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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水电厂电讯车间组织技术力量进行触摸屏查询系
统的研究开发袁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工作袁现已投入正常使用遥
从去年 12月 25日开始袁 开发小组对触摸屏查询系统进行不断
的研究尧探索袁反复试验袁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袁到 1月
15日袁 触摸屏查询系统的研究开发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袁
实现了 114 号码自动查询尧资费查询尧业务功能查询及企业形象
宣传袁填补了我厂在多媒体触摸屏查询业务上的空白袁为通信信
息服务的自动搜索奠定技术基础遥 (张芳)

水电厂触摸屏查询系统投用

小特写

“4号天车滑块要断了！”
巡检工喘着粗气跑进班组。
“距天车启动只有半小时了
……”班长张刚抬起手表自
言自语。“走，立马处理！”张
刚快脚快手地从废弃物件上
拆一根铜带，现场加工连线，
火速赶往事发处。
“修得好不？师傅， 9#

炉煤仓快没煤了！”操作工
焦急地问。“行！”张刚猫
着腰，手从两个栏杆之间伸
出去，脸紧贴着冰冷的铁护
栏，拧螺冒，卸滑块，取垫
圈，抽螺杆，扯下废件，铲

去焊渣，套新线……这时距系统启动
还有 17 分钟，每个人都捏了把汗。
“OK!送电！”皮带系统启动的电铃优
美地响起， 4 号天车徐徐开动，投入

抓煤中……
渊陈青松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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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元月份袁 氧化铝
厂完成实产氧化铝 92548 吨袁
成品氧化铝 93425吨袁 分别比
去年同期多产氧化铝 9440 吨
和 10409吨袁 创历史同期最好
水平遥 （姜文卓）

本报讯 元月份袁电解铝
厂共完成 37417 吨铝锭产量袁
超过当月计划遥 电流效率尧阳
极毛耗尧氟化盐单耗均取得好
成绩遥 铝锭质量 99.7%以上品
率保持 100%遥 (杨柳)

本报讯 第二铝矿面对任
务重 尧设备老化 尧车皮周转量
少袁 天气寒冷等困难袁 截止元
月 30 日袁 完成供矿 49039 吨袁
剥离完成 39183 立方米袁 主要

生产指标顺利完成遥（唐 平）

本报讯 截至元月 31 日袁
石灰石矿累计向氧化铝生产供
矿 3.81 万吨 袁 完成计划的
108.85%袁其中袁大块矿院2.32 万
吨 尧小块矿 1.49 万吨 曰采剥总
量 8.23 吨 曰 产品一级品率
100%遥 （刘宏飞）

本报讯 截至元月 25 日 袁
华阳公司共销售糊类制品
1292 吨尧外销半石墨阴极碳块
193 吨袁 铁合金碳块 73 吨袁阳
极碳块 894吨袁 圆满完成了元
月份计划遥 (孟旋子)

本报讯 元月份袁 运输厂
完成货运总量 34.89 万吨 袁其

中厂内货运量完成了 31.65 万
吨袁 厂外货运量完成了 3.2 万
吨遥 实现了开门红遥 (张 莉)

本报讯 元月份袁华新公司
生产经营再创佳绩袁合金产量
完成计划的 124.15%袁 产值完
成超计划 28.7%袁 各项经济技
术指标均超计划完成袁实现了
2007年开门红遥 （郝红）

本报讯 元月份袁机械厂在
内尧外部备件加工制作及临时
追加急件尧事故件项目尧生产任
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袁共完成
机械产品产量 540吨袁 创历史
同期最高水平遥 （王丽萍）

本报讯 元月份袁汽车公司

完成运输周转量 37万吨公里袁
货运量 3239 吨袁分别超分公司
计划的 6.8%和 8%袁 实现了运
输生产开门红遥 （张成）

本报讯 截止元月 31日袁
动力厂供风 0.68 亿立方米袁供
水 180 万立方米袁 供蒸汽 4万
吨袁转供重油 2400 吨 袁保证了
电解尧碳素厂生产需求袁完成质
量技术指标 100%。（李喜祥）

本报讯 截止 1 月 31 日 袁
水电厂全面完成了元月份各项
生产任务和经济技术指标袁实
现了首月野开门红冶遥其中袁完成
供水量 137.71 万吨袁转供电量
1010.75万千瓦时遥安全生产保
持良好的发展态势遥 (邹 利)

