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 第 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 陈关链

史述中袁男袁37岁袁群众遥 氧化铝
厂原料车间进料工段工段长遥

氧化铝厂原料车间进料工段主
要承担氧化铝生产的原矿破碎任务遥
仅 2006年这个工段就完成破碎任务
112.98万吨的 70豫以上遥 史述中同志
带领员工心往一处想袁 劲往一处使袁
为生产做出了贡献袁他本人义务加班
260个工时以上遥他大胆管理袁创新求
强袁在全工段建立了野以工时制和破
矿量为考核基准冶的班组工作激励机
制袁在全车间广泛推广曰健全和完善
了产量尧质量尧绩效考核的员工个人
档案和员工野明明白白干活袁清清楚
楚取酬冶的长效机制袁充分调动了员

工的生产积极性遥他利用废旧皮带对仓壁进行悬挂式铺垫的办法袁大
大减轻了料口的堵料现象袁减少了停机频次曰他还提出了采用较厚钢
板作为整体支撑尧并加密托辊的办法袁使托辊架运行周期提高了 5 倍
以上遥面对雨季破矿齿板消耗大的情况袁他大胆提出并采用了交叉更
换齿板的方法袁提高了齿板的利用率袁减少了齿板的消耗袁年节约成
本近 30万元遥他狠抓安全生产袁工段全年大小安全事故均为零遥他本
人曾多次荣获贵州分公司尧贵州铝厂和分厂先进个人称号遥

李振江袁 男袁 52 岁袁 中共
党员遥 热电厂汽机车间检修班
班长遥

李振江同志牢固树立 野坚
持互动双赢袁 建设和谐贵铝冶
的理念袁 把班组建设成了一支
能打胜仗尧 打硬仗的团队遥 去
年 6号机大修袁 他紧紧团结班
组成员袁 出色完成了任务袁 为
其它机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遥
去年初袁 在 7尧 8 号机回热系
统改造安装的过程中袁 他与班
组员工一道袁 克服改造安装程
序复杂等诸多困难 袁 加班加
点袁 抢工时尧 赶进度袁 提前完

成改造安装任务 袁 仅此一项年节约标煤上万吨 遥 在对
0.588MPA 减温水系统改造中 袁 他发动班组员工 袁 群策群
力袁 集思广益袁 提出科学合理的改进措施获得成功袁 投入生
产后可节约大量的蒸汽成本袁 年创效近百万元遥 针对 8 号机
组前汽封漏汽严重的情况袁 他与车间领导和班员一道袁 将原
来的汽封改造为汽帘密封袁 一举攻克难关袁 成为全省首家使
用此项技术的单位袁 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遥

朱俊强袁男 袁45 岁袁中共
党员遥 贵州铝厂华新新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
生产经营部经理遥

朱俊强同志爱岗敬业 袁
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遥 在他的组织下袁先后完成
了 ISO9000 质量体系的论证
和复审工作曰 现场管理实现
了由 5S 向 6S 的升级曰 围绕
野建争冶活动 袁开展技改项目
13项袁 创经济价值 10 余万曰
推行零库存及物流管理袁创
效 2 万余元曰全年完成 1.2 万
吨各种运输任务曰 完成了铝

线杆连铸连轧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袁并积极招商引资 200 多
万元曰与重庆万丰新锐车轮有限公司签署合同袁达成合作
意向遥 他带领员工抓生产袁提品质袁保安全袁促技改袁使能耗
从 500KG 辕 T 降到 350KG 辕T曰烧损从 2.5豫降到 2.0豫袁创造
经济价值 20 余万元袁为公司全年工业总产值突破 1 亿元袁
产量突破 6000吨袁利润完成 100 万元以上袁综合能耗大幅
降低袁安全生产实现野6 个 0冶目标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遥

宋慧敏袁 女袁 42 岁袁 中共党员遥
机械厂铆焊车间焊工班焊工遥

20多年来袁 宋慧敏同志干一行爱
一行钻研一行袁勤勤恳恳袁爱岗敬业遥
在日常工作中袁 为不断提高理论知识
和焊接技术袁 她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
叶金属学曳尧叶焊接原理曳尧叶焊接结构曳等
大量技术书籍袁努力掌握 CO2 气体保
护焊尧钨极焊尧埋弧焊尧等离子切割尧碳
弧气刨等多种技术袁 成为一名技术全
面尧技能精湛的焊工能手遥 一份耕耘袁
一份收获遥 在她不断追求和不懈努力
下袁在 2006 年中铝贵州企业第二届职
工技能大赛中袁 荣获焊工比赛第四名
的好成绩遥 在此基础上袁她发扬成绩袁

再接再厉袁一举夺得贵州省有色冶金系统职工技能比赛焊工第一名袁
被授予野贵州省技术能手冶和贵州省有色冶金系统第四届十大技术创
新能手称号袁被评为分公司有突出贡献的技术能手遥在压力容器的焊
接工艺上袁其技术要求和技术含量是十分严格的遥 对此袁她大胆改变
传统手工电弧焊焊接方法袁率先采用了 CO2气体保护焊接技术焊接
压力容器袁既确保了产品质量袁又较大幅度的提高了员工的劳动生产
率遥 她所完成的产品袁经探伤检测袁合格率均达 100豫遥

