-K200段排污沟施工时袁该部位为岩石袁因

距周边住户较近袁不能采取爆破方式施工袁部分沟段不能用破碎头
破碎袁只能用风镐进行一点一点地剔除遥 在 K220-K340 段遇粉煤
灰层袁最厚处有 2米左右袁而旁边是洗马河袁在施工时正是雨季袁粉
煤灰遇水就成流塑状袁同时洗马河侧壁在流状粉煤灰的影响下袁发
生了管涌尧渗漏袁如不及时控制和处理袁时间过长周边泥土松动就
会发生垮塌袁后果不堪设想浴 险情发生后袁工人们轮番上阵用砂袋
围堰进行堵漏袁并用钢管搭建护壁桩遥 他们白天黑夜连轴施工袁历
时一个多月袁 动用砂袋 25000 多个袁 终于分阶段堵住了溃塌的决
口袁使该段排污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施工任务遥

天时人事日相催遥 在新的一年里袁 贵铝建将以只争朝夕的精
神袁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袁认认真真抓管理袁一心一意谋发展袁精心
组织袁精心施工袁确保进度袁确保质量袁确保安全文明生产袁努力把
野民心工程冶做成明星工程浴

渊上接第一版冤 大修
进展顺利 袁 胜利在
望袁汽机人又将跃上
一个新高地遥

二
提到燃运袁 笔者眼前浮现出一位

老皮带工的形象要要要张玉明遥 第一次见
到他袁是在高高的皮带廊袁寒风从四周网
格通风窗里肆虐地灌进来遥 轰鸣运行的
6 号皮带上袁张玉明稳稳守住下煤口袁眼
明手快地拣出那些影响燃烧的杂物遥 这
是燃运车间最艰苦的一个岗位袁 冬冷夏
热袁 八小时几乎不间断运行遥 老张一上
班袁就得保持这个姿势直到下班遥无论白
天黑夜袁 张玉明没有任何怨言地在这里
干了三十年浴燃运 120 名员工袁天天和煤
打交道袁合理配煤袁推排货位袁皮带工层
层筛选煤中杂物遥由于人少袁一人要照顾
三四条皮带袁 一个班下来除了眼睛牙齿
全是黑的袁 只为给锅炉提供优质燃煤遥
2006 年袁 燃运自行大修美国进口破碎
机袁 实现了美式设备国产化袁 节能近百
万袁 且极大地方便了以后的大修遥 下半
年袁新输煤系统安装了自动化控制装备袁
员工的工作强度大大减轻袁 供煤的安全
可靠性也增强了遥

浓缩是热电的末道工序遥 白云区
野天蓝地绿冶袁 很大程度决定于此遥 2006
年袁浓缩员工发挥聪明才智袁对整个生产
线进行优化整合袁大胆甩掉赘物袁从细节
入手改造管道袁 继零排后又实现了净化
水优质达标袁 使锅炉除尘冲灰完全不用
补充新水袁每年节约各种费用 150 万元遥

三
近几年供电系统规模日益庞大 袁

供电车间员工每年操作达 13000 次之
多遥 车间员工非常注重细节袁2006 年下
半年袁女工朱丽深夜两点发现设备超温袁
及时排除隐患避免了一起危及整个西片
区的大事故遥 2006 年袁车间完成了热电
厂单机容量最大尧 对系统影响最大的 7
号尧8 号发电机励磁系统改造袁为新系统
稳定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电力保障遥

电气车间员工规范倒闸操作袁 加强
计划清扫袁特护大型电机袁创造了全年大
型电机未烧坏一台的惊人纪录遥 2006年
车间进行的优化电收尘气力输灰 PLC
改造和灰渣输送变频改造 袁 每年节电
285.4 万度袁节约成本 101 万元遥

不足三十人的电调车间目前正全员
出动作避雷器防雷预防性试验袁 虽然离
雷雨季节还早袁 但他们习惯走在工作的
前面遥 才结束的新七配全自动综合保护
系统改造也是这样主动寻找机会干
的要要要新七配负责氧化铝生产流程送
电袁 改造只能随氧化铝生产安排见缝插
针地进行遥 一个多月里袁电调员工 24小
时不关手机袁以便有机会就能立即出动遥