元月生产捷报频传
本报讯 2006年袁热电厂在蒸汽产量尧发

电量双双刷新历史纪录的前提下袁煤尧水尧电尧
油和发电耗电五大技术经济指标均创历史最
好水平袁降本增效取得优异成绩袁全年节约蒸
汽现金成本 183.86 万元 袁 供电现金成本
16.86万元袁 加上 11号炉试车所占生产费用
84.11 万元袁 总共节约生产总成本 284.83 万
元袁给 2007年工作打下了很好基础遥

理念教育成功。成绩的取得首先应归功
于热电厂野崇尚素养尧注重细节尧追求卓越冶理
念教育袁 广大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养成了良好
的节约习惯袁从一根焊条一块废铁做起袁从设
备的精细维护开始袁 从本质上堵塞了人为发
生浪费现象的可能袁 使节能降耗在各车间具
备深厚的土壤遥

生产平稳有序。野安全尧经济尧平稳尧有序冶
的生产运行是节能降耗的根本遥 06年热电厂
强化生产工艺条件的稳定和控制袁 严格各系
统额定运行方式袁推行野调度有序计划管理模
式冶袁科学使用间歇性用能设备袁全年综合设
备完好率 99.7%袁 故障停炉次数比年初职代
会管理目标降低 13 次袁 大幅节约了启炉费
用遥

技改攻关有效。围绕技术经济指标袁热电
厂通过野降低站内工质损失冶系统普查尧优化
和调控方案的实施袁进行了生水预热器改造尧浓缩系统尧气力输
灰系统优化改造尧锅炉燃烧攻关等工作袁使过去繁琐的运行方式
大大简化袁甩掉了一部分高耗低效的设备运行袁极大地节约了各
种设备消耗及维护费用遥 （肖荣丽）

热
电
厂
去
年
节
约
生
产
总
成
本284

万
元

理
念
教
育
成
功

生
产
平
稳
有
序

技
改
攻
关
有
效

本报讯 元月 2 日至 24 日袁电解厂首次
对四期供电 220KV 避雷器及 10KV 开关柜
过电压保护器开展预防性试验袁 对防止系
统受雷击及操作等过电压起到预防作用袁
有力的保障了设备安全运行遥（余颖莉）

电解四供电开展
系统预防性试验

本报讯 截止到 2月 2 日 , 计控厂共完
成电解铝厂供电一尧二尧三尧四车间各类氧
化锌避雷器尧阀式避雷器尧三相组合式过电
压保护器测试 428 台渊件冤曰防雷接地尧计算
机屏蔽接地尧 电气设备工作接地接地电阻
测试 72点 ,完成了 2007年度防雷预防性试
验总工作量的 2 辕 3袁确保了东片区供电系统
的安全运行遥 (郭学军 吴敏)

计控厂防雷预防性
试验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 1月 18日袁 房地产管理中心安
全部门和综治办有关人员对中心所属各单位
以及摩托车棚的冬季 野四防冶 工作进行了检
查袁重点检查了防火尧防盗尧防煤气中毒情况袁
确保职工生命及公共财产安全遥 （王仙能）

房地产管理中心开展
冬季“四防”安全检查

本报讯 进入 2007年袁热电厂水化车
间在抓好清洁生产方面又上了一个台阶袁
在保持 2006 年清洁生产成果的基础上又
重点抓好保持岗位整理尧整顿尧清扫尧清洁袁
以达到提高岗位人员素养的目的遥

为了强化现场管理袁 车间主任带头从
自己办公室卫生做起遥 （石海）

水化车间清洁生产上台阶

本报讯 近日 , 炉修厂扎固车间组装二班员工积极工作袁给
碳块新组装线穿上野远红外保暖内衣冶遥

炉修厂碳块新组装线是 2003 年从法国引进的自动化程度
较高的设备袁在实际生产运行中存在产能的效率低袁故障率高袁
能耗较高等实际情况遥该厂通过近三年来的实际运行情况袁采用
野高温远红外绝缘节能涂料冶袁 喷涂钢棒加热炉和碳块加热炉内
壁遥此涂料能有效提高炉温 20原150益袁节能 3原30豫袁从而进一步
提升设备性能尧工作效率并节约能源袁使加热炉寿命延长遥

（刘宏平 王福骥）

炉修厂碳块新组装线穿上
“远红外保暖内衣”

