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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2年重组改制以来袁 电解
铝厂顽强拼搏袁励精图治袁创新求强袁
取得辉煌成绩遥五年间袁电解 共生产
电解铝 130 万吨袁 产能规模日益扩
大袁 高附加值产品产量 25 万吨袁 产
品结构有效调整袁 各项技术经济指
标进一步优化袁 管理工作逐步趋于
规范化尧 制度化尧 科学化遥

以人为本重刚情 改革改制与时进
2002 年改制之初袁电解铝厂对全厂管理机

构进行重新调整袁将机关原有 30个科室重组整
合为 14 个科室袁机关干部从 213人精简到 113
人遥 通过内部调剂尧整合机构尧责任重新划分等
措施袁按内培和外培相结合袁现场教学和脱产培
训相结合的方式袁共培训 351 人袁满足了 288 台
电解槽的生产需要遥 试推行了班组员工优化配
置尧落岗制尧大工种尧一专多能等新的管理举措袁
推行大工种袁撤销尧合并部分工种遥 在部分电解
车间进行了干部尧骨干岗位交流试点袁对管理干
部尧业务骨干实行动态管理遥

工程建设强推进 产能规模速扩大
改制以来袁 随着四期电解铝和铸造工程的

逐步建成投产袁精铝工程的改造投产袁合金圆锭
和三铸造连铸连轧生产线的改造成功 袁2006
年袁 全厂完成交库铝锭 36.2678 万吨袁 比 2001
年增产 48.47%遥 四期电解铝工程已实现满负荷
生产袁2007 年既可年产 40 万吨以上袁产能规模
日益扩大袁重回全国电解龙头老大指日可待遥

2003 年 8月 20 日袁 四期电解铝工程破土
动工遥 放弃精铝工程原设计方案袁 自行设计改
造袁 完成了精铝槽内衬尧 短路口等改造和启动
技术开发遥 特别是苦战 87 天袁 完成了整流系
统改造的技术攻关袁 2005 年年初实现 30台开
槽目标遥 合金大扁锭生产线的成功投产袁 填补
了用电解铝液直接铸成铝及铝合金锭坯生产技
术空白袁 综合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遥 成功开
发出合格的系列铝合金大扁锭袁 受到用户好
评遥 一铸造变形合金成功实现扩产改造袁 并成
功开发了 6061 大直径圆铸锭袁 优质的产品还
远销韩国和美国遥 三铸造连铸连轧技改工程经
过近一年的安装和调试袁 于 2004 年 7 月试产
成功袁 该生产线具备普通线杆 3.5 万吨和合金
线杆 3000 吨的生产能力遥

科技创新亮纷呈 产品结构得调整
电解铝厂坚持科技兴厂袁 强调自主创新开

发遥 60KA 精铝槽纯氟系精炼技术开发袁整体水
平达到了国际先进袁 其中环保效果及焙烧启动
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遥新精铝项目的开发袁
填补了国内铝精炼纯氟电解质体系生产工艺零
的突破袁 获得了电解精炼槽焙烧启动尧 湿法启
动尧混合料焙烧启动袁电解精炼用纯氟化物电解
质体系等四项发明专利及一项实用新型专利袁
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铝工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地
位遥这项技术被评为 2004年度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遥

电解铝厂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袁
相继进行了 叶大直径铝合金圆铸锭技术开发曳尧
叶 6000 系大直径铝及铝合金圆铸锭产业化研
究曳 等技开项目遥 应用先进的气幕铸造生产工
艺技术袁 生产出国内第一根 380mm 大直径规
格合金圆铸锭遥 独立自主开发了市场前景看好
的 6005尧 6005A尧 6082尧 6061 铝合金遥 其中 袁
6082 铝合金成分稳定袁 产品外观光滑袁 晶粒
结构致密均匀袁 抗腐蚀能力特强袁 整体水平达
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遥 2003 年获中国有色行业
协会科技进步三等奖遥

