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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以来的五年袁 是热电人最为
难忘袁 最为骄傲的五年遥 热电员工紧
随中铝贵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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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发展步伐袁 全面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袁 生产尧 管理尧
技改等工作飞速发展遥 通过转变观
念尧 创新管理尧 技术攻关和技术创新
的大力实施袁 全厂上下焕发出蓬勃生机袁 落实
科学发展观在生产尧 管理工作中彰显成效袁 呈
现八大亮点遥
产品产量连创新高

2002 年以来袁 氧化铝产量每年以 10 万吨
的速度递增袁 热电厂在设备状况没有得到同步
增加的情况下袁 面对老系统设备老化袁 新系统
9#尧 10#锅炉投产后因设计尧 安装等诸多原因
导致设备启停频繁尧 出力不足袁 特别是在 11#
炉投产前一年半的 野两炉一机冶 保两组溶出系
统生产的特殊时期袁 克服了自身面临的各种困
难袁 攻克了一道道难关袁 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氧
化铝用汽需求遥 蒸汽产量尧 自发电量和转供电
量连年创新高 袁 不断刷新历史记录遥 2006 年
完成蒸汽产量 568.33 万吨 袁 较 2002 年增长
178.38 万吨 袁 涨幅达 45.7%曰 完成自发电量
45579.275 万 kwh袁 较 2002 年增加 20284 万
kwh袁 涨幅达 80.19豫曰 转供电量 62435.371 万
kwh袁 较 2002 年增加 13933 万 kwh袁 涨幅达
28.73豫遥
管理工作创新发展

野严格管理尧 从严治厂冶 逐步成为全厂员
工的共识曰 野三大冶 管理体系规范运行袁 始终
处于受控状态曰 精益生产稳步推进袁 促进了员
工素养的提高和生产工作现场的清洁文明曰 设
备管理从故障检修向计划定修转变袁 制定完善
设备点检尧 润滑基准 袁 推行 野设备点检在机
台冶袁 设备的运行状况有效改善曰 加强煤管等
重点部位的源头管理袁 有效堵塞了管理漏洞遥
在分公司第三次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大会上袁 上
报的 21项管理创新成果有 20 项获奖袁 其中袁

管理创新成果 叶煤管人员教育尧 制度尧 监督并
重的惩防体系建设与管理曳 荣获 2005 年全国
有色系统管理创新三等奖曰 叶清洁生产在大型
工业企业的策划及实施曳 获得分公司管理创新
成果一等奖袁
科技创新硕果累累

坚持每年举办一次员工科技论文发布会袁
努力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 袁 不断推进技术进
步遥 其中袁 循环流化床锅炉气固流仿真研究袁
填补了国内空白袁 获得国内领先的技术成果袁
此成果应用的 9# 锅炉水冷壁运行周期由 2002
年投产初期不足 20 小时延长到 2300 多小时曰
新系统 A尧 B 两台破碎机自营大修袁 实现了进
口破碎机备件国产化曰 7#尧 8# 机组回热抽汽
系统改造后 袁 较过去每小时多发电 2500 ~
3000kwh袁 且因给水温度提高袁 有效提高了锅
炉的运行效率曰 生产过程优化控制袁 建立底层
基础数据平台袁 实现了科学动态的生产调度管
理遥 在分公司第三次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大会
上袁 上报的 21 项技术创新及技术改进成果有
13 项获奖袁 其中袁 叶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攻
关曳 获得技术创新一等奖袁 并被评为技术创新
先进单位袁 进入了分公司技术创新先进行列袁
科技创新结出累累硕果遥
节能降耗效益显著

始终坚持 野安全尧 平稳尧 经济尧 有序冶 的
生产运行管理袁 推行 野调度有序计划管理模
式冶袁 围绕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袁 通过加强煤耗尧
水质尧 制水酸碱消耗尧 锅炉飞灰可燃物尧 蒸发
回水深度处理等一系列技术攻关袁 大力推进全
流程精细化管理尧 降低站内工质损失尧 锅炉中

修替代大修等工作袁 有效降低成本费用袁 节能
降耗取得了显著成效遥 2006 年袁 蒸汽煤耗比
2002 年 降幅 8.04豫 袁 电 耗 比 2002 年 降 幅
10.3豫袁 新水耗比 2002 年降幅 61.3豫袁 柴油耗
比 2002年降幅 59.47豫袁 降本增效走在分公司
前列遥
安全环保成绩斐然