阳智 袁 男 袁 29 岁 袁 中共
党员遥 电解铝厂电解三车间二
厂房西区工区长遥

电解三车间二厂房西区 袁
在阳智同志的带领下袁2006 年
已完成原铝产量 11683 吨 袁超
管理目标 301 吨曰 电流效率完
成 93.38豫袁 与管理目标相比提
高 0.68豫 曰 直流电单 耗完 成
13260千瓦时 辕吨铝袁 与管理目
标相比降低 120 千瓦时 辕吨铝曰
原铝质量 99.70 以上品率完成
96豫袁与管理目标相比提高 3豫曰
氟化盐消耗完成 28.5 公斤 辕吨
铝袁 与管理目标相比降低 2.26

公斤 辕吨铝遥 面对强化电流生产袁 他反复琢磨袁 摸索出通过
控制较小的过热度获得较低的槽温袁 减小槽温波动幅度袁 定
期规整炉膛获得良好的炉膛内型袁 使电解槽均衡稳定生产遥
电解新程序上槽后袁 他通过对现场操作和技术参数匹配的不
断摸索袁 掌握了模糊控制技术袁 总结出一套适合新程序的操
作方法和因槽而异的控制策略袁 使西区电解槽平稳高效生
产袁 为电解推广新程序上槽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遥

胡清涛 袁 女 袁30 岁 袁群
众遥 贵州铝厂房地产管理中
心绿化卫生站清扫保洁工遥

从一名仓库保管员到
清扫保洁工袁 胡清涛同志经
受住了这一现实的考验袁 在
清扫保洁工岗位上一干就是
6 年遥 6 年来袁 她干一行爱
一行袁 几乎天天都是披星戴
月袁 默默无闻地清扫着铝城
的大街小巷袁 风雨无阻袁 执
着如斯遥 6年来袁 她平均每
天要完成 5500 平方米的清
扫任务袁 6年下来已累计完
成了上千万平方米的清扫任

务袁 用坏了 72 把扫帚袁 24 把铁铲袁 为铝城的明天更美
好袁 做出了她自己应有的贡献遥 在确保完成本职工作任
务的前提下袁 她还积极参加卫生突击活动袁 每次活动都
能够一马当先袁 率先垂范袁 出色地完成突击任务遥 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袁 她始终兢兢业业袁 任劳任怨袁 她的付
出得到了广大职工和家属的高度评价袁 同时袁 也谱写了
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无悔人生遥

张福堂袁男袁36 岁袁中共党员遥 碳
素厂检修车间检修一站钳工班班长遥
多年来袁 张福堂同志一心扑在工

作上袁 爱岗敬业袁 勇于开拓袁 刻苦
钻研技术业务袁 曾多次完成创新和
技改项目达 20 多项袁 创经济价值上
百万元遥 较为突出的有院 以他个人
名字命名的 野福堂刮料器冶袁 投入生
产后袁 一举消除了长期困扰流程堵
料的难题曰 沥青泵机械密封系统的
改造袁 荣获碳素厂技术改造三等奖曰
气囊式振动台内臂弹簧应力消防方
法的使用袁 有效根治了弹簧断裂的
故障曰 转动横量在回转窑上的运用袁
解决了大窑共振的难题遥

自碳素厂全面实施 野点检制冶 设备管理模式以来袁 他大胆提出
创新管理袁 制定并实施了 野检修工作首问负责制冶尧 野焊工现场作
业法冶尧 野员工自主管理法冶 等制度袁 提高了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和主动性袁 提高工作效率近 30豫袁 并被车间广泛推广应用袁 为碳素
厂阳极生产做出了积极贡献遥 由于他长期不懈的努力袁 曾多次荣获
分公司先进个人袁 并于 2006年被评为 野十杰青年冶袁 他所带领的班
组于 2001年荣获贵州省 野五一冶 劳动奖章光荣称号遥

黄国忠袁男袁49 岁袁群众遥 二
矿长冲河工区电铲班班长遥

他紧紧团结和依靠全班员
工战雨天 袁抢晴天 袁加班加点袁
不计报酬袁 年年超额完成剥离
任务遥 2006年袁他带领班组成员
义务奉献工时 3000 多个袁他自
己就义务奉献工时 266 个遥 他
从不提条件袁讲代价袁表现出爱
岗敬业袁 无私奉献精神遥 2006
年袁 全班提前一个月超额完成
剥离任务袁 共完成剥离任务量
125217.5 立方米袁 完成供矿量
21429.9吨遥 他狠抓班组安全管
理袁 强化员工安全意识袁 坚持

野一铲一斗移大山袁安全生产记心坎冶的安全理念袁在他的努力
下袁全班全年各类事故均为零遥 他注重抓好班组基础管理袁提
高员工综合素质袁他所在的班组袁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尧消耗指
标均优于矿山同类型班组袁 并保持了各项管理先进班组荣誉
称号袁被推荐参加 2006年分公司先进班组经验交流会遥 在企
业文化建设上袁他带领全班从学习宣贯袁到视觉系统的改造袁
使班组发生了很大变化袁成为全矿的标杆班组遥