搞好产品开发袁迅速拓展市场遥该厂针对我
国高纯铝产量严重不足的实际袁 电解铝厂与科
研院校寻求合作遥 2003 年底袁与上海交通大学
共同合作开发的叶高纯铝提纯技术创新及应用曳
取得成功遥 与老工艺相比 袁 吨铝能耗降低了
11448kwh, 人工成本降低了 14.85 元/kg袁 经济
效益明显遥 这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
工艺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袁 打破了国外对高纯
铝提纯技术的垄断袁 提升了我国铝工业的国际
竞争能力袁 而且为我国国防高科技产业和航空
航天业提供了有力的材料保证遥

叶SCR-AL-3500 连铸连轧机换辊装备技

术开发曳尧叶电解铝液直接铸造 6201 高强度铝合
金线杆技术开发曳 两个项目分别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遥 开发成功的 渍380 大直
径铝合金圆铸锭新产品开拓了市场袁 形成了新
的经济增长点遥

节能降耗挖内潜 生产成本须受控
电解铝厂在成本管理上认真执行各项管理

制度袁 把工作做实做细遥 分厂通过指标的层层
分解落实袁 使广大干部员工真正转变陈旧的成
本管理观念遥

全面实施定额控制袁依靠定额节能降耗遥厂
部根据各电解车间的实际情况强化物资消耗定
额管理袁严格审核物资计划袁分别下达氧化铝尧
氟化盐消耗指标遥针对氧化铝的消耗情况袁厂部
定期于每周召开一次氧化铝消耗分析会议遥

加大了重油管理力度袁 合理调配保持炉运
行台数袁 每月严格按照预测产量下达重油指
标遥 切实搞好水尧 汽尧 风等能源使用管理袁 降
低消耗遥 厂部按月给各单位下达水尧 汽尧 风使
用量袁 限额使用袁 定期对各类计量仪器仪表进
行试验曰 重点加强铸造循环水池和各单位澡堂
用水的管理袁 对全厂厕所用水全部改用再生
水袁 有效降低水耗遥

科学管理重落实 管理水平上台阶
五年来袁电解铝厂把质量管理尧职业健康安

全和环境管理尧计量检测管理尧标准量化管理作
为重点袁全面推行以点检制为核心的设备管理袁
严格执行资源管理计划(ERP)遥

强化 ISO9000 质量体系运行袁 狠抓产品
质量过程控制袁 严把质量检查关袁 确保产品质
量 遥 坚持强化 HSE 体系的运行管理 袁 强化
叶安全生产法曳 的学习遥 在全厂开展创建 野无
伤害班组冶 建设并组织验收遥 安全工作取得了
无工亡尧 无重伤尧 无重大设备事故袁 千人负伤
率低于控制指标的好成绩遥

认真抓好清洁生产遥 填报了主要
生产设备调查统计表尧 主要物料输入
输出统计表 袁 广泛收集类比企业资
料袁 绘制全厂工艺流程图袁 确定电解
三车间尧 铸造二车间作为两个重点审
核车间曰 补充完善了工艺流程尧 物料
输入输出 尧 污染因子分析等技术资
料袁 共收集并组织实施清洁生产方案

40 项袁曰 编制完成 叶电解铝厂清洁生产审核
报告曳袁 为分公司通过清洁生产审核做出了贡
献遥 建立健全了办公系统网络袁 实现了办公自
动化袁 逐步消除了报告尧 文件尧 资料满天飞的
现象袁 基本实现无纸办公遥

党建工作抓不懈 营造和谐好氛围
改制以来袁电解铝厂通过抓党建袁带队伍袁

抓形势与任务教育袁强化了员工思想政治工作袁
野从严尧求实尧攀登冶的电解人精神进一步增强遥
尤其在 2004年野3.18冶尧野3.19冶意外停电和 2006
年野10.3冶抢险保槽等困难面前袁充分检验了党
员队伍和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遥

五年间袁 该厂始终把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放
在首位袁坚持和完善了党支部野绩效管理冶考核袁
各支部的考核分逐年提高遥坚持了发展党员野16
字冶方针袁5年来供发展新党员 140人遥 2006 年
4月袁召开了电解铝厂第一次党代会遥 加大宣传
报道工作力度袁多方面尧多渠道反映生产经营成
果和电解员工昂扬的精神风貌袁 进一步鼓舞员
工士气遥拨出专款用于改善员工工作休息环境遥
积极制作文化展品参加分公司企业文化交流大
会袁充分展示电解人风采遥