坚持以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为着
力点袁 认真开展安全标准化工厂和无伤害班组
建设遥 特别是 2004 年以来袁 保持了无工亡 尧
重伤尧 重大火灾事故及环境污染事故袁 轻伤事
故控制在目标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良好态势袁 被
贵阳市政府授予 野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冶遥
加强浓缩系统的治理和优化改造袁 实现了浓缩
污水 野零排放冶曰 认真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试点
工作袁 顺利通过了省尧 市专家组的审核曰 加强
煤粉锅炉燃烧优化技术攻关袁 使锅炉烟气黑度
逐年降低袁 烟气黑度一级以下合格率由 2004
年的 45.9%提升至 2006年的 71.5豫袁 为分公司
树立了良好的外部形象袁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遥
队伍素质明显提高

认真开展干部尧 员工业务知识教育培训袁
坚持每年举办一次主管层管理人员思想方法和
工作方法学习研讨袁 不断提升主管人员的管理
能力和管理水平曰 认真开展 野读一本书冶 活
动袁 举办各种形式的读书征文和演讲袁 促使广
大员工摒弃旧观念袁 获取新知识曰 坚持开展员
工岗位技术培训袁 组织员工技能大赛袁 为员工
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袁 引导员工立足岗位成长
成才 袁 摒弃过去普遍存在的 野安于现状 冶 尧

野办法到头尧 潜力挖尽冶尧 野平均主义
大锅饭 冶 等旧观念袁 确立了与时俱
进尧 创新图强的新观念遥 改制以来袁
45 名员工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袁 获
取了工人技师任职资格袁 工人技师人
数是改制初的 6.4倍遥
卓越理念深入人心
五年来袁 热电厂在开展观念创新

教育的同时袁 组织广大干部员工深入学习分公
司企业精神尧目标尧作风尧理念和叶员工手册曳袁结
合实际提出野从我做起袁细微处见精神曰追求卓
越袁寓卓越于平凡冶的热电厂工作理念袁并结合
理念的培育开展野追求卓越百分百冶系列活动袁
将野崇尚素养尧注重细节尧追求卓越冶贯穿于生产
经营和各项管理工作的始终袁 卓越理念深入人
心遥 在 2004年野3.18冶和今年野8.15冶有史以来最
严重的停电尧停水生产自救中袁广大干部员工齐
心协力排险情袁众志成城渡难关袁创造了处理突
发意外事故的奇迹遥
构建和谐成效初显

随时把握员工思想动态袁 帮助员工解决实
际困难袁 维护员工利益 曰 多渠道关心员工生
活袁 实施 野民心工程冶袁 分批对部分员工待机
室尧 更衣室尧 厕所尧 车间会议室进行了改造装
修曰 打造文化平台袁 创办 叶热风曳尧 叶热电之
声曳 等内部刊物曰 组织企业文化推进经验交流
和中铝贵州企业文化成果展示袁 扎实开展社会
主义荣辱观教育尧 员工书画摄影编织作品展尧
员工个人愿景和格言征集尧 杰出员工评选表
彰尧 中铝贵州企业 野热电杯冶 羽毛球赛等企业
文化建设创新活动袁 使企业文化真正做到内化
于心袁 固化于制袁 外化于行袁 营造了和谐的内
部环境袁 构建和谐热电初显成效遥

改制五年 八大亮点
———热电厂落实科学发展观彰显成效

○黄升德 何开祥

(上接第一版)
进入 2006年袁四期电解工程更成

为电解铝厂工作的重中之重遥 在分公
司的统一部署下袁 电解铝厂根据供电
条件的变化情况袁实施通电开槽工作袁
2 月 20 日袁分三批完成了四期电解东
区 140台槽的通电并很快实现全电流
生产遥 2006年 5月 9日袁四期铸造 1#
保持炉组点火烘炉 曰6 月 18 日 袁75T
熔炼炉进铝袁6 月 26 日袁 电解四期工
程四铸造第一批合格 1050 大扁锭产
品下线遥

四铸造具备生产能力后袁 按照分
公司的部署袁 四期后 148台槽的开槽
工作有序展开遥

7 月 23日袁是入夏以来最热的一
天 遥 电解八车间厂房内热浪滚滚 袁
4438# 新开槽旁袁 一群蓝色的身影正
在忙禄着袁当班员工紧固短路口螺杆袁
更换绝缘套筒袁工作紧张有序遥刚干完
新开槽的启动工作袁 他们又迅速转移
阵地袁装炉挂极尧通电焙烧尧启动投产袁
电解工人轮番上阵袁 每天 4台槽的开
槽进度袁让每一个人都累得疲惫不堪遥
工区长郑明强更是昼夜坚守在电解槽
旁袁无暇照顾刚出生的儿子 ,看着一台
台电解槽焙烧了袁启动了袁出铝了袁看
着电解员工刚毅的脸庞尧有力的双手袁
看着电解厂房内宛若长龙的电解槽一
台一台步入正轨袁 四期壮美的画卷正
在徐徐展开遥

