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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元月份前半月袁氧化铝日均实产 2920 吨袁成品
氧化铝 3030 吨袁 分别比去年日均产量提高了 114 吨和 215

吨袁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曰各项生产工艺技
术指标稳定袁保持了高产稳产的强劲势头遥

为了开好头尧 起好步袁 为全年生产打
下好基础袁 氧化铝厂狠抓元月份生产组织
控制袁 强化两个溶出系统的进料量遥 各车
间认真执行日作业计划要求袁 根据冬季生
产特点 袁 加强生产工艺尧 设备和安全管
理袁 实施重点工艺重点控制袁 重点指标重
点监控袁 采取有效措施对工艺物料保温提
温袁 科学合理组织生产遥 同时袁 氧化铝厂
努力稳定技术条件袁 抓好节能降耗袁 努力
实现首月开门红袁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职代
会的召开遥 渊赵光宇冤

氧化铝厂新年生产起步良好

本报讯 新年伊始袁机械厂中心试验室传来喜讯院该试验室
全面质量管理小组 QC 成果要要要叶溶出系统压力管道超声波检
测方法的研究曳荣获 2006年度野国优冶称号袁同时袁该小组还获得
了野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冶的荣誉遥

机械厂中心试验室 QC 小组在分厂尧 车间两级领导的鼓励
和支持下袁针对现场实际选择课题袁解决各种难题袁焕发出蓬勃
生机和旺盛活力遥 小组先后获得 2003年度尧2004年度有色金属
工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袁叶修旧利废 ,合理利用 ,降低长度计量器
具成本曳成果荣获 2005 年度野省优冶称号遥 渊李 珊冤

机械厂中试室QC成果获“国优”称号

本报讯 氧化铝厂贯彻实
施分公司野污水零排放冶战略袁
大力加强治水节水工作 袁2006
年产量达到 102 万吨袁比 2001
年翻了一番袁 而用水总量却下
降了一半遥 该厂生产中运用的
野氧化铝污水处理回用系统冶项
目袁 被授予国家重点环境保护
使用技术野示范工程冶称号遥

在巩固 野污水零排放冶成
果基础上袁该厂充分发挥野氧化
铝污水处理回用系统冶的作用袁
积极研究和掌握新的水平衡袁
注重生产用水原则袁 优先使用
氧再生水尧东水尧赤泥回水尧洗
马河污水袁 尽量做到少用或不
用新水袁 以再生水资源替代工
业新水消耗遥 2006 年袁该厂全
年使用再生水量 1227 万立方袁
补充东水 84.14 万立方袁 补充
洗马河污水 48.44 万立方 袁实
现了节约新水投入尧 降低能源
消耗的目标遥 特别在 2006 年
野8.14冶主供水管线爆管断水 31
小时情况下袁 再生水发挥了重
要作用袁 使铝氧生产创下了停
水不停产的奇迹遥

今年一开年袁 该厂又修改
完善治水节水考核制度袁严格管理考核袁努力
寻求新突破袁再创新佳绩袁为分公司节水工作
续写新篇遥 渊赵 锦冤

着
力
治
水
节
水

持
续
节
能
降
耗

氧
化
铝
污
水
处
理
回
用
成
效
显
著

本报讯 元月 17日上午袁贵州铝厂团委在文化
宫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 总结 2006 年 野青安岗冶工
作袁签订 2007 年青安岗安全承包责任书遥 厂尧分公
司 24家二级单位共青团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遥

会议首先传达了 2007 年厂尧分公司安全生产工
作会议精神袁对 2006年野青安岗冶工作进行了总结袁
对近期重点工作特别是春节前后的青安岗工作进行
了安排布署遥 会上袁贵州铝厂团委与下属 24 家二级
单位共青团组织签订了 2007 年青安岗安全承包责
任书遥签订仪式结束后袁贵州铝厂团委副书记李锐对
2007 年青安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遥 渊冉袁川冤

厂团委部署2007年青安岗工作

2006 年袁 电解铝厂
3200 多名员工与企业同
呼吸共命运 袁 在分公司
实施 野四年大发展 袁 五
年见成效 冶 发展目标的
关键之年 袁 用踏实的步
履阔步前行 遥 这一年 袁
电解人一举拿下 36.2678
万吨产量 袁 顺利实现四
期电解铝工程的全面投
产 曰 这一年 袁 电解人取
得精铝攻关的突破 袁 创

下电解降耗的新高曰 这
一年 袁 电解人克险阻 袁
度难关 袁 生产线上龙腾
虎跃袁 刷新历史 袁 创造
奇迹遥 这一年 袁 电解人
用辉煌的业绩实现了中
铝贵州企业发展史中里
程碑式的跨越遥
梦圆 2006