一分耕耘袁 一分收获遥 五年来袁 电解铝厂
历经了太多沧桑袁 经受了太多风雨袁 但勤劳勇
敢的电解人袁 硬是凭着那种坚忍不拔袁 永不服
输的精神袁 一步一步地挺了过来袁 凭借优异的
生产经营成绩袁 连续五年被评为贵州分公司
野先进生产单位冶袁 电解铝厂党委被贵州省国资
委党委评为 野先进基层党组织冶遥

不经历风雨 那能见彩虹
———电解铝厂“五年见成效”工作回顾

□谭彬 张虹

本报讯 截止元月 31 日 袁
碳素厂共完成阳极组装块 19032
吨尧 外销阳极 2752 吨尧 阴极块
1020 吨 尧 阴极 180 吨 袁 胜利实
现元月生产开门红遥
元月份袁 碳素厂加强现场动

态调整袁 平衡好煅后焦与成型生
产尧成型与焙烧尧焙烧与组装尧加
工的生产袁 确保阴阳极生产的顺
利进行遥 同时狠抓安全生产责任
制落实袁在抓产品质量上袁实行上
下工序密切配合袁强化质量控制遥
在阳极外销块生产中袁 克服模具
更换平凡袁精心调整技术参数袁产
品质量进一步提高遥 渊索绍愚冤

本报讯 截止 1 月 29 日 袁
热电厂发电为首月生产任务的
107%袁生产蒸汽 43 万吨袁满足了

氧化铝生产用汽需求遥煤尧水尧电尧
柴油等经济指标控制在计划范
围袁提前完成首月生产任务遥

元月份袁 热电厂部先后完成
了 11 号炉水冷壁 尧 6 号炉本体
及辅机尧 9 号和 10 号电收尘大
修后的调试袁 以及 7号尧 8 号汽
轮机组及除氧器消缺遥 供电与电
调车间尽可能利用天气晴好的机
会抓紧预防性试验袁 做好设备计
划性清扫定检袁 对老六配遭外单
位施工毁坏的 200米电缆进行重
新铺设袁 确保了西片区供电的安
全平稳遥 浓缩车间完成了 2 号及
3 号碎渣机改造遥 水化车间抓紧
收回溶出回水和蒸发回水袁 尽可
能减少新水消耗袁 从而实现了生
产开门红遥 渊肖荣丽冤

本报讯 截止元月 26 日 袁
第一铝矿完成机械剥离 15004 立
方米袁 为月计划的 100%曰 完成
供 矿 25657 吨 袁 为 月 计 划 的
107豫曰 提前 5 天完成 1 月份生
产任务袁 实现首月开门红遥

元月份袁 阴湿寒冷的天气给
矿山露天作业生产带来极大困
难遥 面对人员不变尧任务加重尧设
备陈旧尧 作业环境恶劣等不利因
素袁 第一采剥队对运矿车辆和破
碎系统设备实行强制保养制度遥
第二剥队采取中午不停钻袁 设备
抢修不过夜等有效措施袁 确保了
机械剥离穿孔尧 爆破尧 铲装工序
的顺畅 遥 运输车间每天派出人
员袁 在生产现场加强运输车辆和
运输道路的维护保养遥 机电车间

组织人员及时抢修因凝冻断裂的
供电线路袁 保障了全矿生产尧 生
活用电遥 渊孙林 罗胜泉 崔义冤

本报讯 元月份 ,建筑工程公
司完成施工产值 361.9 万元 ,超计
划 11.63%, 顺利实现了开门红遥

元月份袁 该公司面对天气寒
冷 尧 多雨 尧 施工组织困难的实
际袁 扎扎实实抓好家属区道路改
造 尧 氧化铝厂大蒸发拆除 尧 10
万吨铝合金铸锭工程平场尧 贵铝
宾馆大修和塔山公园连心塔的施
工收尾等工作遥 承担施工任务的
各项目部袁 积极组织了施工技术
力量 袁 严格按照工程质量的要
求袁 保证了工程进度和质量遥 公
司安全部门坚持定期深入施工现
场袁 加强对施工重点环节和薄弱
环节的检查 袁 保证了施工的安
全遥 同时袁 该公司加大了对工程
项目的结算工作袁 确保了产值计
划的实现遥 渊谢凌宇冤