本报讯 入冬以来袁华阳公司按照总厂的要求袁结合公司生
产经营实际需要袁认真抓好冬季野四防冶工作袁目前此项工作已取
得阶段性成效遥

该公司根据冬季工作的特点袁组织协调各部门尧车间落实各项
工作安排袁对使用燃煤取暖的岗位进行登记建档袁制定防范措施袁
明确责任人袁督促检查各单位的执行情况袁从源头消除火灾尧煤气
中毒等事故隐患袁确保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遥 (陈达勇 )

华阳公司冬季四防取得成效
随着雨水季节的临近，赤泥

大坝的安全工作又成了分公司议
事日程的关注点。2 月 6日，记者
来到赤泥大坝，见到工人们正用沙
袋增高坝围，防患于未然。

渊本报记者肖春生摄冤

本报讯 1 月 31 日 袁氧
化铝厂对 3裕 石灰炉进行
全面的维护消缺袁 同步清
理炉气输送管道袁 提前为
春节期间保持稳产高产做
准备遥

2007 年袁 石灰炉工序
是制约氧化铝生产的重要
环节遥 对此袁该厂一是强化
操作稳定工艺技术条件 袁
严格控制工艺技术指标 袁
二是加强对石灰炉的维护
消缺袁 及时清理炉气输送
管道袁保证炉气供应遥 1月
31 日袁 该厂石灰炉车间积
极组织人员更换 3裕 石灰
炉提料斗钢丝绳袁 清理洗
涤塔袁 对皮带小车进行了
检修维护遥 同时袁与空压尧
一分解联手层层落实安全
措施袁 共同清理炉气输送
管道遥 该厂安全环保技术
人员到现场监护袁 为清理
人员提供了安全的作业条
件遥 （姜胤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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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电解厂供电四车间最
新的故障录波技术发挥巨大作用 袁
元月九日及十六日袁 通过该技术相
继监控到贵阳供电局所辖的干铝
芋尧郁回开关有重大隐患袁帮助该局
避免了重大设备事故遥

故障录波技术在贵州分公司属
首次应用袁 它能准确快速的监控电

网及用电设备电压突变的异常情
况遥 1 月 9 日 8 时 44 分袁贵阳供电
局所辖的贵阳变在进行干铝芋回
233 开关空载操作袁 供电四车间利
用故障录波装置严密监控运行设备
状况袁发现干铝芋回 233 开关 B 相
比 A尧C 相延迟 1750ms 断开袁 远远
超过了分闸不同期性不大于 5ms

的国家标准袁 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带
负荷操作 袁233 开关极有可能发生
爆炸袁 四供电立即将信息反馈到供
电局袁 该局经检查发现 233 开关 B
相跳闸线圈发生故障袁 立即采取措
施进行处理袁 从而避免了一起重大
设备事故遥

（余颖莉 何昌永）

电解四期供电故障录波技术大显神通
帮助贵阳供电局避免重大设备事故

百 字 新 闻
本报讯 元月 18 日 ,

华新公司召开员工大会 袁
总结 2006 年安全生产工
作袁并全面部署 2007 年安
全生产工作遥 (郝红)

本报讯 1 月 29 日袁氧
化铝厂 2裕 沸腾炉退出生
产流程袁 对电收尘系统进
行改造以消除设计缺陷 袁
保证设备处于良好的技术

状态遥 （姜胤瑞）

本报讯 日前袁 借天
气晴好的机会袁 热电厂抓
紧时机将春季防雷预防性
试验转向外线遥元月 30日
完成了云热线 6 号塔清扫
及避雷器预防性试验工
作遥截自目前袁预防性试验
已过半袁 预计三月初可全
面结束遥 （肖荣丽）

本报讯 元月份袁炉修
厂结合生产作业计划袁对
全年安全环保工作作出了
计划安排袁为 2007 年确定
了安全环保管理目标指
标遥 （徐雪峰）

本报讯 一矿一采队
为了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袁
确保 32 万吨供矿任务的
完成袁严格执行设备野点检

和巡检冶制度袁对运矿车辆
和破碎系统的设备实行强
制保养制度遥（罗胜泉）

本报讯 1 月 15 日 袁
热电厂新系统公用系统 6
台布袋除尘器正式投入运
行袁除尘效率大大提高袁该
厂彻底告别扬尘现象遥

（陈青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