2006 年 11 月 9 日 袁
凝结着贵铝人心血和希
望的四期技改工程终于

迎来了全线投产的盛典遥
从 2003 年 8 月工程奠基
开始 袁 电解四期工程就
承载着太多人关注的目
光遥 在 3 年多的时间里袁
电解人积极参与 袁 克服
工程建设之初的艰辛 袁
供电系统改造投产攻坚
的艰难 袁 投产与正常生
产交叉的难题袁 2005年袁
实现了首批 80 台电解槽
的通电遥 渊下转第四版冤

，电解回眸
廖潇蕾 杨 柳

本报讯 1月 12日袁 贵州分公司在图书
馆多功能厅召开 2007年安全生产工作会遥分
公司领导柳健康尧黎云尧刘建钢和厂工会主席
陈刚出席了会议遥

会议由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建钢主持遥
会议就 2006 年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

总结袁并对 2007年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遥 柳健康副总经理受常顺清总经理委
托袁分别与氧化铝厂尧电解铝厂尧安全环保部尧
生产运行部等 31 家单位尧 部室签订了 2007
年安全环保责任书遥

会上袁 柳健康副总经理就 2007 年的安
全生产工作提出了要求遥 他指出袁 2006 年袁
分公司的各项生产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袁
但安全生产工作依然存在问题袁 形势不容乐
观遥 他要求袁 2007 年袁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
安全 袁 全面落实去年 野12.14冶 安全紧急会
议精神袁 要持之以恒地开展好三大管理体系
运行工作袁 狠抓现场安全管理和安全责任制
的落实曰 要加大安全隐患的排查力度袁 加强
重大危险源点的辩识尧 控制和管理 曰 对粉
尘尧 烟气尧 废水污水尧 废渣等的治理要持续
推进 曰 要营造积极向上的企业安全文化氛
围 袁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企业安全文化理
念袁 打造一支来之能战尧 战之能胜的企业团
队袁 为圆满完成 2007 年的各项生产经营工
作奠定坚实基础遥

会上袁 热电厂尧 动力厂尧 装备能源部尧

生产运行部尧 安全环保部等单位部室先后作
了交流发言遥 会议还对 2006 年度 野无伤害
班组冶 进行了命名袁 表彰了 35 个 野安全生
产先进班组冶遥

分公司各单位尧 部室第一责任人及主管
生产 尧设备尧安全尧环保的负责人袁2006 年度
野安全生产先进班组冶 代表和厂武装保卫处尧
工会尧 团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 100余人参加
了会议遥 渊本报记者 胡晓其冤

本报讯 1 月 15日袁 贵州铝厂在房管中
心新楼会议室召开 2007年安全生产工作会遥
周利洪尧何维尧曹跃清尧陈刚尧邹善能等厂领导
出席了会议遥

会议由邹善能副厂长主持遥
会上袁曹跃清副厂长就 2006 年的安全生

产工作作了总结袁并对 2007 年安全生产工作
进行安排遥 曹跃清说袁2006年袁贵州铝厂紧紧
围绕中铝公司安全管理工作要求袁克服困难袁
扎实工作袁全年未发生一起轻伤以上事故袁圆
满实现了安全管理目标遥对于 2007年的安全
生产工作袁 他主要从以三大体系运行平台为
依托的野一尧四尧七冶安全管理模式曰建立完善
企业安全文化理念和从上至下的安检体系袁
形成安全动态管理曰完善奖惩考核制度尧应急
救援体系尧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尧安全教育
培训机制尧临时用工管理机制曰加强安措审批
和四方汇签制度的落实曰 夯实基础管理等方
面进行了安排遥

在安全责任书签订仪式上袁 周利洪厂长
与铝型材厂尧房管中心尧服务中心尧生产技术
处尧企业发展处等厂属各单位尧子公司和各处
渊部冤室共 28家单位签订了 2007年安全生产
目标责任书遥

随后袁 周利洪厂长作了重要讲话遥 他指
出袁这次会议是跨入新年的第一个会议袁体现
了党委尧厂部对安全工作的重视袁更体现了安
全工作的重要性遥为了进一步做好 2007年的
安全生产工作袁周利洪就野为什么要抓安全钥冶
和野如何抓安全钥 冶这两个问题从思想认识到
行动落实上进行了阐述遥他要求袁要进一步提
高认识袁统一思想袁全面落实去年 野12.14冶安
全紧急会议精神袁把安全工作放在第一位遥要
坚持以人为本袁做到全员性尧全方位尧全天候
抓安全袁使安全工作在时间上不断档袁空间上
没有缺项袁确保有效的制度得到有效的执行遥
要以三大体系为平台袁有效的制度为手段袁提
高认识为途径袁 实实在在地提高安全管理的
有效性袁 杜绝盲目性遥 各单位要按照厂部要
求袁结合自身实际把安全工作抓好尧抓实尧抓
到底袁决不能出现野说起来重要袁做起来次要袁
忙起来不要冶的情况遥