碳素热电一矿建筑元月份生产实现开门红

氧化铝厂十分注重对生产设备尧 工艺流程管网的
消缺尧 优化袁 通过恢复设备尧 管网的性能实现铝氧的
稳产高产遥 图为焊工在焊接流程管道遥 赵光宇 摄

元月 17
日袁 热电厂
供电车间 50
名员工齐心
协力 袁 冒着
严寒完成老
六配 200 米
电缆放线工
作袁 为供电
的安全稳定
运行做出了
贡献遥
黄升德 摄

□ 新 闻 图 片 □

本报讯 电解铝厂含氟 1000 吨仓内
氧化铝由于受潮结块袁 造成八车间西区
4# 净化系统大面积堵料 袁 整个八车间
的生产供料出现困难遥 为此 袁 分公司
领导提出了改造方案遥 1月 22日袁 首套
四浓相物料输送系统改造获得成功遥
此次改造工作由贵阳铝镁设计院和

分公司设计院提供设计图纸袁 定制特殊
溜槽袁 在电解铝厂设备科与相关车间全
力配合和协调下袁 设备制安公司连夜施
工袁 克服诸多困难袁 将供给烟气净化系
统投料的主溜槽袁 临时拆装尧 转接到含
氟仓下超浓相输送系统的起始点上袁 将
新鲜氧化铝输送到八车间的电解槽上遥
施工队伍现场改装 3#和 4# 净化系统的
新鲜氧化铝溜槽袁 还连夜制作了第一台
分料箱 袁 并安装在 4337 ~4352# 槽区 袁
经试用能够将仓内的结壳块挡在分箱
处袁 达到改造目的 遥 经过安装尧 调试袁
四系列三厂房西区顺利将新鲜氧化铝输
送到超浓相系统的 4336 ~4372# 槽上 遥
目前袁 其它相关的改造工作正在全面展
开袁 预计全部改造完成将持续近 20 天
的工期遥 (张仟书 龙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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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16 日袁 氧化铝厂广大员工顶着三
九严寒奋战在生产检修现场袁 为的是抢在春节前
夕袁 完成一次大规模设备检修消缺遥

此次检修以一溶出系统消缺为重点袁 涉及 8 个
车间袁项目多达 95 项遥该厂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袁使
此次计划检修安全顺利地完成遥 渊赵光宇冤

氧化铝厂做好设备检修消缺

本报讯 1 月 18 日下午袁 碳素厂召开第二次
TPM 渊全面生产维修冤 经验交流大会遥 分公司副
总经理刘建钢参加了会议遥

碳素厂厂长张衡总结了该厂开展 TPM 活动的
情况袁 并对今后的活动提出了要求遥 刘建钢对碳素
TPM活动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遥 他指出袁碳
素厂在分公司是第一家进行 TPM 工作的袁 通过三
年多的推行袁收到较好效果袁为其它单位推行点检制
提供了宝贵经验遥 渊王冰棱冤

碳素召开TPM经验交流会

本报讯 经过检修员工 10 天的努
力袁 热电浓缩系统 2号碎渣机改造元月

17日一次投运成功遥 此项改
造工期 10天袁承担任务的浓

缩检修一班员工抢工期袁 保质量袁 成功
完成改造任务遥 渊严福剑 夏学忠冤

热电浓缩二号碎渣机改造完工
本报讯 元月中旬袁 服务中心印刷厂职工团结

一心袁克服困难袁夜以继日连续奋战袁经过近 10 天的
辛勤工作袁圆满完成了贵州铝厂九届一次尧贵州分公
司二届一次职代会有关资料的印刷任务袁 受到了上
级领导的好评遥 渊胡虹 潘庆峰冤

印刷厂辛勤印制职代会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