2006年 10月 3日袁4150#停电事
件延缓了最后一批电解槽通电的步
伐袁电解员工鏖战五天五夜袁以大无畏
的精神力挽狂澜袁 使停电 5个多小时
的 216 台生产槽尧 停电 17 个小时的
24台启动槽全部恢复正常运行袁将事
故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遥同时袁该厂在最
短的时间内解决四期开槽的隐患袁迅
速恢复开槽遥 11月 9日袁随着 4150裕尧
4151裕 槽同时通电成功袁 四期 288 台
电解槽实现全面通电投产遥

一分耕耘袁 一分收获遥 在这灿烂
的季节里袁 电解人用行动书写着中铝
贵州分公司发展的历史遥 四期电解铝
的建成投产袁 不仅使贵州分公司铝锭
年产量将要突破 40 万吨袁 而且产品
结构得到大幅调整袁 企业核心竞争力
明显增强 遥 梦想 袁 在这一刻成为现

实遥

考验 2006
2006 年袁是改制以来电解生产

任务最重的一年遥 四期通电投产与
老系统生产交叉并行袁 老铸造生产
线成品生产袁新铸造系统产品调试袁
供电机组等设备严重老化等遥 35.8
万吨目标像一副沉甸甸的担子压在
电解铝厂领导班子的身上袁 也压在
了 3200 多名电解员工的肩上遥

随着四期电解开槽工作的推
进袁 电解铸造系统生产的压力与日
俱增袁特别是老系列铸造车间袁在原
有产量的同时还要保证四期新增原
铝的消化遥从年初开始袁分厂就组织
三个铸造车间白班开 野双机冶 保生
产遥

铸造生产现场总是一片繁忙景
象遥 从各个电解车间盛满原铝的铝
包车在这里汇集袁依次过磅袁每一条

生产线上袁 红红的铝液在升腾的水
蒸气里变成一捆捆银色的铝锭袁一
批批优质的高附加值产品遥在这里袁
每一天的成品产量都在千吨以上遥5
月 30日袁铸造三车间打捆机突然出
现故障袁此时袁生产线上的铝锭还在
源源不断往前输送袁情况十分紧急遥
野快!赶紧人工堆垛遥 冶车间主任王黔
生大声喊道遥不一会儿袁一米多高的
铝锭就堆好了 4尧5捆袁 等两个多小
时设备恢复正常后袁 他们人工堆垛
30 余吨袁车间三名领导个个手臂酸
麻袁员工们的手掌都磨出了血泡遥

下半年袁产量进一步加大袁铸造
车间更繁忙了遥 员工们 8小时的工
作时间安排得满满的袁24 小时开双
机生产更成了家常便饭袁 连交接班
都只能在现场进行遥

12 月份袁是一年中最困难的时
候袁由于四铸造产品调试袁所有的电
解原铝全部压到老系列生产遥

12 月 23 日零点袁 调度室里异
常繁忙袁 电解压铝的告急电话一个

接一个遥 铸造一车间主任张金明连夜
赶到厂里袁 马上安排袁 尽最大能力进
铝遥 白班袁车间三条生产线上袁铸造员
工连续作战袁手套磨破了袁中午饭都顾
不上吃袁一直干到下午四点半袁仅一个
班产量就突破 200 吨遥

要提产袁确保平稳供电是关键遥供
电二车间整流设备已超期运行达 7年
之久袁要实现强化电流的目标袁就像小
马拉大车袁压力非常大遥车间采取有针
对性的管理措施袁 加强了对设备的检
查尧清扫尧消缺袁运行人员每 4 个小时
巡视一次袁 检修人员对露天变设备不
定期清扫袁 用红外线测温仪随时进行
监测袁同时增加设备点检项目袁车间每
月组织大检查遥一年来袁共发现并排除
设备隐患 16起袁为电解生产提供了保
障遥

四系列全线投产的最重要一环取
决于供电系统袁这对于四期供电设备袁
压力可想而知遥这两年袁国内多家企业

相继出现国产供电机组爆炸的事故袁
让每一个搞供电运行和管理的人都捏
着一把汗遥怎么办袁供电四车间员工所
有的精力都投于设备攻关改造上袁他
们先后开发的十余项重要技术创新成
果全部应用到实际生产中袁 解决了制
约投产的一大难题遥同时袁利用先进的
技术随时对机组进行检测袁加强巡视尧
监护袁确保了平稳供电遥
成 就 2006

2006 来 袁 电解铝厂有三项指标
创 下 历 史 记 录 遥 全 年 交 库 产 量
36.2678万吨袁 超年初目标 12678 吨袁
吨铝综合交流电耗实现 14692Kwh/t.
Al袁 比 2005 年降低 203Kwh/t.Al曰 高
附加值产品完成 77933吨袁 同比增长
13500 余吨遥