车队的各类车辆穿梭在热电厂每一
处需要的生产现场曰大修车间野诊治冶了
热电厂所有的锅炉袁 随时随地为兄弟车
间提供有力外援曰 水化精心为锅炉提供
优质给水袁2006 年对蒸发回水作深度处
理袁工业水作预处理改造袁成功投运生水
预热器袁既提高水质袁又节约能耗遥眼下袁
水化员工想办法改造劣质回水收用方

式袁 解决了分公司能源浪费
难题遥在 2006年 8月供水母
管爆管事故中袁 水化员工全
力收用溶出回水袁 大胆将四

个除盐水箱同时并列使用袁 最终确保锅
炉断工业水 12 小时不停炉袁为氧化铝高
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遥

四
分厂领导班子为一线员工树立了无

声的榜样遥 2006 年 9 月袁 11 号炉炉膛
泄漏紧急停炉袁 厂领导亲自带头钻炉
膛袁 员工们干劲十足袁 最短时间内恢复
了运行遥 2006 年 11 月袁 6 号炉结焦严
重袁 厂长陈阳说院 野我一看到锅炉弟兄
一天到晚打焦袁 就觉得内疚袁 觉得对不
起他们袁 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到家呀 浴冶
这种发自肺腑的真诚关怀是推动热电厂
近年来技改创新及各项工作全面发展的
动力遥 2006 年袁 热电厂克服所有险阻
和挑战袁 为百万吨氧化铝的实现创造了
良好的外部条件袁 各级领导的表率作用
不可小视遥

众人拾柴火焰高遥 2006 年袁热电厂
全厂员工团结一心袁生产运行实现了野安
全尧平稳尧经济尧有序冶的总目标遥 截止 12
月 25 日袁生产蒸汽 554 万吨袁同比增加
16万吨曰自发电量突破 4.5亿度袁蒸汽产
量及发电量均创历史新高袁 提前 6天完
成全年生产任务遥 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再
创历史最好水平遥 1~11月节约生产总成
本 248.6 万元袁 无轻伤及轻伤以上安全
事故袁实现了安全生产管理目标袁在分公
司百万吨氧化铝的里程碑上袁 写下了热
电厂光辉灿烂的一笔遥

一切为了百万吨氧化铝

五年春 华秋
实袁五年沧海桑田遥

五年来袁 碳素
厂在贵州分公司的
领导下袁 坚持科学
的发展观袁 认真落
实常顺清总经理提
出的野一年打基础尧
两年上台阶尧 三年
迈大步尧四年大发展尧五年见成效冶的
企业发展目标袁与时俱进袁创新求强袁
艰苦努力袁取得丰硕成果遥 五年间袁碳
素厂共生产阳极碳块 87.31 万吨袁阳
极碳块年产量实现翻番曰 阴极制品
6.26万吨袁 产能和产量继续保持国内
领先遥 实现了阴极碳块从半石墨质块
向高石墨质块发展袁 阳极碳块向抗氧
化性和高致密性碳块发展袁 销售形势
也由野敏感状态冶走向野忠诚状态冶遥 碳
素厂袁 在走向卓越的道路上踏出了坚
实的步伐遥

创新观念 把产品做得越来越新
2002 年中国铝业改制上市 遥 体

制尧 运行机制尧 员工角色和既得利益
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遥 怎样适应
现代企业制度袁 应对突如其来的变
化袁 碳素厂领导清晰地意识到袁 把员
工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袁 把观念
转变作为各项工作的第一道工序遥 通
过不同层次的培训袁 开启了员工心智
模式遥 野没有市场 袁 现场就黯然失
色 曰 没有现场袁 市场就无力称雄 冶尧
野关注细节袁 把小事做细冶尧 野我的设
备我负责冶尧 野大材大用袁 小材小用袁
废材回收再用冶袁 这一句句员工朴素
的语言生动地演绎了企业管理理念遥

观念决定思路袁思路决定出路遥改
制伊始袁 还停留在自用产品生产的碳
素厂袁调整思路袁阳极系列主动适应大
型电解槽强化电流对阳极块的需求袁
挖掘内潜袁进军外部市场袁边生产边进
行成型机振台等设备适应性改造袁多
次进行工艺调整袁 研制生产出 F 型碳
块遥 外销产品从无到有尧 快速增长袁
2005尧2006 连续两年 5 万吨的外销
量袁实现了新的突破遥阴极系列自主开
发了高石墨质阴极产品袁 并迅速产业
化袁 从 2004 年首批碳块出口印度至
今袁已形成批量生产袁正成为半石墨质