张怀成 袁 男 袁 44 岁 袁
中共党员 遥 碳素厂三成型
车间主任遥

1998年 8 月袁张怀成同
志在三组装整个设备的安
装调试期间袁共提出设计变
更的意见和建议 600 多条袁
节约基建费用上百万元曰他
主持并完成了对一台闲置
多年的三爪铁环压脱机进
行了技术改造袁改为四爪铁
环压脱机袁节约建设资金 38
万余元曰2000年袁 主持完成
了导杆清刷机的改造袁该项
成果被分公司评为 2000 年

度技术改进一等奖曰他创新的叶现场模拟教培法曳荣获分公
司 2002 年度管理创新成果二等奖曰他还参与了叶精益生产
的实施曳纲要的撰写袁获中铝公司 2005年度管理创新二等
奖曰主持并完成了叶第三组装车间低压配电室无功功率自
动补偿技术曳的运用改造袁年即可节约资金上百万元遥 调入
三成型后袁他积极优化热煤点火系统袁由原来的 48 小时缩
短到 18小时袁节约生产成本 30余万元遥

张金明袁 男袁 43岁袁 中共党员遥
电解铝厂铸造一车间主任遥
张金明同志善于运用科学的管理

方法创造性的开展工作遥 在车间管理
上袁坚持以人为本和野愉快工作法冶袁
调动和激发了车间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尧主动性和工作热情袁车间各项工
作稳步推进袁一年一个台阶袁普铝和
合金产品的综合合格率均居全国同
行业领先水平袁 产品成功进入世界 8
个国家和地区袁 受到客户的一致好
评 曰 车间主要设备综合完好率达
99.5豫以上遥 在他的主持和参与下袁完
成了 叶新型运输设备高强度铝合金
6061技术的开发曳荣获贵州省科技进

步三等奖袁 分公司技术创新三等奖曰 完成了 叶劓380MM6082B 合金
圆铸锭关键性技术研究 曳 获分公司技术创新三等奖 曰 完成了
叶劓165MM 低铁铝合金圆铸锭技术研究曳 获分公司技术改造一等
奖遥 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利发明人袁 叶大直径 渊380MM冤 6005A
合金圆铸锭技术的开发曳 通过专家鉴定袁 评定为国际先进水平袁 并
荣获国家专利遥 他狠抓车间各项基础管理和安全生产袁 已连续 7 年
实现了均衡稳定生产袁 安全工作也实现了三为零的好成绩遥

杨波 袁 男袁34 岁袁 中共党
员遥 一矿测量区域工程师遥

杨波同志致力于矿山数字
化测绘工作袁 每年上百幅图纸
的测绘编辑袁 数以万计的测点
数据处理准确无误袁无一差错袁
全年测量面积达 120 多万平方
米遥 在他的主持下袁完成了民矿
及一矿堆矿场矿石盘点验收测
量 5 次袁 测矿量近 90 万吨曰机
械剥离及人工清顶验收测量 5
次袁 工程量达 143025 立方米曰
更新改造工程验收测量 14次曰
测绘露天采场和剥离工作现状
图 28 幅袁 测设矿区界址点 22

个曰完成了银厂坡矿 3000米基建开拓及采切巷道测绘和主井
口工业场地尧西风井尧运矿公路等工程设施的测量袁绘制了工
程竣工实测图纸资料袁 确保工程竣工投产遥 他参加了分公司
野贵州铝土矿采矿工艺优化冶尧野复杂尧 难采铝土矿地下开采综
合技术研究冶项目实施遥 他主持鸡心坡渣场袁四期电解铝袁120
万吨氧化铝改扩建等重点工程项目的地形图测绘袁 节约费用
50余万元遥 他曾连续三年荣获分公司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遥

王慧 袁女 袁54 岁 袁中共党
员遥 分公司财务部经理遥
在 2002 年到 2006 年的

三次财务机构改革中袁 经王
慧同志的不懈努力袁 分公司
实现了财务集中管理袁 机构
扁平化设置袁 办公地点统一
的财务整合曰 建立和健全了
财务预算管理体系袁 实施了
以预算指标为控制手段尧预
算分析为实践指导的财务管
理思路曰通过公平 尧公正尧公
开的招聘渠道袁 聘任了三名
财务主管助理袁 建立并完善
了财务系统绩效考评管理体

系曰两次整合银行帐户袁撤消了 52个帐户袁实施资金收支两
条线袁 明确划分生产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帐户袁 实现了资
金的高度集中管理袁 并建立了资金支付六级审核内控体
系遥 在分公司范围内全面推行班组成本精细核算模式袁 改
制后的 5 年时间里袁 共取得税收优惠效益 6.83 亿元 曰 推
动了 ERP 系统在分公司第一批成功上线袁 并实现了独立
平稳运行曰 推动了 404项目在分公司的顺利实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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