2006 年袁经过三年低谷的电解生
产迎来了明媚的阳春三月遥 解除拉闸
限电的困扰袁 电解铝生产一派欣欣向
荣生机勃勃遥电解员工憋足了一股劲袁
努力保持电解生产满负荷运行袁 老系

列平均生产槽昼夜一直保持在 542 台
的高线袁 通过强化电流增产使原铝产
量大大提高袁 产量达到了 25.4412 万
吨袁加上四期全线投产袁年产量一跃达
到了 36.2678万吨的历史新高袁 电解
铝厂的生产和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
期遥

这一年袁 成立了国内首家电解铝
工艺研究室袁集中人才资源袁专注于电
解生产提质降耗的研究遥 他们在对电
解节能降耗上有重要意义的降低效应
系数及槽电压 渊双降冤 上加大攻关力
度袁自主研发新型槽控机软件袁并成功
运用在而尧三系列 208 台电解槽上袁此
项技术对进一步降低阳极效应系数和
持续时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遥此外袁该
厂成立了供电系统科技实验室袁 挑战
供电技术难关袁 提高了直流电源运行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遥

精铝生产亦是 2006 年电解铝厂
的一大亮点袁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攻关袁

60KA 纯氟系精铝生产攻关取得突出
进展袁通过对电解质体系的优化袁以及
各种有效的改进措施袁 精铝槽稳定性
显著增加袁80%槽子保持在一级品内袁
而且质量特级品率逐月上升袁 提前 3
个月实现攻关目标袁 并有 470 吨产品
远销日本遥同时袁通过开展固体铝电极
上槽实验袁严格控制生产技术参数袁提
高操作质量等手段袁使精铝电耗尧石墨
电极消耗显著降低遥

感动 2006
2007 年 1 月 5 日袁 中心组学习遥

在二楼会议室袁 电解铝厂领导班子在
一起讨论野2006 电解优秀员工冶的评
选活动袁气氛异常热烈遥

胸怀全局袁 心底无私遥 这不仅仅
是对电解厂领导和管理人员的肯定袁
也是对 3200 多名普通员工的褒扬 遥
一年来袁 电解厂历经种种困难与考
验袁 而每一次电解人都能化险为夷袁
这是人心的凝聚袁 是电解人精神的升
华遥

10 月 3日四期抢险现场袁分不清
谁是领导谁是员工袁 没有岗位工种的
限制遥 抢险救槽袁尽快恢复生产浴 每一
个人都为这同样的目标袁 他们与时间
赛跑袁与高温作战袁昼夜奋战在电解槽
旁袁为抢险赢得了宝贵的时机遥他们之
中有新婚之夜赶回来的工区长 袁有
100多个小时没有回一趟家的车间主
任袁而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员工遥电解
一车间陶林尧 电解三车间杨水河等普
通的电解工人在本车间上完自己的白
班后袁中班又赶到四期现场支持抢险袁
电解四车间员工颜建光袁 事故发生后
每天都准时赶到四期抢险袁 没有谁知
道他重病的父亲在这几天里两次病
危遥五天的时间里袁该厂仅普通员工就
有 612人投入抢险救槽袁 超时工作达
11240个小时遥

11 月 18 日凌晨 1院14 分袁供电二
车间 220KV1#进线开关跳闸袁面对严
重老化尧又无备件可更换的供电设备袁
下一步还会发生怎样的状况谁也无法
预料遥生产告急袁供电二车间领导员工
心里更急袁 连续五天袁 他们每天工作
10 多个小时袁更换开关袁修复零部件袁
检修人员顶着凛冽的寒风袁 严格按照
复杂的安装程序操作袁 在最短的时间
内恢复了全电流遥

机修车间员工全力以赴保铸造设
备运行袁小事不过班袁大事不过夜袁只
要设备出故障袁检修人员随叫随到遥在
各铸造双机作业袁 无法停机检修的情
况下袁充分地利用生产准备尧交接班的
间隙对设备进行检修袁 为全年任务的
完成立下了汗马功劳遥

被白云区授予见义勇为光荣称号
的护厂民兵张亚凡袁为保卫国家财产袁
临危不惧袁 与穷凶极恶的偷铝分子进
行了英勇搏斗袁身上连中五刀袁谱写了
一曲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战歌遥

还有那一群勇于创新尧敢于创新尧
善于创新的年轻人袁 为了新型槽控箱
的研制倾尽全部智慧和汗水袁 而不求
任何回报遥 野只要有自己追求的事业袁
有展示才华的舞台袁 能够实现自己的
人生价值袁这就足够了遥 冶

岁月无痕袁青春无悔遥 历史会留下
这些深深浅浅的足迹袁会记住在这不平
凡的岁月里的这一群平凡的电解人遥

2006 ， 电 解 回 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