碳块的替代产品销往国内外遥

创新技术 把技术做得越来越精
21世纪袁谁拥有核心技术袁谁就拥有

发展先机遥 碳素厂紧盯国内外碳素前沿
技术袁推陈出新袁精益求精袁开展了全方
位尧多层次和全员参与的技术攻关尧技术
改进和技术开发遥 自主研制开发了大量
技术创新和技术改进项目袁 消除了生产
瓶颈问题袁优化了工艺技术条件袁提升了
装备技术水平袁 有些项目填补了该项技
术国内空白遥 叶延长大型敞开式焙烧炉使
用寿命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曳 等项目已
转化为生产力袁在生产中运用袁取得了可
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遥 该厂原始创新项
目叶高石墨质系列阴极碳块开发曳以其灰
份低尧 导电性好尧 抗钠浸蚀能力强等特
点袁备受专家们的赞许袁国内外客户纷纷
前来洽谈订货遥

与此同时袁 碳素厂积极实施关键技
术和标准推进战略袁 先后申报并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和专利 16项遥 2006年该厂作
为第一起草单位提交的 叶铝电解用高石
墨质阴极碳块产品标准曳和叶铝电解用阴
极糊产品标准曳 又通过全国有色金属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核袁 在国内碳素行业
始终保持着碳素产品的话语权遥

随着野碳素节能降耗环境治理工程冶
等技改项目的全面完成并投入正常运
行袁环境持续改善袁废气废水排放及各项
环保指标全面达标袁工艺技术尧控制技术
更精湛袁 技术装备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
台阶遥 形成了阳极碳块 25万吨/年袁阴极
制品 2.2 万吨/年的生产能力袁 作为中国
铝业阴极碳素制品试验基地袁 已具有强
劲的竞争实力和发展空间遥
创新管理 把管理做得越来越细
管理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助推

器袁 是企业提升竞争能力的先决条
件遥 2004年碳素厂作为中国铝业创

建精益生产模式的试
点单位袁 把先进的管
理理念应用于生产和
发展之中 袁 从 5S 入
手袁 广泛运用先进的
管理方法和工具 袁梳
理消除生产流程和业
务管理流程中的浪费
和不增值现象袁 实现

了降本降耗尧提质提产两大目标遥 同时
开展的支撑项目 TPM 全面生产维修袁
加大了生产操作人员参与设备日常维
护的力度袁操检结合袁自主管理袁以点检
制为核心的设备管理模式已在全厂稳
步推进袁全员参与的设备管理运作机制
基本建立遥

该厂着力于细节改善袁从生产流程
的每一个细节入手袁将成本控制和成本
改善两大职能融入班组生产活动袁探索
并搭建了班组成本精细化管理模式袁实
现了成本管理重心下移尧成本控制关口
前移的重大转变遥 在管理方式上袁从粗
放管理型向精细管理型转变曰在管理状
态上袁 从事后静态核算向事前预算尧事
中控制尧事后分析动态管理转变遥

2005 年碳素厂又借中铝推行标准
量化管理试点单位的东风袁在各项专业
管理中引入标准量化的管理思想和 6滓
管理工具袁以客户心声为导向袁以系统
的过程分析为切入点袁通过指标量化和
差距分析袁提高人员品质尧流程品质尧产
品品质及服务品质袁进而形成企业优良
管理品质袁实现了全流程的持续改进遥

一分耕耘袁 一份收获遥 贵州分公司
碳素厂---中国铝业最大的碳素专业生
产厂袁 五年来在发展的路上袁 播下了种
子袁 撒下了汗水袁 结出了沉甸甸的果
实遥 2005年袁 该厂两项管理成果分获中
国有色金属协会和省企业管理联合会创
新成果二等奖遥 2006年袁 野创建班组精
细化管理模式冶 又荣获中国有色金属协
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曰 叶铝用高石墨
质系列阴极碳块开发曳 项目也荣获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的一等奖遥

创新：
□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