房管中心尧服务中心尧铝型材厂尧建筑工
程公司等单位在会上进行了交流发言遥 全厂
各二级单位负责人尧总厂各处渊部冤室负责人尧
各单位主管安全负责人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参
加了会议遥 渊本报记者 胡晓其冤

厂分公司召开 2007年安全生产工作会

本报讯 元月 9 日袁野中华慈善
事业突出贡献奖冶 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颁奖袁 中铝贵州企业被授予中华
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遥

野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冶是
表彰 圆园园圆年以来特别是 圆园园缘年中
华慈善大会召开之后对我国慈善事
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尧集体尧个人
和各类慈善项目遥 由总会各会员单
位提出申报袁 中华慈善总会统一评
定授予遥中铝贵州企业自 2002年以
来袁积极回报社会袁襄助慈善事业及
公益事业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袁特别
是在扶贫帮困送温暖等活动中袁捐

款捐物折算人民币就达 460多万元遥 2004年底的印
度洋海啸袁 全企业上下慷慨解囊袁 短时间内就捐款
30多万元遥 渊本报记者 肖春生冤

贵铝荣获“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

本报讯 1 月 9日袁 由国家发改委冶金
处处长李云卿带领的国家发改委尧 国土资
源部调研组一行 3人袁 在省经贸委有关负
责人的陪同下袁 到贵州分公司调研企业改
革发展情况袁 受到常顺清尧 曹跃清尧 谢青

松等厂和分公司
领 导 的热 情欢
迎遥

在常顺清 尧
曹跃清尧 谢青松
等厂和分公司领
导的陪同下袁 调
研组一行来到氧
化铝厂一溶出车
间和焙烧车间进
行实地考察遥 氧
化铝厂厂长王奎
向调研组汇报介
绍了氧化铝厂的
生产情况袁 以及
技术创新尧 节能

降耗等方面所作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遥 通过
考察袁 调研组对贵州分公司大力开展技术创
新尧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尧 大胆实施跨越式
发展战略给予了高度评价遥

渊文 辕姜文卓 图 辕赵光宇冤

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调研组到分公司调研

本报讯 元月 5日袁贵州分公司召开科技创新工
作座谈会遥 分公司主体生产单位领导袁各二级单位主
管科技工作的领导尧 部门主管和优秀科技工作者代
表袁各部室负责人及代表共 6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遥

会上袁技术开发部经理邹韶宁总结了 2006年科
技创新工作袁并谈了 2007年科技创新工作思路遥

黎云代表分公司袁向在改革尧创新尧发展中做出
贡献的各级领导和科技人员袁 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
感谢遥黎云要求各单位在 2007年一定要加强科技宣
传袁并把该项工作作为申报科技奖励的必要条件遥

与会人员还分别就科技创新的成效袁 采取的管
理模式和方法措施尧激励手段袁以及今后两年的创新
方向和思路等进行了交流和讨论遥 渊门三泉冤

分公司召开科技创新座谈会

本报讯 近日袁 西南铝业集团公司常务副经理
蒋太富袁率该公司技术尧投资等部门负责人来到电解
铝厂考察遥

西南铝客人对电解铝厂装备水平尧 技术水平和
安全环保情况进行了了解遥 双方人员就公司的生产
经营情况尧发展目标尧以及近几年的生产规划进行了
沟通袁同时就市场的需求尧产品质量的提高尧品种规
格的要求互相交换了意见袁 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合
作和协作袁沟通信息袁使野上游冶的生产与野下游冶的加
工更好的衔接配合袁达到双方的共赢遥 渊廖潇蕾冤

西南铝客人到电解厂考察

本报讯 1月 8 日袁 第一铝矿召开采矿工作会袁
进一步研究确定 2007年银厂坡井下采矿方案遥该矿
领导以及计划企管科尧生产技术科尧安全环保科尧装
备供应科等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遥

与会人员围绕如何更好完成 2007 年银厂坡矿
16万吨采矿计划袁就井下采矿方案的若干细节及采
场管理进行了仔细分析和充分讨论袁最后敲定 2007
年银厂坡井下采矿方案袁 提出了加强基建采场的矿
石回收尧 严格执行井下矿山开采规范和有关管理制
度尧加强地质资料的收集整理等措施遥 渊陈凤鸣冤

一矿确定银厂坡采矿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